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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信息】 

 股票发行上市信息 

1、 股票发行融资情况 

截至6月28日，今年上交所主板IPO上市企业25家，募集资

金579.48亿元；科创板IPO上市企业45家，募集资金501.85亿元。 

2、 在会审核企业情况 

截至6月28日，证监会按周公布的在审企业共计534。其中，

上交所在审企业373家（主板162家，科创板211家），深交所在

审企业161（中小板85家、创业板76家）。 

3、 新增IPO申报情况 

截至6月28日，今年新增IPO申报企业共计261家，其中，上

交所206家（主板30家，科创板176家），深交所55家。 

 债券发行上市信息 

1、公司债发行情况 

    截至 6 月 30 日，本所 2020 年已完成公司债累计发行 1696

只，发行金额 17139.1 亿元。 

2、资产支持证券发行情况 

截至6月30日，本所2020年已完成资产支持证券挂牌375只，

挂牌金额3626亿元。 

3、债券上市情况 

截至6月30日，上交所各类债券挂牌数量已达18017只，比

去年底增加2649只，增幅17.24%；债券托管金额已达11.48万亿

元，比去年底增加13457.55亿元，增幅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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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动态】 

1、2020 年 6 月 17 日，上交所上市公司中国太平洋保险（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全球存托凭证（GDR）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成

功上市。中国太保 GDR 受到海外投资者的积极认购，发行价格

为每份 GDR 17.60 美元（相当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基础

股票收盘价均价的 90.1%），募资总额为 18.106 亿美元。 

     2、为及时反映科创板上市证券的表现，为市场提供投资

标的和业绩基准，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于

2020年 7月 22日收盘后发布上证科创板 50成份指数历史行情，

7 月 23 日正式发布实时行情。指数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基

日，基点为 1000 点。样本空间包含科创板上市的股票及红筹

企业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存托凭证。 

3、2020 年 6 月 17 日，河南省许昌市企业上市培训会在

魏都区召开。许昌市金融工作局局长杨允志、副调研员汪宏涛，

许昌魏都区区长李朝锋、副区长程东升，上交所发行上市服务

中心北方大区二组专家们等百余人参加会议。这也是自疫情发

生以来，上交所资本市场服务河南基地举办的首场线下专题培

训活动。培训会现场，许昌市魏都区区长李朝锋代表政府致辞。

上交所发行上市服务中心专家和券商代表进行了授课，恒达集

团董事局主席李东法分享了企业上市的心路历程、经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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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外资投资沪市上市公司研究 

上交所公司监管一部  张超  

自 2002年 11月推出 QFII制度以来，我国资本市场开启国

际化步伐，从持续完善 QFII制度、推出 RQFII制度，到陆港通

开通、A 股纳入 MSCI 指数并持续扩容等，A 股市场国际化取得

显著成效。近年来，外资加速投资我国资本市场，已成为 A 股

市场增量资金的最大来源，持股市值和占比保持稳定增长态

势。作为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投资者，外资投资者的投资理念

和交易方式，对 A 股市场生态产生了较大影响。本文梳理了外

资投资沪市 A 股的现状，分析外资投资我国股票市场的结构性

特点，总结存在的问题与潜在风险，并提出下一步建议。 

一、外资投资沪市 A 股现状 

外资投资者主要通过沪股通、QFII/RQFII等渠道投资沪市

A 股，或以外资战投的身份直接持股。2016 年以来，外资投资

者持续稳步增持沪市 A 股，持有沪市 A 股的市值和占比均处于

较高水平，已成为沪市的重要投资者。外资投资者比较注重优

质公司的长期投资价值，其投资与交易行为受 A 股市场短期波

动影响较小，但对国际金融市场风险比较敏感。 

（一）外资投资沪市 A 股总体情况 

截至 2020 年 4 月 15 日，在沪市 1609 家上市公司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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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家公司有外资股东，包括外资战投、陆股通、QFII/RQFII

等，合计持股总市值 1.98万亿元，占沪市总市值的 5.84%；持

有流通股市值 1.58万亿元，占沪市流通市值的 5.55%。从外资

投资沪市 A 股的总体情况看，一是外资对部分沪市公司的持股

市值较高，有 46 家沪市公司的外资持股市值超过 100 亿元，

117家公司的外资持股市值超过 30亿元，共 4家沪市公司的外

资持股市值超过 800 亿元；二是外资对部分沪市公司持股比例

较高，有 142 家沪市公司单一外资股东最高持股比例超过

10%，469 家沪市公司单一外资股东最高持股比例超过 5%；三

是外资已成为部分沪市公司重要股东，69家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为外资投资者，70 家公司为外资企业，556 家沪市公司的前十

大股东中有外资投资者。 

近年来，得益于我国经济稳定增长、A 股国际化进程加速

等因素，外资投资者持续稳步增持 A股。2016年至今，外资持

有沪市 A 股总市值从 7787 亿元增加至 1.98 万亿元，持股比例

由 2.84%稳步提高到 5.84%。一方面，外资投资者增持节奏受 A

股市场短期波动影响较小，其更注重优质公司的长期投资价

值，2016年以来持有沪市 A股比例处于持续上升通道；另一方

面，外资投资行为受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影响较大，2020年 3月

以来，尽管 A 股市场表现相对稳健，但在海外市场大幅下跌的

影响下，外资半个月内减持沪市 A 股超过 700 亿元，在国际金

融市场企稳后，又快速增持近 20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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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年来，外资累计净增持沪市 A股约 1900亿元，其中有

667家公司被净增持约 2300亿元，另有 218家公司被净减持约

400亿元。在被外资净增持的沪市公司中，有 53家公司被外资

净增持金额超过 10 亿元，多为银行、化工、制造业、消费等

领域的龙头企业。外资增持已成为股价上涨的重要驱动力之

一，近一年被外资净增持超过 10 亿元的 53 家沪市公司中，其

2019 年度平均股价涨幅高达 50.52%。虽然有部分沪市公司被

外资净减持金额较高，但大部分公司股价未出现大幅下跌。 

（二）各类型外资投资者总体情况 

从外资投资者构成来看，截至 2020 年 4 月 15 日，外资通

过沪股通持股市值 7868.08亿元，占外资持股总市值 39.74%；

以外资战投身份直接持股市值 8628.16 亿元，占外资持股总市

值 43.58%；通过 QFII/RQFII 持股市值 3254.32 亿元，占外资

持股总市值 16.44%。从平均持股情况来看，外资战投平均持股

市值和占比分别达到 42.50亿元和 23.27%，沪股通平均持股市

值 8.73亿元、占比 1.22%，QFII/RQFII持股市值和占比最低。 

一是沪股通已成为外资增持 A 股的主要途径，持有流通股

的比例较高，对二级市场交易具有显著影响。2016年以来，沪

股通持股市值由 1177亿元快速增长至 7868.08亿元，持股比例

由 0.43%大幅增长至 2.32%，沪股通增持金额占外资总增持金

额的 55.81%，是外资增持沪市 A股的主要途径。此外，沪股通

自 2018年以来加速增持沪市 A股，其持股均为流通股，占沪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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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流通股的 2.77%，占外资持有流通股总数的 49.86%，自

2016 年以来增持流通股占外资增持总金额的比重更是高达

69.36%，其交易行为对二级市场具有重要影响。 

二是外资战投以产业投资者为主，是外资投资沪市 A 股的

“稳定器”。外资战投持股市值 8628亿元，占沪市 A股总市值

的 2.55%，在外资中的持股市值最大、占比最高。沪市有 67家

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外资战投，平均持股比例达到 38.99%，有

131家公司的外资战投持股比例超过 10%，187家公司的前十大

股东中有外资战投。这些外资战投以产业投资者为主，与公司

生产经营深度绑定，且绝大部分只持有一只股票，是外资投资

A 股的“稳定器”。外资战投近一半持股为限售股，交投比较

不活跃，平均持股时间最长，其交易行为对二级市场的影响力

相对有限。值得注意的是，科创板公司外资战投持股比例明显

较高，自 2019年 7月科创板开板以来，外资战投持股市值从不

足 5500亿元快速增加至近 8500亿元。 

三是 QFII/RQFII 持股市值和比例长期保持平稳，对二级

市场的影响作用有所下降。QFII制度是我国股票市场开启国际

化的窗口，曾经是外资投资 A 股的主要渠道。随着沪股通的开

放，QFII/RQFII作为外资投资 A股的通道作用有所下降，2016

年至今，QFII/RQFII 持股占比长期维持在 0.95%左右，持股市

值也维持在 3000 亿元左右，远低于沪股通和外资战投，对二

级市场的影响力持续下滑。此外， 2019 年 5 月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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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FII/RQFII 持续减持沪市 A 股，持股市值已由 4000 亿元快速

下滑至不足 3300亿元，持股占比也从 1.17%降至 0.97%。 

二、外资投资沪市 A 股的结构性特点 

外资投资者在持股公司、持股方式和交易模式等方面，具

有较明显的结构性特征。 

（一）外资持股公司的结构性特点 

在外资持股公司规模方面，一是外资持仓以大中市值公司

为主，对总市值超过 300 亿元的 200 家沪市公司的持股总市值

达到 1.49 万亿元，占外资持股总市值的 75.18%，外资持股占

公司总市值的比例平均达到 7.04%；二是外资对超大型企业的

整体持股偏好较低，在 62 家市值超过 1000 亿元的沪市公司

中，除个别公司外，外资对其余 57 家超大型企业持股市值占

比仅为 3.45%；三是外资对小市值公司持股金额和比例明显较

低，对 705家市值不足 50亿的沪市公司合计持股市值仅 595亿

元，占公司总市值比例仅 2.80%，占外资持股总市值 3.01%。 

在外资持股公司行业方面，一是外资持股主要集中在消

费、生物医药、先进制造和保险等领域，重仓股既包括现金流

稳定、品牌溢价显著的消费类公司，也有创新型生物医药企

业，以及先进制造业企业；二是外资对于大型银行、证券、传

统制造业等公司的持股比例偏低，外资对银行和证券行业公司

持股占其总市值比重分别仅为 1.89%和 2.87%，占外资总持股

的 9%和 3%，显著低于两个行业占 A股总市值的比重；三是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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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仓股均为细分行业龙头企业，相关公司在各自细分领域均有

很强的竞争优势，市场占有率居前，具有市值大、流动性强、

主业优势明显等特点。 

在外资持股公司属性方面，一是外资对民营企业持股比例

显著较高，持有民营企业总市值 6595 亿元，占民营企业总市

值比例 7.84%，占外资持股总市值的 33.31%，显著高于民营企

业占沪市 A股总市值 21.65%的比重；二是对于央企和地方国企

持股比例较低，外资持有央企总市值 2698 亿元，占公司总市

值比例仅 2.80%，在剔除贵州茅台的影响因素后，外资持有地

方国企总市值 2458 亿元，占总市值比例 4.56%。 

（二）外资持股方式的结构性特点 

外资持有沪市 A 股的集中度较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一是外资重仓的股票范围较小，近 8 成持股集中在 100 家

公司，对 46 只重仓股持股市值占外资持股总市值的 61.62%；

二是外资机构抱团效应明显，大量外资投资者集中持有少部分

优质公司股票，18家沪市公司有超过 100个外资股东，平均外

资持股市值高达 396.60 亿元，部分沪市公司的外资股东数量

超过 200 个；三是外资选股的股票池较小，大部分沪市公司不

在其投资范围，1065 家公司外资持股市值不足 1 亿元，956 家

公司外资持股市值不足 5000万元，936家沪市公司的持股外资

机构数量不足 10个。 

外资对持股流动性的要求较高，重仓股多为流动性好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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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一是外资重仓股票的流动性较好，在外资持股市值超过 50

亿元的 86 家沪市公司中，近一年日均交易金额达到 6.89 亿

元，其中有 18家公司日均交易金额超过 10亿元，22家公司日

均交易金额位列沪市前 50 名；二是外资持有流通股的比例较

高，近 8成外资持股为流通股，有 37家公司的外资持有流通股

市值超过 100亿元，131家公司外资持有流通股比例超过 10%。 

外资机构比较注重多样化持仓分散个股风险，较少重仓持

有单只股票。从 QFII/RQFII 的情况来看，在其持股的 1201 家

沪市公司中，平均每个外资机构持有单只股票的市值仅 393 万

元。即使对于 QFII/RQFII持股总市值高于 30亿元的 20家沪市

公司而言，平均每家公司由 132家 QFII/RQFII机构持有，平均

每个外资机构持有单只股票的市值仅 6511万元。 

（三）外资投资者交易模式的结构性特点 

沪股通已成为外资的主要交易渠道，交投高度活跃。一是

沪股通交易金额和占比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年度交易金额由

2016年的 7452.73亿元，快速增长至 2019年的 4.99万亿元，

占外资总交易金额的比重从 50%快速增长至超过 80%，占沪市 A

股交易金额比重也从 0.75%增长至 4.59%；二是沪股通交投活

跃度高、交易行为短期化特征明显，平均年化换手率高达

1566%，且平均持仓时间较短，买入与首次卖出之间的平均间

隔时间不足一周；三是通过沪股通交易的其他外资机构是净增

持 A 股的主力，其交易金额占比约 20%，但净流入资金量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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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90%，2020 年至今净流入金额达 323 亿；四是通过沪股通交

易的外资自营机构交易频繁、但净增持金额较小，外资自营机

构数量占比不足 7%，2019 和 2020 年通过沪股通的交易金额高

达 3.78万亿和 1.69万亿，占比超 75%，但 2019年度净流入金

额仅为 68.45亿，占比不足 4.4%，2020年至今更是净流出 356

亿，表明外资自营机构可能较多采取高频交易、量化对冲等交

易策略，多以短期套利为目的，其持有 A 股的净头寸较小。另

据业内估算，沪深港通近 3 成持仓和近 7 成交易与场外衍生品

相关，其中沪股通自营账户主要为代客户进行交易的集合通

道，相关交易方多为高风险偏好、高杠杆的短线投机交易者。 

外资战投平均持股比例较高，其持股中限售股比例较高，

交易活跃度较低。一是外资战投交易较不活跃，虽然其持股在

外资持股三种途径中的市值最大、占比最高，但交易金额占比

仅约 0.5%；二是外资战投持股周期较长，交易行为具有中长期

特征，整体换手率大幅低于沪股通和 QFII/RQFII；三是外资战

投取得股份的主要来源是非公开发行（除 IPO前取得股份外），

其通过二级市场买入的金额和占比均较小。四是外资战投多增

持、少减持，近一年来，6 家沪市公司第一大外资战投股东增

持，平均增持 1.03%，仅 2 家沪市公司第一大外资战投股东减

持，减持比例分别为 2%和 0.81%。 

QFII/RQFII的交易风格相对稳健，整体换手率处于中游。

一是 QFII/RQFII 的交易金额占比持续下降，占外资交易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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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由 2016 年的近 50%，快速下降至不足 20%；二是

QFII/RQFII 交易风格相对稳健，交易行为短期化的特征不明

显，整体年化换手率 604.21%，大幅低于沪股通的水平，但较

外资战投而言更活跃。三是 QFII/RQFII 平均持股时间较长，

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后，平均在持股 3 个月后开始卖出，在买入

后 5 个月左右完成清仓。 

从 2016 年以来各类外资投资者减持行为的特征看，一是

有 28 家外资战投和 5 家 QFII/RQFII 通过非公开发行取得股

份，外资战投持股周期较长，平均持仓时间约 22 个月，但

QFII/RQFII会在取得股份后的一个月内开始减持，其平均持仓

时间约 16 个月；二是外资通过打新获得股份后，一般不会长

期持有，而是在较短时间内减持获利，平均持仓时间约 20

日；三是外资通过二级市场买入股票后，沪股通会在短期内完

成减持，平均持仓时间不足一周，QFII/RQFII和外资战投的交

易行为明显更加稳健，一般在买入股票后约 4 个月开始卖出，

平均持仓时间分别达到 5 个月和 7 个月。 

三、外资投资沪市 A 股存在的问题与风险 

外资投资 A 股市场的规模持续增加，为市场引入增量资金

的同时，也促进了 A 股市场的良性发展。近年来，A 股市场的

估值结构和交易特征逐渐接近成熟市场，核心大盘蓝筹股涨幅

较大、市场流动性比较集中，而部分质地较差的中小市值公司

股价长期下跌、交易活跃度下滑，市场中“炒小、炒新、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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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的风气明显改善。这些变化，与外资的价值投资模式，以

及相对稳健的交易风格有一定关系。与此同时，外资的大量进

入，也可能给 A股市场带来一定风险和不确定性。 

一是国际金融市场风险更容易向境内传递，增加 A 股的输

入性风险。外资持股市值和占比逐步提升，且近八成持股为流

通股，其交易行为对 A 股市场的影响力日益提高。同时，外资

投资者的交易行为受海外市场波动的影响较大，尤其在国际金

融市场短期流动性紧绷等极端情况下，外资资金可能在短时间

内大幅流出，将海外金融市场风险传递至 A股市场。 

二是市场定价权逐步向外资倾斜，外资对 A 股核心资产定

价能力增强。目前，外资规模已经超过公募股票型基金，且其

持股大部分为流通股，对于 A 股市场的边际定价能力大幅提

高。外资注重公司的长期投资价值，持股集中在行业龙头企

业，这种投资理念和交易模式，进一步造成市场流动性集中于

核心大盘蓝筹股，相关公司股价涨幅也较大。从 2016 年以来

的情况看，外资已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对 A 股核心资产进行定

价的能力。随着外资持股比例在未来持续提升，其对 A 股市场

的定价能力将进一步增强，可能有部分优质公司因不被市场关

注，导致估值偏低、融资不畅等问题。 

三是沪股通交易行为短期化，可能加大二级市场波动。沪

股通的交易模式具有较明显的短期化特征，其短时间内的大额

买卖行为，会对 A 股二级市场交易产生较大影响。一方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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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以散户为主的投资者结构下，沪股通的交易行为可能引发

羊群效应，形成助涨杀跌的效果，放大市场或部分板块短期波

动性；另一方面，通过沪股通交易的外资自营机构，可能较多

采用高频交易和量化对冲策略，尤其是部分高风险偏好、高杠

杆资金利用沪股通外资机构自营账户进行短期投机交易，占沪

股通交易金额比重较高，在极端情况下，这部分资金可能出现

协同效应，形成系统性风险隐患。 

四是外资重仓股范围小、抱团效应明显，流动性虹吸效应

可能使部分上市公司出现流动性折价。外资在 A 股市场的持股

集中度较高，其持股多为核心大盘蓝筹公司的流通股。外资持

股的集中，可能进一步带动全市场的流动性和关注度集中在这

些核心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产生一定的流动性虹吸效

应，导致部分中小市值公司股票的交易活跃度下降、二级市场

交易萎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抑制市场中“炒小、炒

差、炒新”的风气，但也可能使部分质优的中小市值公司股价

出现流动性折价，导致相关公司的估值难以体现其真实价值。 

五是外资战投持股市值和占比较高，减持退出可能对市场

和产业链造成较大影响。外资战投多为产业投资者，与上市公

司在经营、技术、产品等方面有较深入的合作，是上市公司的

重要合作伙伴。如果外资战投大量减持退出 A 股，一方面可能

对二级市场交易产生冲击，另一方面可能对上市公司经营和产

业链稳定造成一定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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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汇率与股市的联动性增强，股汇联动放大市场波动可

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汇率的稳定是外资持续买入 A 股的前提之

一。当人民币存在强烈的贬值趋势或预期时，外资可能在短期

内清仓式减持 A 股头寸撤离资金，导致股市大幅下跌的同时，

进一步加大汇率贬值的压力，造成股市与汇率的联动波动，进

而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四、下一步建议 

一是坚持资本市场国际化方向，营造良好的投资营商环

境。外资投资者给 A 股市场带来大额增量资金，其投资理念和

交易模式也让 A 股市场风气有所改善。下一步，应继续坚持国

际化方向，营造良好的外资投资营商环境，持续吸引外资资金

有序投资我国资本市场，利用外资投资者在资金、理念、技术

等方面的优势，在发展我国产业链的同时，鼓励其通过资本市

场获得合理收益。 

二是持续加强 A 股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共建提升上市公司

质量的良好生态。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

的作用，特别是随着外资投资我国资本市场的金额不断增加，

以 A 股市场为窗口，向外资投资者提供规范透明的投资环境，

对于我国持续吸引外资投资，具有重要的示范效应。因此，要

持续加强 A 股市场基础制度建设，维护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良

好生态，坚决维护投资者利益、严肃市场纪律，坚持市场化、

法治化原则，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坚决打击财务造假、内幕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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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打造规范、透明、开放、

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三是关注国际金融市场波动通过外资向境内传递的风险，

坚决防范系统性风险隐患。随着外资投资 A 股的金额和占比日

益提高，A 股市场对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风险敞口也在持续提

升。国际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可能通过外资快速传导至 A 股

市场，造成我国资本市场的输入性风险。在下一步工作中，一

方面要持续关注资本市场的输入性风险，坚决防范因海外市场

风险传导，导致 A 股市场大幅波动的系统性风险隐患；另一方

面，要加强股票市场与外汇市场的联动监管，防范股价与汇率

共振引发的系统性风险。 

四是规范外资交易行为、打击跨境违规交易，避免外资短

期交易行为引发二级市场过度波动。外资投资者持股金额和占

比均处于较高水平，其短期交易行为可能造成二级市场大幅波

动，尤其在以中小投资者为主的 A 股市场中，羊群效应可能进

一步加大市场短期波动。此外，部分外资机构可能通过高频量

化交易进行套利，可能对二级市场交易的公平性产生影响。因

此，在下一步工作中，要加强对外资投资者交易行为的规范，

打击跨境操纵股价等违规交易行为，维护二级市场交易公平

性，避免市场在短期内过度波动。（摘编：黄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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