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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只年内回报超 50%的基金限制大额申购

绩优基金刮起“限购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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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梁诗柳

多只绩优基金开启“限购”模

式。 Wind 数据显示， 截至 9 月 17

日， 今年以来收益超过 50%的 247

只主动股票型基金，已有 40 只基金

暂停大额申购或者暂停申购。 信息

时报记者梳理发现，在良好的业绩

支撑下，交银成长 30 等“牛基”的规

模早已出现大增。 不过，部分基金

单日大额申购上限都在 500 万元以

上，所以限购主要针对的是机构投

资者。

绩优基金陆续限购

9 月 16 日， 富国基金发出公

告，称旗下富国高新技术产业即日

起限购，对单个基金账户日累计超

过 500 万的申购、 定投及转换转入

业务申请进行限制。 Wind 数据显

示，截至 9 月 17 日，富国高新技术

产 业 年 内 净 值 回 报 已 经 达 到

54.58%。富国基金表示，限制大额申

购的原因是为了保证基金的平稳

运作，保护基金持有人的利益。

事实上，8 月下旬以来，多只年

内成绩优异的股票型基金都已先

后发出了限购公告，只是限购定额

不同而已。 如在本月 11 日，广发双

擎升级也开始限制 5 万元以上的

申购。 公开资料显示，截至 9 月 17

日， 年内净值增长超过 80%的主动

股票型股基仅有 3 只。 其中广发双

擎升级净值回报已经高达 81.87%，

业绩排在所有主动股票型基金中

第二。 另外交银成长 30、银华内需

精选分别累计了 82.73%、80.20%的

收益。 除此以外，博时回报灵活配

置、汇安丰泽、华安媒体互联网等

年内回报超过 70%的基金， 目前也

暂停了大额申购。

Wind 数据显示， 截至 9 月 17

日， 今年以来收益超过 50%的 247

只主动股票型基金，已有 40 只基金

暂停了大额申购甚至暂停申购，占

比达到 16%。记者梳理发现，这些基

金大多规模在 5 亿元以下。

上海一头部基金公司基金经

理告诉信息时报记者，限购的原因

一般是为了避免基金规模突然大

增，打乱基金经理投资计划。“一下

子太多资金涌入，会影响基金经理

原本实行的交易策略。 毕竟需要考

虑交易成本、流动性等问题。 ”该基

金经理表示。

有基金规模已翻几番

重仓股名单显示，“牛基”青睐

的个股及行业不尽相同，但主要都

配置了科技、养殖及医药白酒等板

块。 以万家行业优选为例，该基金

年内收益为 73.60%。 基金中报显

示，万家行业优选不仅重仓了兆易

创新、 用友网络、 华测检测等科技

股，还配置了普利制药、科伦药业、

泰格药业等医药股。

此外，从科创板获配记录来看，

部分绩优基金依靠科创板打新一定

程度上增厚了收益。 如博时回报灵

活配置， 该基金年内回报达到

78.06%。 Wind 数据显示，博时回报

灵活配置获配科创板新股达 24 只，

获配金额达到 1234.56 万元。 而截

至二季度末， 该基金最新规模为

3.40 亿元， 获配金额占净值比为

3.63%。

在良好的业绩支撑下， 一些基

金的规模早已大增。交银成长 30 在

去年末份额仅有 7000 万份，但由于

一季度取得近 50%的收益， 交银成

长 30 截至今年一季度末份额攀升

至 1.82 亿份。 在二季度业绩持续亮

眼的情况下，6 月底交银成长 30 基

金份额再度增至 2.39 亿份。 换句话

说。Wind 数据显示，银华内需精选、

交银经济新动力、国泰融安多策略、

前海开源中国稀缺资产 A、 银华农

业产业等年内净值增长超 60%的基

金，规模较去年末也翻了番。

绩优基金经理

长期看好科技板块

信息时报记者梳理中报发现，

不少基金经理直言看好接下来科技

股的表现。在回复记者采访中，广发

双擎升级基金经理刘格菘表示，效

率资产的特点是新的需求导致行业

预期快速提升。 他表示，从中长期

来看，2019 年很可能是中国科技

行业爆发的元年，未来三年可能

会有一轮波澜壮阔的大行情。 今

年科技行业的需求端出现两大

显著变化。 一是国家政策从产业

层面支持自主创新，科创板为培

育新兴产业提供更为市场化的

路径；二是科技龙头公司的产业

链由国外陆续转向国内，

国产电脑替代空间巨大，

行业需求处于爆发增长

的前期。 因此，科技成长

股是长期看好的一大主

线。

万家行业优选黄兴亮

也表示， 科技板块近期表

现比较强势，尤其是消费电

子板块得到了投资者的关

注。结合全球的电子行业发

展来看，科技电子行业在今

年上半年，到了一个相对低

的位置，整个行业正在逐步

走出低谷。对于科技股能否

延续涨势，黄兴亮认为需要

细分来看，国内部分行业产

业与全球相比还在比较早

期的阶段，有大量进口替代

空间，值得长期关注，包括

核心半导体这些领域。

节前震荡为主

关注创业板动向

在周二出现较大幅度的回落之

后 ，

A

股三大股指昨日都在盘中展

开窄幅震荡。 截至收盘， 沪指上涨

0.25%

，深成指和创业板指分别上涨

了

0.31%

和

0.08%

。 从盘面上看 ，两

市个股涨跌互现， 不过涨停个股数

量萎缩至

40

只以下，说明个股赚钱

效应有所缩减。

由于国庆长假即将到来， 按往

年的走势， 无论是国庆长假还是春

节长假， 假期临近时大多是以震荡

走势为主。 之所以如此，一是长假期

间外围走势如何无从判断， 二是部

分场内资金可能从股市退出， 转向

短期有所收益的理财产品中。

沪指本周二重新回到

3000

点

关口下方，不过就大势而言，对于

A

股市场依然有利， 因为从昨天的成

交量水平看， 市场并未因为周二的

大幅调整而大幅萎缩。 近期需要关

注的， 一是沪指能否重新回到

3000

点上方，二是创业板指在

20

日均线

附近能否获得支撑。 考虑到前期资

金大规模涌入创业板市场， 所以创

业板指的动向更应该高度关注。 如

果创业板指能获得支撑， 那么科技

类板块就依然有望走出向上行情。

需要提醒的是， 在近段时间的

反弹中，不少科技类个股涨幅巨大，

所以在临近长假时， 不排除部分获

利盘出局的可能。 基于这样的分析，

在具体的个股选择上， 短线投资者

不应在过分追涨， 而是应该将关注

目标转向此前涨幅不大但又有业绩

支撑的个股身上。 实际上，

A

股市场

仍有不少连续

5

个季度业绩增长而

市盈率却只有

20

倍左右的个股，对

于这些个股而言，有着“进可攻退可

守”的特点，所以不排除会受到资金

更多的关注。 当然就长期投资而言，

则只要锁定的是行业前景看好且公

司业绩有保证的科技龙头， 就无所

谓短期的涨跌，继续持有即可。 既有

的数据表明，对于投资者而言，坚守

具备价值的公司， 才能够实现利益

最大化。

昨日以贵州茅台为主的白酒板

块大幅上扬， 背后的原因或与本月

全球指数纳入

A

股集中生效有关 ，

但在生效日之前介入的资金， 不排

除只是为了等生效日被动指数资金

接盘，所以若是短线操作，当前追涨

并不明智。 就消费板块而言，投资标

的并不缺乏， 比如在新药领域具有

龙头地位的公司， 或是在产品升级

换代中将明显受益的公司， 只要市

盈率处在合理区间， 都值得投资者

关注。

周伯恭

市场观察

广发双擎升级基金经理刘格菘：

从细分领域来看，主要看好需求不受

政策调整与经济波动影响的行业，如

医疗服务 、医疗器械 、自主可控方向

的科技龙头等。 其中，科技板块中的

自主可控与安全可控是看好的两条

主线，前者是以华为为代表的龙头公

司产业链向国内转移的需求变化带

动的投资机会， 后者是国产电脑、服

务器等快速替代带来的机会。

博时回报混合基金经理肖瑞瑾：

2019

年

5G

通信基站投资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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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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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家行业优选黄兴亮：像核心半

导体这些领域体量还较小，将来还有

很长的路可以走。 我们还看好计算机

领域的信息网络安全、企业应用这两

个细分的方向。 网络安全在中国还处

在很早期的发展阶段，实际上海外的

网络信息安全公司体量很大，大的可

能会在

1000

亿人民币的市值，甚至更

高，但是国内同类公司现在规模体量

还比较小 。 另外一个领域是企业应

用，海外的公司都是非常大体量的公

司，同样它在国内的成长空间很大。

绩优基金经理看好板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