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分成交活跃的科技主题E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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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华宝中证科技龙头ETF

国泰中证全指通信设备ETF

国泰CES半导体ETF

广发中证全指信息技术ETF

国泰中证计算机ETF

国联安中证全指半导体ETF

南方中证500信息技术ETF

平安中证人工智能ETF

招商深证TMT50ETF

景顺长城中证TMT150ETF

9

月以来

日均成交额（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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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基金份额

（亿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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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至今复权单位

净值增长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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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科技主题ETF扎堆上市

4只科技主题 ETF8月至今回报超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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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梁诗柳

年内多家基金公司旗下的科技

基金扎堆上市，发行市场的竞争相当

激烈。记者梳理发现，年内至少已有 6

只科技类 ETF 上市。在科技股的发力

下， 国泰 CES 半导体 ETF 等科技主

题 ETF8 月以来回报超过 20%， 领跑

全市场股票型 ETF 产品。

良好的赚钱效应也促使更多资

金追捧科技类 ETF。 Wind 数据显示，

以华宝中证科技龙头 ETF 为代表的

多只科技主题 ETF 交易持续活跃。按

计划，申万菱形旗下的创新 100 及华

泰柏瑞中证科技 100ETF 等科技主题

基金即将面世。

科技主题

ETF

扎堆发行

在二季度科技股的行情带动下，

基金公司科技类 ETF 的发行竞争逐

渐进入白热化。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

年内已有 6 只科技主题 ETF 相继成

立， 分别是国泰中证全指通信设备

ETF、华宝中证科技龙头 ETF、平安中

证人工智能 ETF、 国泰中证计算机

ETF、国泰 CES 半导体 ETF、国联安

中证全指半导体 ETF。 加上此前成立

的 4 只科技类 ETF，已经成立的科技

主题 ETF 多达 10 只。

除此以外，接下来又将有多只科

技主题 ETF 面世。比如，华夏中证 5G

通信主题 ETF 已在本月 9 日结束募

集， 按计划， 嘉实中证新兴科技 100

策 略 ETF、 华 泰 柏 瑞 中 证 科 技

100ETF 也都计划于 9 月底结束募集

期。 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已上报的科

技主题 ETF 还有银华中证研发创新

100ETF、 富国中证科技 50ETF 和华

富中证人工智能产业 ETF 等 3 只产

品。

业内人士表示，科技主题 ETF 扎

堆发行，一来与二季度以来行情逐渐

向科技股靠拢有关，二是市场看好后

续科技板块投资机会。 Wind 数据显

示，在申万 28 只行业指数中，二季度

以来累计涨幅最高的是电子行业，高

达 23.90%。 紧随其后的则是计算机指

数，7 月以来累计涨幅达到 11.98%。

记者梳理发现， 同期沪指小幅收跌

0.026%。与此同时，沪深 300 二季度以

来涨幅也仅有 1.72%。 中泰证券在最

新的策略研报表达了四季度投资策

略， 表示下半年的推荐品种是硬科

技。 科创板引领 A 股上涨趋势，受益

于估值提升， 下跌中逐步建仓硬科

技。 而“硬科技”包括人工智能、航空

航天、生物技术、光电芯片、新一代信

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 智能制造八

大方向。

多只主题

ETF

业绩喜人

得益于科技股给力的表现，近期

多只科技主题 ETF 业绩抢眼。 Wind

数据显示，8 月以来， 国泰 CES 半导

体 ETF、 南方中证 500 信息技术

ETF、国泰中证计算机 ETF、国联安中

证全指半导体 ETF 净值回报均超

20%， 回报在 A 股股票型 ETF 中居

前。 此外，华宝中证科技龙头 ETF、广

发中证全指信息技术 ETF、平安中证

人工智能 ETF 同期复权单位净值增

长率均超过 15%。

优异的业绩表现也令相关 ETF

受到资金的追捧。 据招商证券研报数

据，9 月 9 日~9 月 12 日，股票型 ETF

净申购规模较高的是华宝中证科技

龙头 ETF，为 17.90 亿份；国泰中证全

指通信设备 ETF 净申购规模次之，为

11.26 亿份。 在资金的流入下，部分基

金的规模大幅飙升。 Wind 数据显示，

截至 9 月 17 日， 华宝中证科技龙头

ETF 份额由 8 月初的 10.37 亿份增长

至 49.64 亿份， 而国泰 CES 半导体

ETF 也增长了 5.63 亿份至 8.52 亿

份。

记者梳理发现，存量的科技主题

基金跟踪的指数不尽相同， 各有特

色。以华宝中证科技龙头 ETF 跟踪的

科技龙头 (931087.CSI)为例，该指数

由沪深两市中电子、计算机、通信、生

物科技四大科技领域中规模大、市占

率高、成长能力强、研发投入多的前

50 只龙头公司股票组成，以反映沪深

两市科技行业内龙头公司股票的整

体表现。 权重股包括了创新药龙头恒

瑞医药、安防龙头海康威视、消费电

子制造龙头立讯精密等。 而国泰 CES

半导体 ETF 则跟踪中华交易服务半

导体行业指数 (CESCSC.CSI) ，该指

数主要跟踪中国 A 股市场半导体行

业上市公司的股价表现。 目前中华交

易服务半导体行业指数权重靠前的

个股包括紫光国微、兆易创新、长电

科技。

对于 ETF 基金来说，流动性是投

资者购买时不能忽略的指标。 Wind

数据显示， 在存量 10 只科技主题

ETF 中，9 月以来日均成交额前三甲

为华宝中证科技龙头 ETF、国泰中证

全指通信设备 ETF、国泰 CES 半导体

ETF， 区间日均成交额分别为 7.39

亿、4.80 亿、2.0 亿。

部分行业有望获良好回报

剔除科创主题基金外，简称中有

“科技”、“智能”关键词且在年内成立

的基金还有很多， 包括华安智能生

活、信达澳银先进智造、信达澳银核

心科技、富国互联科技、南方信息创

新等。 从业绩回报来看，南方信息创

新 A、华安智能生活、富国互联科技 8

月以来净值回报均超过 20%。 此外，

今年年初成立的信达澳银先进智造、

华宝科技先锋 8 月以来净值回报也

超过 15%。

上述绩优基金由于成立时间尚

短， 仅有部分产品发出了半年报，可

以观察到持仓情况。 以富国互联科技

为例，该基金成立于今年 3 月，8 月以

来净值回报是 20.40%。 目前该基金重

仓持有鹏鼎控股、中心通讯、立讯精

密等科技细分板块龙头；同时也也重

仓了腾讯控股、金蝶国际等在港上市

科技股。

基金经理许炎在半年报中表示，

下半年各种宏观内外部的不确定性

仍在，但随着科创板的开市，市场对

于科技创新类企业的重视程度将持

续提升。 同时伴随 5G 牌照的发放，

5G 将引领科技行业进入新一轮创新

周期。 此外，华宝科技先锋基金经理

徐林明也在半年报中指出，随着创新

驱动作为国家战略的地位不断提高，

资本市场对科技类企业的支持力度

于二季度明显加速。 中长期来看，在

政策重视的背景下，符合经济转型方

向的半导体、计算机、通信、高端制

造、生物科技等科技行业有望获得良

好的中长期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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