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汇添富汇鑫浮动净值型货币市场基金

●鹏华浮动净值型发起式货币市场基金

●华宝浮动净值型发起式货币市场基金

●中银瑞福浮动净值型发起式货币市场基金

●嘉实融享浮动净值型发起式货币市场基金

●华安现金润利浮动净值型发起式货币市场基金

首批获批的浮动净值型货基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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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创新型基金产品将面世

首批浮动净值型货基拿到“准生证”

时时财经

Real_time finance&economics

14

A

发

财

狮

子

2019.7.13��星期六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诗柳）

又一创

新型基金产品将面世。 据昨日中证网消

息，汇添富、鹏华、嘉实、华安、中银、华宝

等基金公司旗下的浮动净值货币型基金

获批，拿到“准生证”，即将与投资者见

面。

公开资料显示， 首批获批的产品分

别是汇添富汇鑫浮动净值型货币市场基

金、 鹏华浮动净值型发起式货币市场基

金、 华宝浮动净值型发起式货币市场基

金、 中银瑞福浮动净值型发起式货币市

场基金、 嘉实融享浮动净值型发起式货

币市场基金、 华安现金润利浮动净值型

发起式货币市场基金。

浮动净值型货基之所以引起关注，

是因为此前曾多次传出面世的消息。 早

在 2018 年 5 月，基金业人士与监管层就

多次召开关于市值法货基

（现统一规范

为浮动净值型）

的研讨会，讨论市值法货

基的运作指引。再继续追溯，浮动净值型

货基的横空出世则是因为摊余成本法货

币基金此前规模大不断膨胀， 加之暗含

的类保本机制及曾经出现的流动性危

机， 让监管层对摊余成本法货币基金的

监管日益趋严。 不仅存量货基单日提取

的笔数和最大金额不断加以限制， 新上

报的摊余成本法货基也久未获得批文。

根据中国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数据，

存量货币市场基金 2019 年上半年资产

净值减少， 资产净值从 2018 年底的

75888.86 亿元减少到 72327.24 亿元，减

少了 3561.62 亿元，增长率是-4.69%。 而

在 2018 年 9 月 30 日， 货币市场基金达

到历史最高点 82447.25 亿元，到目前为

止已经减少了 10120.01 亿元。换句话说，

从货币市场基金规模拐点以来的 9 个月

时间，已经减少了 1 万亿元规模。

存量货币基金规模不断缩减， 促使

各大基金公司争相布局浮动净值型货

基，期望以此作为突破口。 据了解，货币

基金根据会计核算方式的不同， 可以分

为固定净值和浮动净值两种类型。 固定

净值型允许货币基金使用摊余成本法

（和取整法）

保持面值稳定，浮动净值型

则要求货币基金份额的定价、申

购、赎回均以基金资产的市场价值

（或管理人确定的公允价值）

为基

础，净值会产生波动。

Wind 数据显示， 自 2018 年 1

月底易方达基金首次申报市值法货基以

来， 截至目前， 市值法货基申报数量为

13 只，浮动净值货币型基金申报数量为

29 只，而市值法货基是浮动净值型货币

基金更名前的名称， 合计两类基金上报

数量为 41 只，为 40 多家基金公司发出。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诗柳）

随着

披露中报业绩预告公司的增加， 中报行

情逐步拉开帷幕。 据同花顺数据显示，

目前两市已有 1264 家公司发出了中报

预告， 预喜率为 56.64%。 其中， 部分业

绩预喜股不仅股价不断攀升， 同时也吸

引了北上资金的青睐。 Wind 数据显示，

业绩预喜的 716 只个股中， 138 只股获

沪深股通持股数量较去年末增加。

部分预喜股大幅攀升

同花顺数据显示， 截至 7 月 12 日，

两市共有 1264 家公司发出了中报预告，

略增、 扭亏、 续盈、 预增的公司共有

716 家， 预喜率为 56.64%。 两市预计净

利润增速最快的是中信国安， 昨日发布

中报业绩预告显示， 预计上半年归母净

利润为 1.1 亿元~1.4 亿元， 同比增长

29277.72%~37235.28%。 不过， 这一净

利润增幅主要源于非经常性损益。

中信国安表示， 公司在报告期出售

了江苏有线的部分股权， 公司之子公司

转让了天津国安盟固利新材料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股权， 产生投资收益。 资料显

示， 中信国安主要从事信息网络基础设

施业务中的有线电视网、 卫星通信网的

投资建设以及基于有线电视投资所积累

用户资源而开展的增值服务等创新业

务， 信息服务业中的增值电信服务、 网

络系统集成、 应用软件开发， 以及房地

产开发及物业管理等业务。

在业绩预喜消息的刺激下， 部分个

股出现大幅攀升。如强力新材昨日公告，

预计上半年净利润为7883万元至9065万

元,增幅为0~15%，增长主要系公司营业

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 带动利润增

长。另外，预计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

影响为400万~600万元。 受此消息提振，

昨日强力新材涨停。 此外，宜安科技、远

方信息、 三鑫医疗等昨日发出业绩预增

公告的个股，也大幅上涨。

预喜股获北上资金青睐

部分个股也喜获北上资金的加仓。

Wind 数据显示， 截至本周四，138 只个

股获沪深股通持股数量较去年末增加。

其中，增加最为明显的是三丰智能。去年

末， 三丰智能获得沪深股通持股数量为

0.0041 万股，而最新持股数量为 21.49 万

股，增长了 5000 多倍。 三丰智能预计上

半年归母净利润处于 1.36 亿至 1.49 亿

之间， 同比变动 228.00%至 258.00%，主

要为经营收入持续增长。久立特材、贝达

药业、赢合科技、金贵银业、东方铁塔等

中报业绩预增个股， 北上资金加仓幅度

也超过 100%。

目前，在 716 家预增公司中，沪深股

通持股数量最多的是中联重科， 为 3.39

亿股，而去年末为 9306.22 万股，增加了

264%。 中联重科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171%~212%。

消息仍是短期

“寻宝”依据

“黑周一” 变成“一周黑”，本

周两市均收出一根光头实体阴

线，沪指更是跳空下行，尽管暂时

尚能在上升趋势之中运行， 但下

周若不能收出企稳的周阳

K

线 ，

短线趋势就将变得岌岌可危。 不

过，总体而言，在科创板平稳着陆

之前， 大盘破位向下的可能性微

乎其微。

科创板开板时间越来越近 ，

市场观望情绪浓厚， 虚势迎新体

现的是市场对于科创板如何影响

主板行情的不确定情绪。 而在这

种状态下大盘正是横向震荡 ，也

显示持股心态的相对稳定。 如此，

看似需要选择方向的盘面走势 ，

基本也可以作出偏向乐观的判

断：市场现在缺乏的是催化剂，而

新板开设在即， 催化剂而且是偏

向好友的催化剂可能随时出现。

从近期市场热点板块的演

化， 也可以看出活跃因子依然不

缺。 依据消息面的“结构性行情”

仍然存在，从垃圾分类到

ETC

，从

科创板对标股到创投概念股 ，从

医疗器械板块到磷化工板块 ，都

可以从消息面上找到上涨的依

据。 当然，这种概念炒作在眼下具

有短期性，投资参与性较差，但可

以从另外一个侧面显示市场人气

并未完全涣散，只要契机出现，不

应小看行情的爆发力。

不过， 下周行情的隐忧依然

存在。 其一是科创板的

IPO

打新

狂潮过去之后， 下周主板的

IPO

接踵而来， 两市共有

6

只新股发

行， 相较于近期仍在高速度的轨

道上， 这显示主板

IPO

节奏并未

因科创板有所谦让， 之前市场因

科创板大力

IPO

已经有所谨慎 ，

乐观心态会否因此继续受压？ 其

二是， 周五市场启动金融等大盘

指标股维稳， 维稳与发动行情是

两码事，一般持续性欠奉，因此下

周行情有可能仍维持目前的现

状，在窄幅震荡中虚势迎新。

市场的机会仍在于消息面刺

激下的个股。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

面入手寻宝： 一是对标股和创投

股应该仍会有所表现， 但在战术

上应小心把握交易时点， 离开板

时间越近， 就越要随时准备落袋

为安， 这是短炒者不得不注意的

事项； 二是一些中长期的主题投

资 ，如

5G

、新能源汽车 、智能设

备，对这些板块中的个股，可用价

值投资的眼光， 对细分行业龙头

进行跟踪， 当市场处于相对弱势

时，正是逐步吸纳的时机。 王方

市场观察

两市716家公司中报预喜

其中138只股获北上资金加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