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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资金下的中国股市板块配置

测算——见微知著 

 

 万亿资金的具体板块配置测算：本报告开创性地以统一的 GICS 板块

分类测算横跨美股、英股、港股、A 股市场的万亿资金规模的中国股

票 ETF 的配置。我们总共分析了 A 股、港股、英股、美股上市的 497

只 ETF，总规模高达 12,315 亿元人民币，通过一窥这万亿规模的资金

配置，从而挖掘潜在的投资策略。 

 

 英美市场中国股票 ETF：英美上市的中国股票 ETF 筛选后为 87 只，资

产管理规模合计 387 亿美元（折合约 2,510 亿人民币）。整体持仓占

比最高为可选消费，但可选消费相较市场指数低配幅度最大，该市场

中国 ETF 资金流动对可选消费板块影响最小，对 IT 板块影响最大。 

 

 港股市场中国股票 ETF：港股上市的中国股票 ETF 筛选后 130 只，资

产管理规模合计 2,939 亿港币（折合约 2,442 亿人民币）。其整体持

仓占比最高、超配幅度最大的都是金融板块，这意味着该市场中国 ETF

资金流动带来的资金流动绝对额、资金影响对金融板块最大。 

 

 A 股市场中国股票 ETF：A 股上市的中国股票 ETF 筛选后 280 只，资

产管理规模合计 6,866 亿人民币。其整体持仓占比最高、超配幅度最

大的都是 IT 板块，这意味着该市场中国 ETF 资金流动带来的资金流动

绝对额、资金影响对 IT 板块最大。工业和原材料这两个强周期的板块

占比明显更高，这表示 A 股上市的 ETF 整体而言周期波动会更明显。 

 

 中国股票 ETF 整体：英美市场的“新经济”占比最高（近七成），其

次为港股市场，而 A 股市场则最低。而就 ETF 持有者而言，英美市场

中外资的占比应最高，A 股最低，因此一旦外资通过 ETF 流出或流入，

对“新经济”板块的影响相应最大。结合各地 ETF 相较市场指数的板

块权重来看，通信服务、可选消费受 ETF 资金变化的影响最小，IT、

金融则受 ETF 资金变化的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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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资金下的板块配置测算     

——见微知著 

在 7 月的股票抛售中，海外市场资金扮演了关键角色。观察海外资金的配置

有很多维度，由于其仓位披露时滞，不能第一时间了解共同基金和对冲基金

等的配置，在此，我们以最为透明的中国股票 ETF 持仓做为切入口进行测

算。 

 

在本报告中，我们开创性地以统一的 GICS 板块分类，测算横跨美股、英股、

港股、A 股市场的万亿资金规模的中国股票 ETF。我们共分析了 A 股、港股、

英股、美股上市的 497 只 ETF，总规模高达 12,315 亿元人民币。通过一窥这

万亿规模的资金配置，进而挖掘潜在的投资策略。 

 

本报告重点分析港股+英美股上市的中国股票 ETF 资金的配置，并与 A 股上

市的中国股票 ETF 配置进行比较。 

 

 

此轮抛售中，海外市场资金扮演关键角色 

2021 年 7 月，由于教育板块政策出现明显变化，加上互联网监管收紧，众

多平台型企业面临监管问题，导致教育板块以及互联网板块出现大幅抛售，

进而带动中国股市整体出现罕见的大幅回撤。 

 

此轮抛售中，出于对政策不确定性因素的担忧，大量海外投资人离场，在此

轮抛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 7 月出现了罕见的回撤后，7 月 28-29 日市场

出现大幅反弹。 

 

对于互联网板块，我们整体仍然保持谨慎，因为政策面仍有较多不确定性因

素有待下半年落地。因为监管原因，互联网板块的估值中枢很可能整体下移。

与此同时，海外互联网板块目前估值和仓位都处于高位，未来一旦出现大幅

回撤，同样会对中国互联网板块造成间接影响。详情请参看我们的近期报告

《大幅下挫后的互联网板块是否已到抄底的时候？——见微知著》。 

 

值此关键时机，考虑到海外资金在此轮抛售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未来不论

海外资金是继续抛售还是扎堆入场，我们都很有必要了解其资金的配置。 

  

http://www.spdbi.com/getfile/index/action/images/name/60fa6c7c0773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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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 英美、港股及 A 股市场上市的中国股票 ETF 配置情况总结 
 

市场 规模（人民币） 
板块持仓占比（ETF 资金流带来的板块

资金流金额大小） 

板块超低配（ETF 资金流对板块的相对影响

大小） 

美英市场 ~2,510 亿 可选消费板块占比最高； 

能源、公用事业占比最低； 

金融、IT、必选消费占比显著。 

 

IT 板块相比 MSCI 中国指数明显超配； 

可选消费板块低配幅度最大； 

港股市场 ~2,442 亿 金融占比最高；其次为 IT 板块； 

能源、公用事业占比最低。 

 

金融、IT 板块相比 MSCI 中国指数明显超配； 

可选消费、通信服务低配幅度最大。 

A 股市场 ~6,866 亿 IT 占比最高；其次为金融板块； 

能源、公用事业的持仓占比最低； 

 

IT、金融板块相比 MSCI 中国指数显著超配； 

可选消费、通信服务低配幅度最大。 

 

资料来源：浦银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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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 ETF 资金面面观 

观察海外资金的配置有很多维度，共同基金、对冲基金等由于其仓位披露时

滞，不能第一时间了解其配置，在此我们就以最为透明的中国股票 ETF 持仓

做为切入口，总共分析了 A 股、港股、英股、美股上市的 497 只 ETF 的配置

情况，总规模高达 12,315 亿元人民币，以一窥这万亿规模的资金配置，从

而挖掘潜在的投资策略。 

 

 美英市场中国股票 ETF：规模约 2,500 亿人民币，可选

消费板块占比最高，但受资金流动影响最小，IT 受影

响最大 

我们汇集了目前在美国、英国两个市场上市交易的各类型中国股票 ETF，其

中包含基于市值指数、主题指数、板块指数所构建的 ETF。在剔除杠杆、反

向等通过衍生品合成的 ETF 后，目前在美国上市的中国股票相关 ETF 有 45

只，资产管理规模约 263 亿美元，在英国上市的中国股票相关 ETF 有 42 只，

资产管理规模约 124 亿美元，英美上市的中国股票 ETF 资产管理规模合计

387 亿美元（折合约 2,510 亿人民币）。 

英美市场 ETF主要持有人为个人投资者，但机构投资人占比也达到 20-40%。 

图表 2:部分英美上市的中国股票 ETF 
 

ETF 代码 资产管理规模（美元） 机构持有比率 

MSCI 中国 ETF MCHI 61.4 亿 43.85% 

中证海外互联网 ETF KWEB 44.3 亿 37.92% 

S&P 中国 ETF GXC 17.1 亿 25.75% 

中国科技指数 ETF CQQQ 15.7 亿 20.83% 
 

资料来源：SEC，浦银国际 

 

我们将这 387 亿美元规模的 87 只 ETF 作为整体，穿透计算其持仓如下。板

块的绝对占比高低意味着 ETF 资金整体流入/出的绝对金额高低，但资金额

高低还需要结合具体板块的市值大小、交易量大小来考虑，因为同样 1 亿资

金的流入/出分别对于10亿以及1000亿市值的影响是完全不在一个量级的。 

在此，我们以该市场上中国股票 ETF 相比于 MSCI 中国指数的超低配情况来

反映资金流对板块的影响。由于 MSCI 中国指数不但涵盖 A 股、港股和 ADR，

而且是基于市值加权所构建的指数，其权重本身就反映了该板块的市值体

量高低、交易量高低。因此相比于 MSCI 中国指数的超低配情况可以更好地

反映资金流对板块的影响，超（欠）配的板块对于资金流入/出的敏感度会

更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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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 英美市场上市的中国 ETF 整体的板块配置 
 

 
注：计算基于 2021 年 7 月 29 日数据。 

资料来源：Bloomberg、浦银国际 

图表 4: 英美上市的 ETF 整体相比 MSCI 中国指数的超低配 
  

注：计算基于 2021 年 7 月 29 日数据。 

资料来源：Bloomberg、浦银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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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英美上市的中国股票 ETF： 

 持仓占比最高为可选消费，但相比 MSCI 中国指数，低配幅度最大。这

意味着，该市场中国 ETF 整体的资金流入/出对可选消费板块股票的资金

流入/出绝对金额在板块中最大。但由于资金流入的比率小于其市值所占

的比重（MSCI 中国指数所反映的权重），因此资金流动对于可选消费板

块的影响很可能弱于市场整体的平均水平。 

 虽然 IT 板块比重不是最高，但 IT 超配幅度最高。这意味着，ETF 整体的

资金流入/出对 IT 板块股票的资金流入/出绝对金额不是最高，但由于 ETF

整体超配 IT 板块，资金流入的比率大于其市值所占的比重（MSCI 中国

指数所反映的板块权重），ETF 资金流动对于 IT 板块的影响很可能高于

市场整体的平均水平。 

  



 

2021-08-02                                                  8 

 港股市场中国股票 ETF：规模约 2,400 亿人民币，金融

占比最大，受资金流动影响最大 

 

港股市场交易的中国股票（包含 A 股、港股以及跨市场）ETF 在剔除杠杆、

反向等通过衍生品合成的 ETF 约有 130 只，总资产管理规模约 2,939 亿港币

（折合约 2,442 亿人民币）。 

 

港股市场的 ETF 投资人缺乏进一步披露，但通过港交所中央结算系统披露

的券商持仓记录，可以发现多数 ETF 都由香港银行系所持有，背后的主要投

资人应该为香港的个人投资者。以资产管理规模超过 960 亿港币的盈富基

金（2800.HK）为例，其绝大部分持仓由银行系券商所持有，其中汇丰银行、

花旗银行、中国银行（香港）合计持有过半的股份。  

 

7 月 29 日，盈富基金发布公告，正式更改章程，列明“美国人士”不得购

买任何基金单位，不论是否依赖于相关美国证券法或其他法律的任何豁免。

缺乏进一步的最终持有人数据以衡量其具体影响，但考虑到美资券商在盈

富基金的相对有限占比，我们预计，最终的影响可能也相对有限。 

 

图表 5:盈富基金（2800.HK）主要券商的持仓情况 
 

券商 持仓占比 

汇丰银行 32.66% 

花旗银行 13.12% 

中国银行（香港） 6.43% 

恒生银行 3.97% 

银联信托 3.74% 

BNP 证券 3.02% 

渣打银行 2.82% 

JP Morgan 1.8% 

恒生证券 1.71% 

招商永隆银行 1.31% 

UBS 证券 1.26% 

东亚证券 1.09% 

中银国际证券 1.01% 

星展银行 0.89% 
 

注：计算基于 2021 年 7 月 29 日数据。 

资料来源：Bloomberg、浦银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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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这 2,939 亿港币的 130 只 ETF 作为整体，穿透计算其持仓如下。如我

们先前所分析，ETF 整体的板块配置绝对比重可以反映资金流入/出的绝对

额高低，但相比于 MSCI 中国指数的超低配情况可以更好地反映资金流对板

块的影响，超（欠）配的板块对于资金流入/出的敏感度会更高（低）。 

 

 

 

  

图表 6: 港股市场上市的中国 ETF 整体的板块配置 
 

 
注：计算基于 2021 年 7 月 29 日数据。 

资料来源：Bloomberg、浦银国际 

图表 7: 港股市场上市的中国 ETF 整体相比 MSCI 中国指数的超低配 
  

注：计算基于 2021 年 7 月 29 日数据。 

资料来源：Bloomberg、浦银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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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港股上市的中国股票 ETF： 

 持仓占比最高为金融，其次为 IT，相比 MSCI 中国指数，超配幅度最大

也分别为这两个板块。这意味着 ETF 整体的资金流入/出不但会带来金

融、IT 板块资金流动绝对额最大，由于其超配幅度最大，这意味着 ETF

资金流动的影响对金融、IT 板块的影响高于市场平均水平。 

 可选消费、通信服务低配幅度最大。这意味着，ETF 整体的资金流入/出

对可选消费、通信服务板块股票的资金流入/出绝对金额可能较大，但由

于资金流入的比率小于其市值所占的比重（MSCI 中国指数所反映的权

重），资金流动对这两个板块的影响很可能弱于市场整体的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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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股市场中国股票 ETF：规模约 6,800 亿元，IT 占比最

高且受资金流影响最大，可选消费受资金流影响最小 

A 股市场交易的中国股票（包含 A 股、港股以及跨市场）在剔除了数据不完

整的 ETF 后，股票型 ETF 共有 280 只，总资产管理规模约 6,866 亿人民币。

A 股市场的 ETF 整体来说，平均规模不大主要投资人为个人投资者。 

我们将这 6,866 亿人民币的 280 只 ETF 作为整体，穿透计算其持仓如下，如

我们先前所分析，ETF 整体的板块配置绝对比重可以反映资金流入/出的绝

对额高低，但相比于 MSCI 中国指数的超低配情况可以更好地反映资金流对

板块的影响，超（欠）配的板块对于资金流入/出的敏感度会更高（低）。 

 

 

图表 8: A 股市场上市的中国 ETF 整体的板块配置 
 

 
注：计算基于 2021 年 7 月 29 日数据。 

资料来源：Bloomberg、浦银国际 

图表 9: A 股市场上市的中国 ETF 整体相比 MSCI 中国指数的超低配 
  

注：计算基于 2021 年 7 月 29 日数据。 

资料来源：Bloomberg、浦银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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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A 股上市的中国股票 ETF： 

 持仓占比最高为 IT，其次为金融，相比 MSCI 中国指数，超配幅度也最

大。这意味着 ETF 整体的资金流入/出不但会带来 IT、金融板块资金流动

绝对额最大，由于其超配幅度最大，这意味着 ETF 资金流动的影响对 IT、

金融、板块的影响高于市场平均水平。 

 可选消费、通信服务的绝对占比不大，而且低配幅度最大。这意味着，

ETF 整体的资金流入/出对可选消费、通信服务板块股票的资金流入/出

绝对金额有限，但由于资金流入的比率小于其市值占比，资金流动对这

两个板块的影响很可能也弱于市场整体的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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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总后的中国股票 ETF：海外市场“新经济”占比最

高，通信服务、可选消费低配受资金影响小，金融、

IT 超配受资金影响大 

 

我们总共分析了 A 股、港股、英股、美股上市的 497 只中国股票 ETF，总规

模高达 12,315 亿元人民币，其中 A 股市场从资产规模、数量来看都占比过

半，其次为港股市场占比约四分之一，剩余约两成为英美市场。 

 

 

我们测算并研究了各市场的中国股票 ETF 板块配置以及相比 MSCI 中国指数

的板块超低配，我们发现： 

 从“新经济”vs“旧经济”的角度来看，英美市场的“新经济”占比最高

（近七成），其次为港股市场，而 A 股市场则最低。 

 而就 ETF 持有者而言，英美市场中外资的占比应最高，A 股最低，因此

一旦外资通过 ETF 流出或流入，对“新经济”板块的影响相应最大，这

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去理解外资流入流出对板块影响。 

 英美市场、港股上市的中国 ETF 在可选消费、通信服务板块的配比较高，

尤其是英美市场的可选消费板块的配比最高，ETF 流入/出，这两个板块

的资金的流动金额绝对体量都较大，但如果结合市值指数的权重来看，

这两个板块不论在哪那个市场都低配，由于资金流入的比率小于其市值

占比，资金流动对这两个板块的影响很可能也弱于市场整体的平均水平。 

 金融板块在英美市场、港股、A 股占比都较高，且都较 MSCI 中国指数超

配，资金流动对金融板块的影响很可能高于市场整体的平均水平，尤其

是在港股市场，超配幅度更高。这意味着外资如果通过 ETF 流入或流出，

在港股市场对于金融板块的影响会较其他市场更大。 

图表 10: 中国股票 ETF 总规模占比 
 

 图表 11: 中国股票 ETF 数量占比 
 

   

资料来源：Bloomberg、浦银国际  资料来源： Bloomberg、浦银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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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板块在英美市场、港股、A 股的占比都较为明显，都较 MSCI 中国超

配，资金流动对 IT 板块的影响很可能高于市场整体的平均水平，尤其是

在 A 股市场，其 IT 板块占比高达 25%，显示了 A 股市场投资人对于 IT

板块非常强烈的投资兴趣与配置意愿。 

 能源、公用事业板块不论是在哪个市场的 ETF 中，占比都非常小，影响

有限。 

 另外，相比港股及英美市场的中国股票 ETF，A 股上市的 ETF 工业和原

材料这两个强周期的板块占比明显更高，这表示 A 股上市的 ETF 整体而

言周期波动会更明显。 

 

 

图表 12: 英美市场、港股市场和 A 股市场上市的中国股票 ETF 的板块配置 
 

 
注：计算基于 2021 年 7 月 29 日数据。 

资料来源：Bloomberg、浦银国际 

图表 13: 中国 ETF 整体相比 MSCI 中国指数的超低配 
 

 
注：计算基于 2021 年 7 月 29 日数据。 

资料来源：Bloomberg、浦银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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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本报告是市场上首份以统一的 GICS 板块分类，测算横跨美股、英股、港股、

A 股市场的万亿资金规模的中国股票 ETF 的研究报告，我们总共分析了 A

股、港股、英股、美股上市的 497 支 ETF，总规模高达 12,315 亿元人民币，

通过一窥这万亿规模的资金配置，进而挖掘潜在的投资策略。 

 

英美市场的“新经济”占比最高（近七成），其次为港股市场，而 A 股市场

则最低。而就 ETF 持有者而言，英美市场中外资的占比应最高，A 股最低，

因此一旦外资通过 ETF 流出或流入，对“新经济”板块的影响相应最大。 

 

英美市场、港股上市的中国 ETF 在可选消费、通信服务板块的配比较高，尤

其是英美市场的可选消费板块的配比最高，ETF 流入/出，这两个板块的资金

的流动金额绝对体量都较大，但如果结合市值指数的权重来看，这两个板块

不论在那个市场都低配，由于资金流入的比率小于其市值占比，资金流动对

这两个板块的影响很可能也弱于市场整体的平均水平。 

 

金融与 IT 板块，不论在哪个市场都超配明显。这意味着 ETF 整体的资金流

入/出不但会带来 IT、金融板块资金流动绝对额最大，由于其超配幅度最大，

这意味着 ETF 资金流动的影响对 IT、金融、板块的影响高于市场平均水平。 

 

  

图表 14: 中国 ETF 各市场的新旧经济占比 
 

 
注：“新经济”包括通信服务、可选消费、必选消费、医疗、IT，“旧经济”包括能源、金融、工业、原材料、地产、公用事业板块。计算基于 2021 年 7 月 29 日数据。 

资料来源：Bloomberg、浦银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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