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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棋局诡异 “硬气功”行情难测（主）

筹码供应、系统性风险两变量或触发中期调整

本报记者 黄莹颖 郑洞宇

经历了“钱荒”洗礼，经历了IPO重启冲击，承受着高估值的考验，但创业板像打不死的“小强”一样，在A股市场走出独树一帜的行情。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曾经羸弱的创业板练成了“硬气

功”？

业内人士认为，创业板已成为一盘未下完的棋，或许已经行至尾声，但越是尾声多空双方落子越显得谨慎。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创业板指数2014年是否会出现中期调整可能取决于两个

变量，一是筹码供应是否足够多，二是系统性风险是否积聚。

“小蓝筹”显大作用

2013年12月6日至12月31日，在年末市场资金面高度紧张的氛围之中，创业板与主板走势再度出现诡异的背离。 期间沪指重挫7%，而创业板指数反弹近8%，创业板并没有出现多数市场

人士预言的“断崖式下跌”，反倒是在年底独自扛起了反弹“大旗”。

创业板为何屹立不倒，很大程度上跟创业板的市值结构有关。目前，创业板已经形成了以碧水源、乐视网和华谊兄弟为首的“小蓝筹”格局，这三只股票加起来的市值已经超过1000亿元。

只要这其中的一只股票出现异动，对创业板指数的影响都比较大。从创业板的整体布局来看，乐视网、华谊兄弟和碧水源几乎都在2013年10月之后有过一波调整，而且调整幅度不小。但在那

之后，三只股票都逐渐企稳，其中华谊兄弟弹性最大，反弹幅度不小。 这样，即使在IPO重启消息公布之后，创业板依然可以依靠这些“小蓝筹”来拉抬指数，进而烘暖整个创业板气氛。

这些“小蓝筹”之所以能够撑住指数，主要原因还是它们具备一定的成长性。而它们的股价经过调整之后，估值相对比较合理，再加上有故事支撑，股价也就稳住了。比如乐视网与湖北卫

视合作，华谊兄弟在《私人订制》出来之前也有一波不错的贺岁档行情。

有私募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小蓝筹”的作用还在于他的机构属性比较强。净值需求和投资风格决定了这些股票的命运，只要不出现系统性风险，机构一般不会挥刀斩仓。据统计，

截至2013年12月31日，创业板流通市值达到100亿元以上的上市公司有10家，这些股票多数是机构投资者的重仓股。这十只“权重股”仅华谊兄弟年末出现下跌，其他股票表现良好，乐普医疗

甚至在年末连创反弹新高，这令创业板指数走强有了底气。

“故事会”未完待续

对2013年创业板指数的大幅飙涨以及2014年首个交易日依然强劲的表现，有投资总监表示，创业板就像一个“故事会”，愿意听且愿意信的人都进去了。 从目前情况看，创业板的故事还

存在一个兑现的过程。

回顾作为创业板行情起点的蓝色光标，这家公司利用资金优势，不断进行外延式扩张，带来了一些利润，博得了机构的青睐。而后，这种模式在市场开枝散叶，极尽演绎之能事，掌趣科技

凭此市值跨过百亿大关，有了市场效应之后，各种并购层出不穷。在这个过程当中，IPO审核越来越严格，一些资产无法直接上市，只得借道现有的壳资源套现。这些年创业板公司超募资金非

常丰厚，所以才会有钱搞扩张。 但这类以“外延式增长”为中心的“故事会”必然有曲终人散的时刻，那就是上市公司“闹钱荒”的时候。

当然，创业板的故事还有另一条主线，那就是“新兴+转轨”。从全球角度看，发达经济体这两年为了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高科技领域的发展颇为给力，而创业板正好符合这种潮流。发达

国家的高科技产品不断创新，让不少电子行业的创业板公司有“傍大款”的机会。比如可穿戴设备、虚拟现实游戏、曲面显示屏、超级TV等，都有可能成为颠覆生活方式的重磅产品，过去几年

“苹果概念股”的模式有望被复制。

而创业板的上市公司结构也将随着未来新股的发行愈发多元化，除了TMT领域，大健康、军工、生物技术等投资方向也将为市场提供更丰富的标的，不断吸引资金流入创业板。 一位私

募人士表示，IPO重启的初期新股供给量有限，未必会对创业板形成较大的负面冲击。相反，新股能够助燃市场对新兴产业的投资热情。创业板股票的高送转预期也将在今年年初陆续兑现，

创业板短期仍存在反弹基础。

创业板扛到何时

创业板行情何时才会结束，或者在什么情况下结束？一些业内人士表示，可以肯定的是创业板不会比房价更坚挺。从来没有只涨不跌的市场，创业板或许会在故事讲不下去的时候，突然

止步。

从目前情况看，新股发行即将开始，1月完成发行的新股可能有50家左右，募集资金的总规模不算大。业内人士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没有完成炒作的股票还会继续炒作，一些要出货

的股票也可能边拉边撤。从这个角度分析，创业板一季度崩盘的可能性不大，反而有望继续硬撑到2月份。而2月、3月和4月，可能是创业板年内最好的炒作机会，也可能是最后的机会。因为，

这几个月创业板股票的利好可能都会在年报或季报中体现出来，而此时准备上市的新股会因为2013年的年报需要重新审计而延后。 所以这段时间的市场环境，对创业板来说不算差。 此后，

随着新股陆续上市，新三板扩容提速，市场筹码快速增加，创业板的估值往下走的概率会增大。

需要关注的是，债券市场的危机目前未完全渗透到实体经济中。若防护堤被冲破，中小企业可能会受到比较大的冲击，创业板当然难以幸免。随着时间的推移，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资金也

在外延式扩张过程中快速耗尽。 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气氛会迅速由多转空。 业内人士认为，单就创业板而言，有三个指标需要关注，一是创业板公司的现金流，二是资产负债率，三是票据利

率。 前两个指标可以观察创业板扩张潜力还有多大，而最后一个指标可以用来观察那道防护堤有没有被冲破。

ocus

A03

■ 责编：贺岩 美编：王力 电话：

010－63070552 E-mail:zbs@zzb.com.cn

■ 2014年1月3日 星期五

焦点·创业板前瞻

F

■

记者观察

三因素促创业板估值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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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郑洞宇

2014

年第一个交易日， 创业板指数涨逾

2%

，延

续了

2013

年

12

月以来的反弹格局。 主板指数依然低

迷，未能实现

2014

年“开门红”。 然而，随着估值差距

的拉大， 人们对

2014

年创业板能否如

2013

年一般扛

起市场上涨大旗的疑虑也在加深。

Wind

数据显示， 根据整体法剔除负值，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创业板整体市盈率（

TTM

）为

53.56

倍， 沪深

300

整体估值只有

8.65

倍， 全部

A

股估值为

11.29

倍。 创业板股票与蓝筹股的估值仍保持较大差

距。 尽管

2014

年创业板仍有许多关于成长的“故事”

可讲，但在盈利不及预期、解禁潮来临、

IPO

重启改

变供求格局的三大因素下， 市场的风格偏好可能会

出现转换， 并可能促使投资者对成长股的市场预期

以及对目前公司估值接受度产生变化， 出现股价剧

烈下行的“戴维斯双杀”。

目前处于发展初期的创业板上市公司虽然发展

前景可观，但当下的赚钱能力却颇受质疑。从

2013

年

盈利情况来看，不足以支撑超过五十倍的平均估值。

广发证券研究报告指出，

2013

年第三季度主板、中小

板和创业板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扣非）增速分别为

21.9%

、

2.4%

和

10.3%

，相比

2013

年第二季，分别加快

9.7

个百分点、 下滑

4.8

个百分点和加快

11.5

个百分

点。 从累计同比增速来看，

2013

年三季报主板、中小

板和创业板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增速分别达到

14.7%

、

4.0%

和

3.0%

。 主板和创业板利润增速加快，

而主板利润增速显著好于创业板和中小板。

事实上，在

2013

年三季报披露后，一些不看好创

业板盈利前景的机构投资者陆续撤离。 尽管在

2014

年年初，随着创业板

2013

年年报的公布，可能会出现

不少高送转的品种，但在一些基金经理看来，高送转

也只不过是提供一个出货的机会， 并没有多少实际

参与价值。从

2013

年中报以及三季报的情况来看，多

数行业的创业板公司年报可能出现不达预期的情

况，引爆业绩地雷。

另一方面，二级市场与产业资本之间的博弈也始

终影响着创业板的运行趋势。

2014

年创业板将迎来又

一波解禁潮，在

2013

年个股飙涨之后，这些限售股解

禁会否抛售值得关注。有机构研究资料显示，创业板在

2013

年四季度开始进入解禁高峰， 解禁潮将持续至

2014

年

8

月。 从历史经验来看，在

2010

年

10

月创业板首

波解禁潮来临后，创业板出现了持续两年的调整。

更重要的是，

IPO

重启将改写创业板的供求关

系。 不少资深投资人士认为，

2013

年创业板行情启

动的基础就是

IPO

暂停。在经济结构转型的背景下，

市场资金追捧集中于创业板的成长股，推动创业板

出现“鸡犬升天”的格局。但

2014

年

IPO

重启后，将有

一大批估值更低的企业登陆创业板，

2013

年创业板

股票“供不应求”的格局会被改写，估值体系也会被

改写。 随着

IPO

重启， 低估值的创业板新股逐渐增

多，资金分流会更加明显。

从盈利不及预期、 解禁潮来临、

IPO

重启改变供

求格局这三个方面看，创业板难以支撑高企的估值。

随着

2013

年年报的披露，盈利预期将得以验证，市场

会对成长股疯狂与对蓝筹股悲观两种极端情绪纠偏，

A

股市场的估值体系面临重塑。仅从目前的估值水平

来看，

2014

年创业板股票的下行风险远大于蓝筹股。

“小蓝筹”显大作用

2013年12月6日至12月31日，在年

末市场资金面高度紧张的氛围之中，创

业板与主板走势再度出现诡异的背离。

期间沪指重挫7%， 而创业板指数反弹

近8%， 创业板并没有出现多数市场人

士预言的“断崖式下跌” ，反倒是在年

底独自扛起了反弹“大旗” 。

创业板为何屹立不倒，很大程度上

跟创业板的市值结构有关。 目前，创业

板已经形成了以碧水源、乐视网和华谊

兄弟为首的“小蓝筹” 格局，这三只股

票加起来的市值已经超过1000亿元。只

要这其中的一只股票出现异动，对创业

板指数的影响都比较大。 从创业板的整

体布局来看，乐视网、华谊兄弟和碧水

源几乎都在2013年10月之后有过一波

调整，而且调整幅度不小。 但在那之后，

三只股票都逐渐企稳，其中华谊兄弟弹

性最大，反弹幅度不小。 这样，即使在

IPO重启消息公布之后， 创业板依然可

以依靠这些“小蓝筹” 来拉抬指数，进

而烘暖整个创业板气氛。

这些“小蓝筹” 之所以能够撑住

指数，主要原因还是它们具备一定的

成长性。 而它们的股价经过调整之

后，估值相对比较合理，再加上有故

事支撑，股价也就稳住了。 比如乐视

网与湖北卫视合作，华谊兄弟在《私

人订制》出来之前也有一波不错的贺

岁档行情。

有私募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小蓝筹” 的作用还在于他的机构属性

比较强。 净值需求和投资风格决定了这

些股票的命运， 只要不出现系统性风

险，机构一般不会挥刀斩仓。 据统计，截

至2013年12月31日， 创业板流通市值

达到100亿元以上的上市公司有10家，

这些股票多数是机构投资者的重仓股。

这十只“权重股” 仅华谊兄弟年末出现

下跌，其他股票表现良好，乐普医疗甚

至在年末连创反弹新高，这令创业板指

数走强有了底气。

“故事会”未完待续

对2013年创业板指数的大幅飙涨

以及2014年首个交易日依然强劲的表

现，有投资总监表示，创业板就像一个

“故事会” ， 愿意听且愿意信的人都进

去了。 从目前情况看，创业板的故事还

存在一个兑现的过程。

回顾作为创业板行情起点的蓝色

光标，这家公司利用资金优势，不断进

行外延式扩张，带来了一些利润，博得

了机构的青睐。 而后，这种模式在市场

开枝散叶，极尽演绎之能事，掌趣科技

凭此市值跨过百亿大关，有了市场效应

之后，各种并购层出不穷。 在这个过程

当中，IPO审核越来越严格，一些资产无

法直接上市，只得借道现有的壳资源套

现。 这些年创业板公司超募资金非常丰

厚，所以才会有钱搞扩张。但这类以“外

延式增长” 为中心的“故事会” 必然有

曲终人散的时刻，那就是上市公司“闹

钱荒” 的时候。

当然，创业板的故事还有另一条主

线，那就是“新兴+转轨” 。 从全球角度

看，发达经济体这两年为了寻求新的经

济增长点， 高科技领域的发展颇为给

力，而创业板正好符合这种潮流。 发达

国家的高科技产品不断创新，让不少电

子行业的创业板公司有“傍大款” 的机

会。 比如可穿戴设备、虚拟现实游戏、曲

面显示屏、超级TV等，都有可能成为颠

覆生活方式的重磅产品，过去几年“苹

果概念股”的模式有望被复制。

而创业板的上市公司结构也将随

着未来新股的发行愈发多元化， 除了

TMT领域，大健康、军工、生物技术等投

资方向也将为市场提供更丰富的标的，

不断吸引资金流入创业板。 一位私募人

士表示，IPO重启的初期新股供给量有

限，未必会对创业板形成较大的负面冲

击。 相反，新股能够助燃市场对新兴产

业的投资热情。 创业板股票的高送转预

期也将在今年年初陆续兑现，创业板短

期仍存在反弹基础。

创业板扛到何时

� � � �创业板行情何时才会结束， 或者在

什么情况下结束？一些业内人士表示，可

以肯定的是创业板不会比房价更坚挺。

从来没有只涨不跌的市场， 创业板或许

会在故事讲不下去的时候，突然止步。

从目前情况看， 新股发行即将开

始，1月完成发行的新股可能有50家左

右，募集资金的总规模不算大。 业内人

士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没有完成

炒作的股票还会继续炒作，一些要出货

的股票也可能边拉边撤。 从这个角度分

析， 创业板一季度崩盘的可能性不大，

反而有望继续硬撑到2月份。 而2月、3月

和4月， 可能是创业板年内最好的炒作

机会，也可能是最后的机会。 因为，这几

个月创业板股票的利好可能都会在年

报或季报中体现出来，而此时准备上市

的新股会因为2013年的年报需要重新

审计而延后。 所以这段时间的市场环

境，对创业板来说不算差。 此后，随着新

股陆续上市，新三板扩容提速，市场筹

码快速增加，创业板的估值往下走的概

率会增大。

需要关注的是，债券市场的危机目

前未完全渗透到实体经济中。 若防护堤

被冲破，中小企业可能会受到比较大的

冲击，创业板当然难以幸免。 随着时间

的推移，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资金也在外

延式扩张过程中快速耗尽。 在这种情况

下，市场气氛会迅速由多转空。 业内人

士认为，单就创业板而言，有三个指标

需要关注， 一是创业板公司的现金流，

二是资产负债率，三是票据利率。 前两

个指标可以观察创业板扩张潜力还有

多大，而最后一个指标可以用来观察那

道防护堤有没有被冲破。

创业板棋局诡异 “硬气功” 行情难测

筹码供应、系统性风险或触发中期调整

□

本报记者 黄莹颖 郑洞宇

部分机构认为

创业板存结构性机会

□

本报记者 黄莹颖

从近期各机构发布的策略看， 大部分机构对于

2014年创业板行情并不悲观。 有机构指出，创业板指

数仍能维持在1000点至1500点；一些机构断言，在高

估值小票调整到位后，部分具备成长性的创业板股票

有望重新出发。 整体看，2014年创业板仍然存在结构

性机会。

机构谨慎乐观

中信证券认为，2014年中小企业盈利有望改善。当

前中小企业的复苏趋势不变，订单增速、现金流和ROE

可望持续改善。 中信证券预测，2014年A股中小企业的

利润增速区间为10%到15%，增速好于2013年。 经过一

年的上涨，小盘股当前估值水平不低，但政府倡导的改

革方向从多方面利于民营经济发展。 总体判断，2014年

小盘股将沿着先主题后基本面的脉络震荡上行。

针对市场最担忧的新股发行改革， 大部分券商

认为不会对创业板造成大的冲击。 中信证券认为，预

计作为小盘股“精神领袖” 的创业板2014年可能会

迎来发行制度改革和再融资启航两项重要变化，这

有利于改善小盘股供需瓶颈，形成多赢局面。 从长期

来看， 注册制改革有望解决新股发行中一二级市场

利益不均衡的状态，对小盘股投资者构成长期利好。

瑞银证券认为，大部分投资者对新股保持较高

热情。 由于财务数据经过多次审核，首轮上市公司

质地较优良。 IPO暂停1年多也使投资者憧憬新股重

新开闸。 预计新股发行将再度激发市场对小股票的

热情，创业板可能在1月出现“双头” 行情。

申银万国预估创业板指数2014年核心波动区

间为1000点至1500点。 2月底高估值成长股即使有

反弹也是减仓的机会；待春节后2013年年报业绩风

险释放后，新一轮业绩增长无法证伪，高估值成长

股有望重新出发。 目前最大的争议仍是创业板似乎

过高的估值。

国信证券预测，供给压力下中小市值公司整体

溢价难以保持，取而代之的是个股明显分化。 如果

2014年中小板和创业板估值溢价逐渐向中枢回归，

在盈利增长15%-20%左右的情况下， 整体股价还

有15%-20%的回落空间。 瑞银证券也指出，随着新

股的密集发行，2014年二季度新股发行迎来高峰，

供给增大，高估值小股票可能面临再次回调风险。

成长股分化加剧

总体看， 大部分机构的共识集中在于，2014年

创业板个股将面临分化。 中信证券认为，尽管热门

行业不变,但其中的焦点个股或发生较大变化。 前

期没有表现或不受关注的二三线个股，一旦基本面

发生积极变化,将受到市场追捧，股价弹性较大。

南方基金首席策略师杨德龙指出，成长股不会

像2013年一样鸡犬升天，会出现较大分化；真正有

成长性的个股还会创新高，但多数创业板个股会面

临调整。 2014年市场格局会发生很大变化。

杨德龙认为，2014年价值股和成长股均有表现

机会。 挖掘低估值、业绩增长稳定的白马股，把握政

策热点，抓住改革受益个股，是行之有效的投资策

略。如果创业板出现较大幅度调整，可以从中挖掘一

些优质成长股，如环保、互联网、新能源等。

从产业景气角度看，中长期供需关系一旦形成

不容易变化。 中信证券强调，根据行业属性不同，处

于高景气度行业的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上往往能连

续两年或在更长时间段跑赢大市。TMT、环保、医药

医疗等行业仍将是2014年的强势板块。 具备持续增

长潜力的成长股仍多出自于新兴产业且数量有限，

理应享受较高估值水平。在主题投资告一段落之后，

最先回归投资者视野的依然是成长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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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2013年全年

涨幅（％）

市盈率

（PE，TTM）

2013年三季

度机构持股

比例（％）

网宿科技

４０４．２５ ７１．６０ ２９．４８

掌趣科技

３９７．４３ １６４．８７ ４６．２０

中青宝

３４１．８９ ２０９．０８ ２８．４３

潜能恒信

３３２．５８ １０５．３３ ２．１１

上海钢联

３２６．６１ １４９．２８ ２１．２５

天喻信息

３２１．０７ ７３．４３ ２８．３４

乐视网

３１３．１２ １３３．２９ １１．７４

华谊嘉信

３１０．４５ ９９．５２ ２９．０１

华谊兄弟

２９３．３４ ６４．４５ ２６．６４

阳光电源

２７４．９８ ８５．０８ ５４．３０

银之杰

２６０．９４ ２５１．８０ ８．１５

和佳股份

２４３．３１ ６８．１０ ４０．１２

卫宁软件

２３０．３７ １１３．４９ ４５．２６

亿纬锂能

２２７．５７ ５０．６５ ５５．８３

东方财富

２２５．０２ －３２２．５４ ２６．４７

神州泰岳

２２１．３７ ３６．８３ １４．１６

上海新阳

２１２．８７ １３６．６４ ８．０５

翰宇药业

２０８．６７ ８７．１０ １７．６５

北京君正

２０７．５２ １４５．３２ ８．４５

迪威视讯

２００．０３ ２７１．０５ ２．０４

2013年创业板20大牛股

数据来源：Wind�制表：郑洞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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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以来创业板指数走势

经历了“钱荒” 洗礼，经历了IPO重启冲击，承受着高估值的考验，但创

业板就像打不死的“小强” ，在A股市场仍走出独树一帜的行情。究竟是什么

原因，让曾经羸弱的创业板练成了“硬气功” ？

业内人士认为，创业板已成为一盘未下完的棋，或许已经行至尾声，但

越是尾声多空双方落子越显得谨慎。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创业板指数2014年

是否会出现中期调整可能取决于两个变量，一是筹码供应是否足够多，

二是系统性风险是否积聚。

CFP图片

关于长盛同瑞中证

2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期间同瑞

A

份

额停复牌的公告

因长盛同瑞中证2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本基金” ）于

2014年1月2日对在该日登记在册的同瑞A份额 （基金代码为：“150064” ，基

金简称为“同瑞A” ）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本基金同瑞A份额将于2014年1

月3日暂停交易，并将于2014年1月6日10：30恢复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分级基金份额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调整的通

知》，2014年1月6日同瑞A复牌首日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将调整为2014

年1月3日的同瑞A份额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由于同瑞A份额折算前可

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且折算前的收盘价扣除2013年约定收益后与2014年

1月6日的前收盘价可能有较大差异，因此2014年1月6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

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

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月3日

长盛同瑞中证

2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之同瑞

A

份额

2014

年度约定年收益率

变更的公告

根据《长盛同瑞中证2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简称“《基

金合同》” ）中关于同瑞A份额约定年收益率的相关规定：每份同瑞A份额的

约定年收益率RA为：“一年期同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税后）+3.5%” ，一年

期同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以当年1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

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为准。 年收益均以1.000元为基准进行计算。

2014年1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基准利

率为3.0%，且储蓄存款利息所得个人所得税暂免征收，因此本基金同瑞A份额

2014年度的约定年收益率RA为6.5%（3.0%+3.5%）。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详情，请登陆本公司网站：www.csfunds.com.cn或者

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88-2666、010-62350088。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

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月3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持有的“

12

东台债”债券估值

方法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所持有的债券 “12东台债 （代码：

124088）” 2014年1月2日成交价格严重偏离。 为使持有该债券的基金估值更加公平、合理，根据中国证

监会2008年9月12日下发的[2008]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及本公司

的估值政策和程序，经和托管人协商，本公司决定于2014年1月2日起对旗下基金持有的债券“12东台

债”按估值模型计算的公允价进行估值。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 自上述债券当日收盘价能反映其公允

价值之日起对其恢复按交易所收盘价进行估值。 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本公司旗下基金将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指导意见、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和基金合同中关于

估值的约定对基金所持有的投资品种进行估值，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投资者可登陆我公司网站（http://www.phfund.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6788-999咨询

或查阅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月3日

鹏华中证

A

股资源产业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期间

资源

A

份额停复牌的公告

因鹏华中证A股资源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将以2014年1月2日为基准

日对在该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鹏华中证A股资源产业指数分级基金之A份额 （基金代码：150100，

基金简称“资源A” ）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本基金之A份额将于2014年1月3日暂停交易，并将于2014

年1月6日10：30恢复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分级基金份额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调整的通知》，2014年1月3日资源A

折算完成后，2014年1月6日资源A复牌首日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将调整为 2014年1月3日的资源A

的份额净值（四舍五入至 0.001�元）。 由于资源A份额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2014年1月6日

的前收盘价为2014年1月3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折算前的收盘价扣除 2013年约定收益后与2014年1月6

日的前收盘价可能有差异，可能出现交易价格波动的情形,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并根据

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进行投资。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