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思文

近期A股市场做多热情持续不
断，公募基金发行也再次升温。

《证券日报》记者统计发现，8月
份仅过去5天，公募基金市场上已成
立17只新基金，合计首募规模达到
658.61亿元，打响了年内公募基金市
场上最火热的一次“开门红”。另
外，多只新基金提前结束募集，更有
数只百亿量级基金出现，为后市带
来更多增量资金。

具体来看，据东方财富Choice数
据统计，今年1月份至7月份的前5日
新成立基金的募集规模分别为97.33
亿元、21.75亿元、359.75亿元、74.59
亿元、0、192.33亿元和117.52亿元。
不难看出，8月份前5日公募基金首募
规模的658.61亿元遥遥领先。

引人注意的是，8月份成立的17
只新基金中，债券类基金募集金额
最大，11只债券类基金首募规模合
计525.95亿元。混合型基金共成立2
只，首募规模合计127.2亿元。股票
型基金成立4只，首募规模合计5.46
亿元。

一位基金分析师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2020年无疑是权益基金
新发市场的‘大年’，在股市行情推动
下，权益市场频现大额‘爆款’基金，
然而，二季度债市却出现剧烈调整，
承压相对明显，不过，经过调整，债券
市场的情绪已经得到修复，债市收益
率已经位于比较合理的水平，在此背
景下，机构长期配置的热情不减，债
券型基金发行市场明显提速，拥抱中
长期配置价值是合理的。”

从中长期来看，债市是否仍值
得投资？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固定
收益投资部张雪对《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上半年债券市场收益率呈现

‘V’型走势，市场调整之剧烈和迅速
都是历史少见。从大类资产来看，
我们认为金融市场会受益于本轮全
球性的流动性外溢，权益市场和债
券市场都有一定机会。债券市场经

历了近三个月的急速调整后，进入
了一个配置区间，我们认为信用债
的票息价值更高，而四季度可能有
实现资本利得的机会。”

8月份新基金发行火热态势明
显，而新发基金在达成募集目标
后，提前结束募集成为诸多基金管
理人较为一致的选择。《证券日报》
记者统计发现，8月份以来，已经有
18只基金宣布提前结束募集，包括
近期备受市场关注的百亿级爆款
基金。

《证券日报》记者从渠道处了
解到，进入8月份以来不少爆款基
金让投资者印象深刻：广发稳健优
选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在7月
23日开始发售，在16年投研老将王
明旭的光环加持下，8月3日已达到
募集规模上限150亿元。据8月5日
广发基金最新公告显示，该基金有
效认购申请确认比例为89.55%，照
此计算，该基金的认购规模约在
168亿元，是近期罕见的认购成绩；
由明星基金经理刘苏拟任基金经
理的景顺长城竞争优势混合也于8
月4日宣布提前结束募集。

事实上，与上半年A股走出的M
型震荡行情有所不同，今年下半年投
资者对新基金的认购热情持续不减，
尤其是在赚钱效应较为明显的背景
下，引燃了投资者对新发基金产品的
认购热情，公募基金新发市场募集规
模和只数频频创纪录。而随着新发
基金正式成立，逐渐进入建仓期，在
结构性牛市背景下，这些基金为持有
人创造的盈利状况和长期回报业绩
成为市场后续关注焦点。

博时基金首席宏观策略分析师
魏凤春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目前政策环境相对友好，
经济恢复趋势未变。A股市场调整
基本结束，枕戈待旦，准备进攻。进
攻的方向一是估值虽高，但能够持
续超预期的个股，二是加大对低估
值、业绩向好、景气向好的周期板块
配置。”

5日内17只公募基金成立 首募658.6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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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因素驱动“投资中国”成当前全球投资潮流
▶▶详见A2版

张 歆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赋予资
本市场新的使命。拥抱中国经济创

“芯”驱动力、赋能信息技术产业“最强
大脑”，是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坚定回
答。

日前，国务院印发《新时期促进集
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若干政策》并强调，大力支持符合条件
的集成电路企业和软件企业在境内外
上市融资，加快境内上市审核流程，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条件的研发支出
可作资本化处理。鼓励支持符合条件
的企业在科创板、创业板上市融资，通
畅相关企业原始股东的退出渠道。通
过不同层次的资本市场为不同发展阶
段的集成电路企业和软件企业提供股
权融资、股权转让等服务，拓展直接融
资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笔者认为，创新能力正在成为全
球产业链、供应链整合的核心，相关创

“芯”产业的战略地位毋庸置疑；同时，
近年来多层次资本市场对于科技企业
服务能力快速增长，更能够真正肩负
起托举科技创新的时代重任。

首先，由于科技要素是新一轮产
业变革的关键力量，全球经济的竞合
在前沿科技领域的体现尤为明显。我
国经济正处在向高质量发展转变，需
要创新技术担当新的“国之重器”。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看望参加全国
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并指出，“面向

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
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
的内需体系，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
他各方面创新，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
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
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
极”。

笔者认为，集成电路和软件产业是
支撑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战略性、基础性
和先导性产业，不仅肩负行业自身的发
展，而且对于上下游乃至更大范围的新基
建产业发展意义重大。我国经济正处在
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
动力的关键期，需要创“芯”行业不断突破
并引领新经济发展。

其次，创“芯”产业的发展特点与
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服务结构具有高契
合度，资本市场能够为创“芯”产业提
供最高效的支撑。

不同于传统产业的发展周期，创
“芯”产业技术迭代快，资金消耗大同时
轻资产运行，以信贷方式为主的间接融
资虽然也能提供融资服务，但是其业务
的风控特点决定了更适合“锦上添花”。
而多层次资本市场则更向创“芯”产业提
供了直接融资、联合发展的沃土。

在创“芯”产业发展初期，私募基金
领先的风投资金可以率先介入，且资本
市场提供了其便利退出的可能，科创板
近期的限售股解禁也证明了这一点；在
企业相对成熟后，在Pre-IPO阶段介入
的投资者往往与资本市场关联度更强，
例如券商等机构的子公司能够为企业提
供更大规模的融资支持；如果企业寻求

上市，根据其自身特点，新三板、创业板、
科创板等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不同板块可
以提供最契合的选择；企业上市后，资本
市场也能够引导资金向创“芯”产业等

“风口”高效配置，引导行业通过并购重
组做大做强，持续赋能企业发展。

第三，创“芯”产业与资本市场紧
密结合，也将为资本市场优化发展生
态、继续发展动能发挥重要力量。

在资本与产业创新的碰撞结合
中，不仅企业取得了支持发展的“长
钱”，资本市场也将深深受益。优质创

“芯”企业是先进生产力的构成之一，
其登陆多层次资本市场，对于加速实
现上市公司的优胜劣汰，上市资产的
市场化进退意义重大。在资本市场生
态中，上市公司的质量提升无疑也将
带动投资者结构的优化和投资者财富
获得感的实现，这种优化和实现从长
期来看，有助于促进资本市场形成新
的投融资平衡，从而拥有更高水平的
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正如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陆家嘴
论坛所言，“资本市场要肩负起推动创新
转型的使命”“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促进
创新资本形成的机制优势，大力推动科
技、产业与金融的良性循环，助力全球产
业链供应链实现再连接、再优化、再巩
固”。笔者认为，多层次资本市场有能力
也有必要进一步赋能中国经济创“芯”驱
动，助燃中国经济发展新引擎。

资本市场赋能中国经济创“芯”驱动

本报记者 张 颖

“新高”已成为近日A股市场中
的高频词汇。在国际金价创出新高
同时，周三，沪深两市股指稳步向上，
三大股指全线飘红，逼近阶段性新
高。

可以看到，8月份以来在市场放
量震荡上涨中，一批强势股已创出历
史新高，被各路资金抢筹。《证券日
报》记者根据同花顺统计发现，本月
的 3个交易日中，沪深两市共 184只
个股强势领涨，股价创出历史新高。

对此，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的私募排排网未来星基金经理胡
泊表示，当前市场处于牛市氛围之
中，市场对于确定性个股更愿意给
予更高的估值，所以医药、消费、科
技等板块中的龙头股表现都非常强
势，其中，业绩增长确定的个股股价
纷纷创出历史新高。预计在投资情
绪不变的基础上，这些强势股仍具
备持续上涨的动力，整体市场的估
值也还有进一步上升的空间。

通过数据梳理，可以看出这些
强势股具有的五大特征。

首先，绩优白马股成为牛股集
中地。统计发现，在上述184只强势
股中，有23家公司披露了中报业绩，
其中，有 22家公司实现净利润同比
增长。另外，有 85 家公司发布了
2020 年中报业绩预告，其中，有 66
家公司业绩预喜，占比77.6%。由此
可见，在中报行情的演绎中绩优股
已然成为牛股集中地。

其次，资金关注度高。从资金
流向来看，本周以来，上述 184只个
股中有76只呈现大单资金净流入状
态，占比逾四成。其中，海尔智家、
新希望、正邦科技、振华科技、福耀
玻璃等 5只个股期间资金净流入均
超 3 亿元，分别为 8.9 亿元、5.57 亿
元、3.9亿元、3.3亿元、3.2亿元。

第三，四大热门行业占主流。
按申万一级行业分类，上述184只个
股中有 37只属于医药生物行业，22
只属于化工行业，16只属于电子行
业，14只属于农林牧渔行业。这四
大行业合计89只个股，占比近五成。

第四，高价股成主导。数据显
示，截至本周三收盘，整个A股市场
流通股加权平均价为 10.75元。在
上述 184只强势股中，有 183只个股
最新收盘价高于这一数值。其中，
有 96只个股最新收盘价在 50元以
上，更有 34只个股股价超过 100元，
尽显强者恒强态势。

第五，机构推荐评级量高。在
上述创历史新高股中，129只被机构
近30日内给予“买入”或“增持”以上
评级，占比逾七成，其中，推荐次数
超过10次及以上的个股达19只。

对于后市投资，金百临咨询分
析师秦洪告诉记者，目前市场上升
趋势依然清晰，产业风口股仍将御
风而行。因此，不能因为日内震荡
而轻易卖出龙头品种。另外，对半
年报业绩开始出现加速成长的品
种，尤其是化工股、水泥建材等龙头
品种也可积极跟踪。

月内184只个股创历史新高
五维度解析强势股发力点

多只新发基金提前结募
有银行网点十分钟预约卖出5亿元

▶▶详见B1版

本报记者 吴晓璐

近日，证监会在年中工作会议中
提出，保持 IPO常态化，推进再融资分
类审核，这是今年以来证监会第二次
表态推进再融资分类审核。市场人士
认为，监管层或将依据公司合规程度、
所处行业、募投行业以及募资金融等
条件，对再融资项目进行分类，加快优
质公司或优质项目的审核速度。

《证券日报》记者据东方财富
Choice数据统计，今年以来截至 8月
5日，上市公司再融资（包括增发、可
转 债 、配 股 和 优 先 股）金 额 合 计
6228.2亿元，其中增发规模已经超过
去年同期。近日，证监会对增发项目
的审核进一步提速，仅7月份就有32
家公司增发获发审委审核通过。

具体来看，截至 8 月 5 日，年内
154个增发项目实施完成，募资金额
合计 4482.77 亿元，同比增 7.03%。
131个可转债项目实施完成，募资金
额合计 1296.48亿元。另外，配股募
资金额为 371.6亿元，优先股募资金
额为77.35亿元。

另据证监会网站，截至 7 月 30
日，还有 236家上市公司再融资项目
排队中（183家为非公开发行，44家
为可转债，4 家为配股，4 家为优先
股，还有1家为增发），其中28家已经
通过发审会。

截至 8月 5日发稿，科创板尚未
有再融资项目申报，创业板注册制
下，深交所累计受理 147家企业再融
资项目，其中 12家已经提交注册，进
度最靠前的 3家公司于 7月 21日提
交注册。市场预计，按照证监会 15
个工作日的注册时限，创业板注册制
下，本周可能就会出现首批证监会同
意的再融资项目。

此前，证监会主席易会满曾表
示，推进再融资分类审核，对优质上
市公司定向增发进一步优化流程，提
高效率。近日在年中工作会议上，证
监会再次提及推进再融资分类审核。

“暂时没有听说或收到具体分类

标准。”某大型券商投行人士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但预测应该是对科
技含量高，如芯片、半导体等行业企
业的再融资项目，优先审核、优先反
馈和优先发放批文。

华泰联合证券执委张雷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如果再融资要分类
审核，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公司合规情
况，其次是公司所处行业、募投项目，
是否为高科技或国民经济发展所必
需的，如芯片行业等，可以急用先行，
但这个需要监管层出台明确标准。
最后是融资规模，如果融资规模较
小，也可以优先审核，类似“小额快
速”的模式。

太平洋证券投行部董事总经理
王晨光曾对记者表示，预计未来监管
层对于科技含量高、合规性和财务指
标比较好的优质企业，在再融资方面
给予更多的扶持，包括科技型企业、
传统企业与科技的融合等。

年内A股再融资规模超6200亿元
分类审核蓄势待发

(1)

8月5日，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首届郑州食品博览会进入第三日，现场市民仍然络绎不绝。本届食品博览会
共汇集600多家食品企业携主力产品集中亮相。 中新社记者 王中举 摄

首届郑州食品博览会首届郑州食品博览会：：600600余家企业余家企业““赶大集赶大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