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邹锦强 美编：林燕芳 校对：段丁

2019.9.12��星期四

INFORMATION TIMES

B03

公司

发

财

狮

子

科技板块利好重重

8 月以来，A 股市场分化愈发明显，

上证指数一个多月来累计涨幅 2.29%，同

期申万 28 个一级行业中涨幅最高超过了

14%，但同时也有行业下跌超过 3%。 进入

9 月， 科技板块表现更加凶猛， 通信、电

子、 计算机三个相关行业领涨市场，6 个

工作日涨幅就分别达到 17.15%、14.26%和

14.06%。（数据来源：Wind/20190909）

今年以来， 科技板块不断受到政策

面的利好影响，5G 正式进入商用时代，

截至 7 月底，工业和信息化部已核发 5G

设备进网批文 7 张、 进网标志 37 万个，

多项 5G 关键技术取得突破，围绕产业链

有效配给资金链和创新链的局面初步形

成，相关投资机会被市场看好。 此外，七

月份科创板成功落地， 为该板块带来强

劲动力。

日前，工信部又相继发布《工业大数

据发展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关于

促进制造业产品和服务质量提升的实施

意见》，分别提出建成国家工业互联网大

数据中心、 使工业大数据成为支持工业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和创新引擎、加

快发展 5G 和物联网相关产业、推动信息

技术产业迈向中高端等等， 进一步为行

业带来利好。

科技主题基金精准驾驭板块行情

科技板块虽然一直以来都是许多人

的“心头好”，但是投研门槛较高，不少人

在择股方面很难深入研究，甚至闹出“张

冠李戴”的误会。 例如 6 月初受工信部

将发放 5G 商用牌照这一政策利好影

响，5G 概念连续三日逆势走红， 这让一

些莫名连续涨停的上市公司， 不得不发

布提示风险或澄清公告， 表明公司并不

涉及 5G 业务。

相比之下，通过专业的投研能力仔细

甄别优质企业的科技主题基金，则更具优

势，在市场出现结构性行情时，往往更容

易快速跟上对应板块的大幅上涨行情。

主题投资基金能使得基金管理人

能够展开深入研究， 把握单一类项目的

投资机会，精准地驾驭相应的投资主题。

在市场出现如今年下半年来这样的结构

性行情时， 主题基金往往更容易快速跟

上对应板块的大幅上涨行情。此外，当大

盘面临下行风险时， 不少主题基金因容

易呈现相对独立于市场行情的表现，还

能分散投资者的整体投资风险 。

晨星中国数据显示， 截至 9 月 6

日，国内开放式基金中科技、传媒及通讯

行业股票基金及时抓住了近期板块相关

的走高势头， 过去一周实现平均收益

7.71%，近一个月实现收益 16.94%，远超

同期大盘涨幅。

博时多只科技相关主题基金

年内收益超 70%

作为业内较早布局行业主题基金公

司的博时基金，旗下的多只科技主题基金

在今年的结构性行情中为持有人赚取超

额收益。

例如主要投资从事、布局互联网相关

产业的行业及公司的博时互联网主题混

合（001125），据银河证券统计，截至 9 月

9 日， 该基金今年以来总回报 46.90%，远

超同期同类产品 32.08% 的平均收益。 博

时产业新动力（A000936�C005878）,今年

以来也分别收获了 28.37%和 27.70%的回

报。（数据来源：银河证券 /20190909）

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的科创板浪

潮中，博时基金表现积极，在科创板开板

同日， 博时科创主题 3 年封闭混合

（501082） 获批， 并于 6 月 24 日一日售

罄，提前结束募集。 博时科创主题混合基

金经理肖瑞瑾和曾鹏分别是博时权益投

资主题组兼投研一体化小组负责人及博

时 TMT 投研小组负责人，均拥有丰富的

科技产业投研经验，主投相关产业。

据银河证券数据统计，截至 9 月 9

日，曾鹏及肖瑞瑾二人共同管理的博时特

许价值混合 A（050010）今年以来总回报

也高达 76.73%， 在同类可比的 414 只基

金中排名第 5。 肖瑞瑾所管理博时回报混

合（050022）以 82.31%的年内回报高居同

类之首。

展望行业后市：

看好中国科技龙头企业崛起

展望后市， 招商证券表示科技新周

期即将到来，处在新一轮成长的起点。从

科技产业成长周期研究角度出发， 判断

2019-2020 年是计算机行业进入下一轮

高潮的起点。但这也并不意味 2019 年计

算机板块就是大行情， 而是结构化更加

明显的机会。

一方面，具有研发能力的公司依旧保

有很强的增长潜力；另一方面，一些主营

业务扎实的小市值公司也有望借助新的

机遇加速成长。 此外， 中信证券判断，

2020-2021 年科技板块优势公司盈利和

估值均有望持续上行。中国科技市场有望

涌现一批具备核心竞争力、安全可控的龙

头企业。

博时回报混合基金经理肖瑞瑾表示，

2019 年 5G 通信基站侧投资启动，并率先

进入业绩兑现期；2020 年 5G 智能手机将

大量推出，换机需求将驱动手机销量重回

正增长；2021 年以 5G 通信为基础的云计

算、 物联网等多种应用服务将大量推出，

并诞生新的商业模式和经济增长点 ，

并且认为科创板的推出将开启新的投

资机遇，一大批具备先进科技实力的公司

将进入资本市场，并驱动市场风格开始由

价值向成长切换。 继续看好 5G 通信、消

费电子、半导体、云计算和光伏新能源行

业中具备技术和产品竞争力的龙头企业。

我们长期看好中国科技龙头企业的崛起，

对中国资本市场充满信心，并相信这将带

来可观的投资回报。 （基金投资需谨慎）

【A 股主题投资攻略】科技篇：新周期将至？ 如何抓住核心驱动力

进入三季度， 结构性行情

愈发明显， 在上证综指尚在

3000�点上下徘徊的背景下，消

费、医疗、军工、电子等行业持

续走出一波较好行情。 面对市

场分化， 专注于各类行业投资

的主题基金， 成为投资者们捕

捉市场机遇的有效工具。

信息时报讯

(

见习记者 袁婵

记者 梁诗柳

) 因大股东离婚财产分

割，公司突然没了实控人。沃尔核材

昨日公告称， 因公司第一大股东周

和平与前妻邱丽敏就离婚财产分割

事宜作出相关安排， 公司将处于无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状态。

信息时报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发

现，周和平与邱丽敏二人于 2009 年

已办理离婚登记， 离婚时未对登记

在周和平名下的沃尔核材股票进行

实际分割过户，故双方签署了《离婚

财产分割补充协议书》。根据补充协

议约定， 周和平将其直接持有的沃

尔核材股票 1.57 亿股过户至邱丽敏

名下； 将深圳市沃尔达利科技企业

持有的沃尔核材股票 2494.33 万股

过户至邱丽敏名下。 按照昨日 4.85

元的收盘价， 因该离婚案件导致财

产分割， 邱丽敏获得沃尔核材的股

权价值达 8.82 亿元。

此次财产分割， 带给上市公司

却将是无实控人状态。公告显示，权

益变动完成后， 周和平虽仍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但可实际支配的

表决权下降至 15.06%； 邱丽敏实际

可 支 配 的 表 决 权 则 将 增 加 至

14.47%，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公司

称， 前两大股东可控制的表决权相

对接近且不存在一致行动或表决权

委托的安排， 公司前五大股东中的

其他三名股东单独持股比例均低于

5%，公司股份分布变得较为分散，不

存在任一股东可以单一对公司股东

大会决议及董事会人员的选任产生

重大影响，由此，公司将处于无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状态。

记者了解到， 上市公司高管离

婚导致股权财产分割的事并不新

鲜。2017 年 2 月，梦洁股份公司实控

人、 董事长姜天武与其配偶伍静离

婚时，平均分配了自己持有的股份；

2017 年 7 月， 葵花药业董事长关彦

斌和妻子张晓兰离婚时， 女方张晓

兰将其所持股份均分割给其配偶关

彦斌；2017 年 12 月， 华昌达披露实

控人颜华离婚， 将所持 1.54 亿股股

份全部转让给配偶罗慧。 不过记者

梳理发现， 上述具体例子中离婚案

并未导致上市公司处于无实控人的

状态。 例如， 葵花药业董事长离婚

后， 公司只是由夫妻共同实控人变

成关彦斌一人作为实控人。

沃尔核材称， 公司无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后不会对公司的人员

独立、 财务独立及资产完整产生影

响，本次股份分割不违反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不会对公司

日常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 本次

股份分割完成后， 上市公司仍具有

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 具有独立经

营的能力。

知名投资人梁沛颖告诉记者，

因离婚导致上市公司出现无实控人

的状况，对公司未来的重大经营决

策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特别

是涉及公司重大事项投票表决权

方面。 银泰证券投资顾问徐春辉

在接受信息时报记者采访时则表

示， 此类离婚分割股权的事件对公

司经营影响不大， 但要考虑其分割

给前妻的股份有无抛售减持的可

能，若其集中清仓减持套现，对公司

股价来说将会是不小的压力。 根据

公告，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邱丽

敏承诺在周和平任职期间， 其分

割受让的股份每年转让的数量不

超过此部分股份总数的 25% ；此

外若周和平先生离职， 在其离职

后六个月内， 邱丽敏女士不能转

让受让的股份。

大股东向前妻支付约9亿“分手费”

沃尔核材成无实控人公司

长城动漫

持续经营能力存疑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晓彤）

针对长城动

漫的半年报，昨日早间，深交所向公司发出了

问询函。 深交所不仅要求长城动漫就相关未

决诉讼与业务对部分预付款存在的原因及合

理性进行说明， 还对长城动漫调整收购对价

会计处理的合规性提出了质疑。

据了解，8月31日， 长城动漫突然调整了

前期收购的两家全资子公司2017年度利润，

扣减两家全资子公司2017年利润合计1353.4

万元， 同时扣减已支付的股权收购款合计

2821.25万元， 最终导致长城动漫上半年营业

外收入增加了2821.25 万元。 为此，深交所要

求长城动漫对上述追溯调整的原因、 合规性

及相关补偿款项实施的追偿措施进行说明。

此外， 长城动漫持续经营能力也遭到深

交所重点问询。 今年上半年，长城动漫出现

了流动负债高出流动资产近 2亿元的情

况，目前累计未清偿债务有2.26亿元，而公

司也因部分逾期未清偿的债务被卷进多

起诉讼中。 此外，长城动漫还面临着银行

账号及子公司股权被冻结、 控股股东全数公

司股票被冻结等风险， 这些风险都可能影响

长城动漫持续经营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