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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诗柳）

去年

以来大热的中短债基首度出现募集失

败的情况。本周四，新华基金发布了旗

下一只中短债基基金合同不能生效的

公告， 原因系未能满足基金合同规定

的基金备案的条件。事实上，自去年货

基收益下行及监管层对流动性要求，

一度作为“替代品”的中短债基的数量

和规模不断创新高， 基金公司也乘机

密集申报， 陆续推出中短债产品占领

市场。 Wind数据显示，年内已有50只

中短期债基成立(份额分开计)。 目前，

南方慧元鑫日享中短债、 万家家享中

短债等25只中短债基待审批或处于已

审批未发行状态。但数据显示，二季度

中短债基金的总体规模出现下滑。

部分中短债基规模缩水

据新华基金公告， 由于新华丰泽

中短债未能满足基金合同规定的基金

备案的条件，基金合同不能生效。基金

管理人将按照基金合同“基金合同不

能生效时募集资金的处理方式” 的相

关约定办理。而根据基金合同，要达到

基金备案条件需要满足基金募集份额

总额不少于2亿份，基金募集金额不少

于2亿元人民币且基金认购人数不少

于200人的条件。 公开资料显示，新华

丰泽中短债募集期为今年5月14日至8

月13日。

Wind数据显示，至此年内募集发

行失败的基金已达11只， 中短债基则

是首度出现募集失败。 事实上， 除了

ETF外， 中短债基也曾是投资者追捧

的对象。在去年货基收益下滑、短期理

财投资受限等背景下， 中短债基以替

代品的身份突然开始走红， 多家基金

公司密集申报和发行中短债产品。 为

此，年内中短债基的发行也相当拥挤。

据Wind统计，年内已有50只名字中包

含“中短债”的基金成立，合计发行份

额为188.32亿元。 截至昨日，仍有25只

中短债基待审批或处于已审批未发行

状态，包括招商、鹏华、南方、万家等基

金公司申报的产品。

然而， 从已成立的中短债基数据

来看， 部分产品规模已出现萎缩。 据

Wind数据， 在2019年之前成立的41只

中短债基中， 今年一季度末合计份额

为453.78亿份；而到了二季度末，算上

年内新成立的中短债基， 规模也仅有

383.39亿份。 比如鹏扬利泽A，一季度

末基金份额为89.87亿份， 而到了上半

年结束时，份额降至53.58亿份。

116只基金延长募集期

不仅是中短债基出现问题， 不少

新基金也一度延长了募集期。 Wind数

据显示，截至昨日，今年已有嘉实商业

银行精选、德邦锐泓A、国联安6个月A

等116只基金延长了募集期，其中46只

为债券型基金。

部分基金甚至二度延长募集期。 9

月3日，嘉实基金公告称，嘉实商业银

行精选在8月19日开始募集，原计划在

9月3日结束募集。 但为满足投资者的

投资需求， 决定将基金的募集时间延

长至11月18日。 而在8月29日，嘉实商

业银行精选曾发出过一次延长募集期

的公告，彼时其募集期将在8月30日结

束，但计划延长至9月3日。 此外，一小

部分基金即使延长了募集期， 最终发

行规模也在2亿元成立线附近徘徊。如

7月底成立的方正富邦信泓混合， 在4

月30号开始发行， 原计划一个月的募

集期延长到3个月， 募集金额最终为

2.11亿元。

深圳一大型基金公司市场人士向

记者表示，基金公司过往同类基金业绩

及整体管理规模是能否吸引投资者的

主要因素。考虑到去年以来市场跌宕起

伏，低风险的债券基金更受欢迎，因此

基金公司主推债券基金。但随着市场回

暖及投资者风险偏好提升，一些基金公

司便推出多只股票型ETF产品。

国金证券研报数据显示，9月共有

110只基金处于发行期或即将进入发

行期。 与8月相比，在发基金中纯债型

基金占比明显回落， 而股票指数型基

金占比上升明显，其中以“央企创新驱

动”、“大湾区”以及“科创主题”类指数

产品为主。此外，沉寂已久的货币型基

金重新出现在在发基金名单中，但4只

产品均为浮动净值型货币基金。目前，

在发基金类型仍以中长期纯债型基金

为主， 股票指数型基金的在发数量也

维持高位。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晓彤）

据同

花顺数据， 目前已有 474 家上市公司

披露了今年前三季度的业绩预告。 按

预计净利润上限来看，共有 12 家上市

公司预计净利润超 10 亿元， 其中有 3

家来自电子系统组装行业， 分别为海

康威视、大华股份和歌尔股份。就相关

指标上限来看， 这 3 家公司预计实现

净利润合计 115.3 亿元， 同比增长

21.67%。

数据显示， 大华股份预计前三季

度实现的净利润在 17.2 亿~19.55 亿元

之间，同比增长 10%~25%；歌尔股份预

计实现净利润在 8.99 亿~10.7 亿元之

间，同比增长 5%~25%；海康威视预计

实现 73.96 亿元的净利润， 同比增长

15%。 结合中期业绩数据来看，大华股

份、 歌尔股份和海康威视今年 1~6 月

分别实现了 12.39 亿、5.24 亿和 42.17

亿的净利润， 因此三者需在三季度分

别至少实现 4.81 亿、3.75 亿和 31.79

亿的净利润， 才能达到预告的最低目

标。 目前，海康威视凭借 73.96 亿的预

计净利润， 在已披露三季度业绩预告

的 474 家中暂居榜首。

对于业绩预增的原因， 除海康威

视未作出明确说明外， 其余两家均表

示业绩预增与其业务发展状况有关。

歌尔股份表示， 在智能手机市场增速

放缓的同时，以智能无线耳机、可穿戴

设备为代表的新智能硬件产品取得了

迅速的发展， 今年 1~9 月公司智能无

线耳机和智能穿戴业务发展顺利，增

加了当期利润。而大华股份表示，公司

销售规模扩大，当期营业收入增长。

此外， 目前还有一家电子系统组

装企业披露了今年三季度业绩预

告———共达电声预计， 今年三季度实

现 1100 万~1600 万元的净利润， 同比

增长 159.48%~277.43%，上半年实现净

利润 700.36 万元。 对于业绩预增的原

因，共达电声表示，一方面公司加强市

场开拓，增加了收入；另一方面，公司

管理效能提升，除新增并购费用外，管

理费用降低。

上述 4 家电子系统组装企业不仅

业绩有所增长， 其股价也均呈不断上

涨趋势。 海康威视、大华股份、歌尔股

份 和 共 达 电 声 年 内 分 别 上 涨 了

31.56%、55.32%、113.52%和 45.94%。

信息时报讯（记者 梁海祥）

普华

永道昨日发布了 2019 年上半年中国

科技、媒体及通讯行业（TMT）企业

IPO 数据：IPO 数量较 2018 年下半年

有所减少， 共计为 30 起； 融资额为

227 亿元， 较 2018 年下半年的 1681

亿元下降 86%。 普华永道中国 TMT

行业主管合伙人高建斌表示：“由于

众多 TMT 独角兽企业已于 2018 年

下半年赴香港及海外上市，导致 2019

年上半年内地 TMT 企业 IPO 融资

额大幅减少。 而在内地金融市场从严

监管的新常态下 ，2019 年上半年

TMT 行业 IPO 过会率仍比 2018 年

有较大幅度增加。 ”

分板块来看，上半年，香港及海

外市场仍为内地 TMT 企业的主要上

市选择地。 16 家内地 TMT 企业选择

在香港及海外上市，占比 54%；13%的

企业选择在主板上市；选择在深圳创

业板及中小板上市的占比各为 23%

及 10%。 就各板块融资金额而言，在

香港及海外上市的 16 家企业融资约

114 亿元，占总融资额的 51%；在深圳

创业板的融资额为 54 亿元， 占比

24%； 在主板和深圳中小板的融资额

分别为 30 亿元、28 亿元， 分别占比

13%和 12%。

分析关键财务数据可看出，上半

年，技术硬件与设备行业IPO共10起，

占比33%； 软件与服务行业IPO为20

起， 占比67%。 类属于软件与服务类

TMT企业的云集及拉卡拉，收入规模

远超同期上市的其他企业，使得软件

与服务类上市企业的平均收入较高。

另外，在中小板上市的鸿合科技的收

入规模超出同时期上市的其他公司，

使得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平均收入大

于其他板块上市公司的平均收入。

数据显示， 在 A 股上市的 TMT

企业的平均市盈率有所回升。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在 A 股上市的

TMT 企业平均市盈率为 33 倍；到今

年 6 月 30 日，这一数据为 42 倍。

展望未来，普华永道全球、中国

内地及香港 TMT 行业主管合伙人周

伟然表示：“科创板进展值得关注，首

批 25 家上市企业已正式挂牌， 发行

定价均突破了 23 倍的市盈率。 科创

板的推出和注册制的试行， 将推动

2019 年下半年 A 股 IPO 市场活跃，

并带动内地金融市场其他板块的发

展。 预计今年下半年，受贸易摩擦等

国际大环境的影响， 内地 TMT 企业

赴香港及海外上市融资的估值水平

及发行规模等将面临不明朗因素。 但

TMT 企业仍有望在下半年的上市企

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半导体、人工智

能、5G 网络以及工业 4.0 概念企业等

将继续吸引市场关注。 ”

12家公司预计前三季度盈利超10亿

中短债基金首现募集失败

年内逾百只基金延长募集期

上半年中国TMT行业

IPO融资环比降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