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获配科

创板新股金

额占净值比

前十的基金

（ 数 据 来 源 ：

Wind

截止日期：

2019

年

8

月

12

日）

业绩比较基准增长率（

%

）

[起始交易日期]�2019-07-22

[截止交易日期]�2019-08-12

-1.55�

-3.23�

-1.41�

-1.22�

-1.59�

-1.41�

-1.54�

-1.37�

-1.22�

-4.46

基金代码

000398.OF

005343.OF

400032.OF

002730.OF

000496.OF

002174.OF

002358.OF

002453.OF

005179.OF

005569.OF

基金名称

华富灵活配置

长安裕盛A

东方主题精选

华富华鑫A

长安产业精选A

东方互联网嘉

国投瑞银瑞祥

九泰久稳A

信达澳银新起点A

中融智选红利A

获配新股个数

27

25

26

27

25

26

20

25

25

27

最新基金规模（亿元）

1.14�

1.03�

1.02�

1.08�

1.14�

1.08�

1.01�

1.26�

1.38�

1.31�

占净值比

(%)

9.21

8.88

8.72

8.32

8.18

8.12

8.11

8.11

8.07

7.90

复权单位净值增长率（

%

）

[起始交易日期]�2019-07-22

[截止交易日期]�2019-08-12

7.32�

5.04�

5.67�

2.59�

6.27�

5.66�

4.96�

9.02�

6.69�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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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板新股发行常态化

打新基金收益有限但仍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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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梁诗柳

科创板交易已经进入第四周，

个股从密集发行转为陆续上市，已

上市个股的走势也从连续暴涨回

到涨跌互现。 在此情况下，部分顶

着光环的科创基金也陷入低迷。 同

花顺数据显示，截至 8 月 12 日，已

成立的 18 只科创基金中， 共有 4

只基金净值已跌破 1 元。 不过，尽

管近期净值略有回调， 但其余 14

只基金自成立以来都获得了不同

程度的涨幅。 与此同时，打新基金

的业绩也没有再度出现“一天收益

相当一个涨停”的情况。 业内人士

认为，打新基金风险较低，对流动

性有要求而又想继续参与科创板

投资的投资者，不妨找规模较小的

打新基金投资，以此增厚收益。

打新基金短期套利变难

首批新股上市时，部分科创板

打新基金的收益给了很多投资者

惊喜， 如金信智能 2015 在 7 月 22

日当天的收益超 9%。 东北证券总

监付立春表示，目前科创板市盈率

相比 A 股还是比较高的，但是科创

板个股市值不能单用市盈率去看。

由于科创板新股上市从首批批量

上市， 到目前的常态化陆续上市，

打新基金收益会逐渐下行，但按照

近期科创板新股上市情况看，打新

基金的收益还不错。

沪上一大型公募基金基金经

理也向记者表示，其旗下的打新基

金一般在新股上市后第一、第二天

就卖出落袋。 因为年化收益在 10%

以上，还是获得了认可。“打新基金

有风险低的特点，投资者最好选择

1.3 亿~1.5 亿的产品， 以免摊薄收

益”，该基金经理表示。

目前， 科创板已有 28 只个股

上市。 Wind 数据显示，过去一个半

月， 共有 1790 只基金中签科创板

新股。 其中，获配金额占净值比最

高的是华富灵活配置，该基金共中

签 27 只新股，获配金额为 1047.16

万元，占净值比为 9.21%。 Wind 数

据显示，华富灵活配置 7 月 22 日~

8 月 12 日， 业绩比较基准增长率

为-1.55%，但同期华富灵活配置净

值增长为 7.32%。

除了关注获配科创板金额及

基金规模外，业内人士也建议关注

基金底仓配置的行业。“事实上一

些基金原本不是采用打新策略，只

是刚好规模小又中签了多只科创

板新股，因此收益令人惊喜。 但需

要注意的是投资者还是要关注基

金重仓股。 一些基金原本中签了多

只个股，但是因为底仓近期下跌较

快，因此消耗了不少科创板打新带

来的收益。 ”上述基金经理表示。

近八成科创基金成立收益为正

科创板首批 25 只个股上市以

来表现由集体亮眼到出现分化。 受

此影响， 同样在投资者期待中成

立的科创基金经过短暂的兴奋

后，如今也回归平淡。 同花顺数

据显示， 目前已经成立的 18 只

科创基金，14 只基金成立以来收

益录得正值，占比近八成。其中，

富国科技创新混合成立以来已

经累积了 5.42%的收益， 截至 8

月 12 日的净值为 1.0542 元； 排名

第二的工银瑞信科技创新 3 年封

闭混合，成立以来收益也有 4.58%；

此外，富国科创主题 3 年封闭运作

混合、南方科技创新混合 A、华夏

科技创新混合 A、 博时科创主题 3

年封闭运作混合等基金成立以来

的收益也超过 3%。

相反，4 只科创基金最新净值

甚至已经跌破 1 元。具体来看，这 4

只基金分别是大成、银华、中金、财

通旗下产品。 截至 8 月 12 日，净值

最低的是大成科创主题 3 年封闭

运作混合，为 0.9880 元。按此计算，

该基金自成立以来亏损了 1.2%。

梳理发现，参与科创板打新是

基金增厚收益的利器。 以成立以来

回报居前的富国科技创新混合为

例，该基金共获配微芯生物、晶晨

股份等 18 只已上市科创板新股，

合计获配金额为 775.99 万元，占基

金净值比为 0.74%。此外，富国科创

主题 3 年封闭运作混合、工银瑞信

科技创新 3 年封闭混合也分别获

配 700 万以上的新股。 而成立以来

收益为负的基金中，均未获配首批

25 只科创板股票。

但并非所有科创基金业绩都

靠打新收益，部分获配比例较低的

科创基金成立以来回报也相当不

错。 如南方科技创新混合 A 今年 5

月 6 日成立以来，回报为 3.55%。但

Wind 数据显示，该基金直到本月 2

号才中签微芯生物，科创板获配金

额占净值比仅为 0.01%。

不过，对于封闭式运作的科创

基金， 格上财富研究员张婷提醒：

封闭式运作的科创板基金，虽然可

以参与战略配售，但有一年的锁定

期， 这也会加大投资者的风险，有

可能上市一年之后，发现股票跌倒

发行价之下。

基金经理看法

科创板股票估值

会回归到合理范畴

对于近期科创板新股表现分化， 打新之后如

何参与科创板投资，记者采访了博时科创主题

3

年封

闭运作及万家科创主题

3

年

A

的相关负责人。

博时科创主题基金经理肖瑞瑾表示， 对于

后期二级市场策略， 首先会从产业思路进行选

股，把握新兴行业趋势，分享企业成长红利。 从

需求和供给两端把握技术变革对于新兴行业发

展方向的深远影响，如

5G

、新能源等 ；其次会从

国际化的视野进行定价。 科技投资未来是全球

化的投资，海外科技公司的定价体系完善，提供了

宝贵的对标参考系。 估值泡沫和估值洼地是二级

市场的特点，做好估值区间分析，寻找市场定价

阶段性错误，这是产品超额收益的重要来源。

博时科创主题

3

年封闭混合基金将持续跟

踪中国科技创新政策和产业路径， 结合科创主

题产业分析比较、上市公司战略规划及国际竞争

力分析等方法， 从产业竞争和上下游多角度挖掘科

创范畴的投资主题及相关股票， 采用定性和定量相

结合的方法，精选具有估值优势的个股。

万家基金相关负责人表示，万家科创主题

3

年

A

过去共打中

18

只新股。 目前认为相关企业股

票估值处于高位，从风险收益比的角度来评判，

认为即使是质地良好的企业， 过高价格买入相

应的也需要承担更大的下行风险压力， 尤其是

科创板有着完善的做空机制。 同时目前受国内

外市场整体影响，情绪和风险偏好并不稳定，所

以会耐心等待合理的价格。

从中长期来看， 股票估值主要反映了市场

对企业未来盈利增长的预期，与所处是创业板、

科创板还是中小板有一定关系，但影响有限。 同

时科创板放开了融券机制，从这点来说，假设科

创板公司出现较为明显的估值泡沫， 会不断有

市场之手来主动调节，这点和主板截然不同。 因

此他认为，从中长期维度来看，科创板股票估值

一定会回归到合理范畴， 未来股价更多需要依

靠真实盈利的驱动。

知多点：

格上财富研究员张婷表示， 通过基金净值

的走势可以看出来，一般而言，科创板基金的净

值走势和打新之前的波动率类似或者没有出现

相比指数或者同类基金的异常反映， 则大概率

可以判断已经卖出了科创板个股。 从目前科创

板的打新情况来看， 多数机构选择在上市首日

卖出，落袋为安。

如何判断打新基金已经卖出股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