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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完全统计，9月 15日以来，
已至少有6家国有大行、9家股份制银
行下调存款利率。

记者日前从多家银行网点调研了解

到，存款利率下调后，普通投资者对大额
存单的青睐程度有增无减，对银保产品的
关注度也有所升温。多家银行理财经理表
示，目前大额存单额度较为紧张。

大额存单仍是“心头好”
银保产品关注度升温

22日，药明康德股价收
报 70.15 元/股，盘中最低下
探至69.72元/股，创2021年
9月22日以来新低。

作为CXO板块的头部企
业，2018年A股上市后，药
明康德的股价一路攀升至
2021年 7月的最高点171.64
元。不过，受外围利空等消息
影响，药明康德股价在之后震
荡下跌。年内，药明康德的市
值已蒸发了千亿元。

葛兰刘彦春“踩雷”
不到三个月均浮亏超十亿

药明康德主营业务涵盖
CRO、化学药物CDMO等领
域，一直是机构扎堆重仓股。
Wind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年
中，共有128家基金公司持有
该个股，持股总量达6.71亿
股。若以2022年6月30日收
盘价103.99元至9月22日收
盘价70.15元区间计算，相关
机构投资者合计浮亏超200亿
元。

在持有该股的基金公司
中，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欧基金”）持有药明
康德的数量最多，超过8000万

股；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景顺长城基金”）
与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汇添富基金”）持
有数量均超过6000万股；另
外，还有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工银瑞信基
金”）、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等12家基金公司持有
1000万股以上。

相 较 于 2021 年 年 中 ，
2022年年中基金公司持有药
明康德的数量增加了5361.22
万股，其中，中欧基金增持
3243.43万股，景顺长城基金、
工银瑞信基金、富国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广发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均增持1000万股以上。不
过，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均减持了超2000万股。

从单只基金层面来看，持有
药明康德数量超千万的基金产
品有11只，其中，持股数量最多
的依然是葛兰管理的中欧医疗
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
简称“中欧医疗健康”）。相比
2021年年中，该基金2022年上
半 年 累 计 增 持 药 明 康 德
2934.59万股至6122.79万股。

截至2022年年中，中欧
医疗健康的管理规模高达

710.81亿元，是“公募一姐”葛兰
管理规模最大的基金，而药明康
德正是这只基金仅次于爱尔眼科
的第二大重仓股，持仓市值达到
63.67亿元，药明康德占基金净值
达8.96%，中欧医疗健康也直接
成为药明康德的第八大股东。

不过，若以2022年6月30
日收盘价103.99元至9月22日
收盘价70.15元区间计算，葛兰
独立或与他人共同管理的中欧医
疗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中
欧医疗创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中欧阿尔法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中欧研究精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中欧明睿新起点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5只产品合计持
股达7800.74万股，区间亏损超
25亿元。

上半年排名第二的重仓基金
产品是刘彦春管理的景顺长城新
兴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
下简称“景顺长城新兴成长”）。
刘彦春管理的总共6只基金产品
合计持有药明康德 5207.55 万
股，若以上述区间计算，刘彦春
管理的6只产品浮亏16.71亿元。

实控人大幅减持
公司不缺钱却多次融资

今年以来，药明康德因为实
控人大幅度减持而被推上舆论的
风口浪尖。

今年8月，药明康德披露，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东及与
实际控制人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的
股东 （以下简称“减持股东”）
减持进展。当日减持期已经过
半，截至当日减持股东通过集中
竞价方式累计减持2320.88万股
公司 A 股股份，占公司截至
2022 年 8 月 16 日 总 股 本 的
0.78%，减持总金额为22.05亿
元。减持股东尚未通过大宗交易
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但在实控人大笔减持的同
时，药明康德也多次在市场进行
融资。Wind数据显示，截至目
前，上市以来药明康德A股合
计募资125.29亿元；药明康德
H股2018年上市首发募资72.88
亿元，2020 年通过配售募资
73.70 亿港元 （折合人民币约
66.17 亿元）。上述融资总额
264.34亿元。

近日，药明康德又在筹划H
股增发事宜。8月22日，药明
康德公告，增发境外上市外资股
（H 股） 已获得中国证监会批
复，拟发行不超过7843.43万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每股面值人民
币1元，全部为普通股。

但是药明康德真的缺钱吗？
今年3月与8月，药明康德A股
曾两次公告，不管是2020年非公
开募资，还是A股首发募资，均
有部分募投项目资金出现结余。

今年 8 月，药明康德公告
称，截至 2022 年 7 月 22 日，
2020年A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无锡合全药业新
药制剂开发服务及制剂生产一
期项目”“合全药业全球研发中
心及配套项目”“合全药物研发
小分子创新药生产工艺平台技
术能力升级项目”及“上海药
明药物研发平台技术能力升级
项目”的募集资金合计结余金
额4.94亿元。

药明康德表示，拟将上述节
余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在建募投项
目“常州合全新药生产和研发一
体化项目”。

今年 3 月，药明康德公告
称，截至2021年12月31日，A
股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天津化学研发实验室扩建升
级项目”和2020年A股非公开
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常州合
全新药生产和研发中心项目”建
设已完成，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节余募集资金3.10亿元将用
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综合）

药明康德股价创近一年新低
基金浮亏超200亿元 实控人大笔减持

本报讯（融媒记者徐驰）浦
发银行还款好礼来了。

即日起至10月31日，通过
微信“我—服务—信用卡还款”

入口，使用浦发银行借记卡进行
信用卡还款，单笔满2000元随
机立减3元至99元。同一用户
每月限参与1次。

浦发卡还款有礼
满2000元随机立减

本报讯 （融媒记者徐驰）
9月至12月期间，浦发银行为
客户送上观影和购物福利。

活动期间的每周五，登录浦
发银行APP—生活频道—看电
影 0 元起，购票最高优惠 80
元，商城券叠加支付立减优惠，

看电影最高可享受免单。
活动期间，登录浦发银行

APP—生活频道—惠买单，商
超买单笔笔有优惠，单笔 8.8
折起，每月首单更可享受满
20 元 减 10 元 （每 月 限 1 万
份）。

浦发客户观影购物享福利

本报讯（融媒记者徐驰）即
日起至9月30日，浦发银行借
记卡用户在抖音、抖音火山版、
抖音极速版、抖音盒子APP首
次绑定并使用抖音支付（合众易

宝）通过浦发银行借记卡付款，
可享受立减6元优惠。

活动期间，每个用户最多仅
限享受一次优惠，先到先得，优
惠名额用完即止。

抖音支付首绑浦发卡付款立减

9月21日，明星基金经理
蔡嵩松的一则失联传闻扰动了
A股半导体板块。诺安成长前
十大重仓股均收跌，中微公司
跌幅达 5.24%，北方华创跌
4.23%，近日被蔡嵩松“举牌”
的卓胜微跌4.05%。业内人士
认为，赛道型明星基金经理一
旦发生重大变动，极易引起市
场的连带效应。如何避免过于
对单一基金经理的依赖，成为
基金公司亟待思考的问题。

“押注式”重仓有风险

诺安基金回复称，公司基
金经理蔡嵩松目前在休假中，
其管理的相关产品运作一切正
常。

截至二季度末，诺安成长
前十大重仓股为：韦尔股份、
卓胜微、北方华创、兆易创
新、中微公司、圣邦股份、三
安光电、北京君正、沪硅产
业-U、中芯国际。9月21日
收盘，上述十只个股均收跌。

“在当前比较震荡的市场
行情下，部分股票的流动性不
足，一旦这些赛道型基金经理
发生重大变动，基金产生大额
赎回，被迫卖出持有的股票，
可能会出现市场连带效应。”
某基金人士表示。

业内人士认为，作为“押

注”赛道型明星基金经理的重
仓股，过于集中的持有可能存
在流动性风险以及基金经理职
业变动风险，是相关个股不容
忽视的问题。

此前，卓胜微9月 14日
公告，蔡嵩松管理的诺安成长
于9月 8日增持卓胜微51.95
万股，使得该基金产品持有卓
胜微股票占总股本比例突破

“举牌线”，达到5.0065%。
某 FOF 基金经理表示，

主动型基金不同于指数型基
金，一旦变更基金经理，持仓
势必出现变化，投资思路也会
出现变化。尤其对于赛道型基
金，即使不调仓，基民也有可
能会赎回。此外，规模较大的
基金集中持有某个细分赛道，
当板块景气度不足或出现其他
利空因素，基金或面临着较大
的流动性风险。

违背分散化投资原则

Wind 数据显示，截至
2022年二季度末，诺安基金
共有主动权益型基金产品（股
票型、混合型基金） 42只，
规模合计482.54亿元。蔡嵩
松在管基金有4只，规模达
305.54 亿元，在诺安基金主
动权益型基金总规模中的占比
达63.32%。

截至9月 21日，蔡嵩松
在管基金规模达到306.16亿
元。规模小幅增长主要是由于
蔡嵩松在三季度接管了两只迷
你基金，分别是7月接管的诺
安优化、8月接管的诺安积极
回报，基金规模分别为0.01
亿元和0.62亿元。

某基金从业人员表示，若
基金公司过于依赖某赛道型基
金经理的规模增长，当该赛道
回调时，基金公司的规模或面
临被反噬的局面。

Wind数据显示，自2021
年 7 月末至 2022 年 4 月底，
诺 安 成 长 的 回 撤 幅 度 达
50.72%。截至9月20日，蔡
嵩松管理的另外一只基金，诺
安创新驱动今年以来的净值回
撤幅度达41.91%，在全市场
主动权益型基金业绩排行榜中
处于靠后位置。

上海证券基金评价研究中
心业务负责人刘亦千认为，基
金公司过于押注某赛道型基金
经理，违背了基金的分散化投
资原则。这种极致的投资风格
虽然迎合了市场上短期交易性
投资者和精准投资者的投资需
求，但这种对短期交易性投资
者的迎合不利于投资者获得市
场长期合理回报，也不利于行
业长期投资文化形成，更不符
合行业长期价值投资的价值导
向。 （综合）

过度依赖明星基金经理存隐忧

农行某支行客户经理刘先生表示，
若客户对资金流动性要求不高，他更推
荐客户购买银保产品，其中终身寿险产
品可重点关注。“在不提前支取的情况
下，终身寿险可按照合同约定的年化利
率3.5%左右终身复利计息，可锁定长期
收益，一般20多年后可实现本金翻倍。”

刘先生表示，在近期多家银行已下
调存款利率的背景下，预计未来利率下
降的趋势将持续。在此大背景下，银保
产品可以约定利率计息，总体上可实现
安全性和收益性的平衡。至于具体选择
哪一款银保产品，这与客户自身年龄和

对资金灵活性要求等有关。
工行某支行客户经理李先生也向记者

推荐了一款银保产品。据李先生介绍，该
产品为终身寿险产品，风险等级低，免责
条款少，且最高可支持75岁投保，很受客
户欢迎。

整体来看，各家银行推荐的银保产品
以增额终身寿险产品为主，此类产品在保
费恒定的情况下，保额和现金价值会随着
时间不断增加，直至终身。对此，刘先生
建议，虽然增额终身寿险支取灵活，但建
议持有时间尽量长，否则有可能出现现金
价值不及缴费金额的情况。

终身寿险受青睐

尽管多家银行近期下调存款及
大额存单利率，但普通投资者对其
热情不减。记者随机调研多家银行
分支机构后发现，不少网点的大额
存单额度告急，部分银行出现售罄
现象。

“大额存单很难抢。”某国有大
行支行工作人员表示，这主要是由
于大额存单相较于一般定期存款利
率更高，安全性强，客户更为安
心。

记者调研了解到，部分银行分
支机构大额存单已售罄。“我们网
点3年期的大额存单已经‘售罄’
半个多月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
额度。”某股份行支行工作人员表
示。

“30万元起购的大额存单已售
罄，仅剩 20 万元起购的大额存

单，1年期、2年期、3年期年化
利 率 分 别 为 2.2% 、 2.7% 和
2.9%。”某银行支行理财经理表
示，若客户有中长期闲置资金，不
妨将大额存单作为其中一种资金配
置选择，锁定中长期利率。

展望后续，业内人士认为，
我国市场无风险利率下行或是长
期趋势，建议投资者适当调整资
产配置结构，向权益资产适度转
移。日前，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
场司发文称，截至 2022 年 8 月
末，企业贷款平均利率 4.05%，
为有统计以来最低值。建立存款
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引导长期
存款利率下行，稳定银行负债成
本，将为让利企业提供坚实基
础。

（综合）

大额存单额度紧张

本报讯（融媒记者徐驰）即
日起至9月30日，首次通过京
东支付绑定浦发银行借记卡的用
户，在京东商城平台购买实物类
部分商品，选择京东支付并使用

浦发银行借记卡完成在线支付
（不支持代付类型），即有机会享
受单笔订单商品应付金额立减6
元至16元优惠。

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京东支付
首绑浦发卡支付立减

本报讯 （融媒记者徐驰）
随着油价的不断上行，新能源
车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不
少人将爱车换成新能源车。那
么，换车后，ETC该怎么处理
呢？记者采访了建行苏州长三
角一体化示范区分行的有关负
责人。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ETC
与车辆牌照信息关联，实行“一
车一卡一标签”，其相当于车辆
身份证。自行拆除ETC安装到
新车，ETC是无法使用的，另
外，旧的ETC放置不管也是不
对的。那么，换新车时要区分情
况进行处理。

第一种情况是换车不换牌。

如已经换了新车，但车牌号没有
变化，请您携带旧车上的ETC
设备、身份证、新车行驶证原
件，前往当时办理ETC的建行
网点办理变更手续，重新激活恢
复使用即可。

第二种情况是换车又换牌。
如换了新车，同时换了新的车牌
号，除携带以上物品外，还需携
带ETC预留的银行卡前往当时
办理 ETC 的建行网点办理注
销，注销后重新办理新的ETC
设备。

该负责人还特别提醒，若您
将爱车转卖他人时，一定要记得
拆除ETC设备，以免给自己造
成损失。

换新车后
以前的ETC该怎么办？

本报讯（融媒记者徐驰）即
日起至10月31日，农行军人保
障卡（卡号以620059和621619
开头）云闪付绑卡客户，可享受
随机立减，最高可减20元。

活动期间，农行军人保障卡
持卡人在云闪付APP内绑定军

人保障卡银行账户，在可受理银
联二维码被扫的商户进行支付
时，使用云闪付APP，选择已
绑卡为扣款卡，订单超过5元即
可享受最高20元的随机立减优
惠，优惠金额不超过订单金额。
单用户累计限参与一次活动。

农行联手银联送福利

军保卡消费随机立减最高2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