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股“送钱”引腾挪 扎堆打新致“误伤”

挤出效应被放大 新股申购打乱“红六月”步伐（副）

本报记者 魏静

作为新股重启第二季的首个申购周，指数“三连跳” 的下跌反应，尤其是创业板的突杀大阴棒，多少还是有些超出市场预期。 目前来

看，扎堆申购新股所带来的挤出效应正不断被放大：除了个人投资者竞相卖股打新外，机构投资者也是潮涌般加入打新军团，一时间，市场

存量资金遭遇了年内最猛烈的抽血冲击。 分析人士表示，在短炒思维早已占据主导地位的当下，任何高企的无风险收益品种，势必都会引

发场内资金的逐利潮，更何况一向以不败神话著称的新股申购，因“双低”发行更大举提升了其后续暴炒空间。 不过，在场内存量资金规模

有限，且主导热点及主题投资能力本身不强的背景下，全民申购热所带来的资金分流效应难免被放大。 应该说，当前大盘还处于新股申购

开启后的“磨合期” ，市场对资金申购新股的超强热情认识不足；短期市场能否止跌回稳，还要视“挤出效应” 的发酵程度而定，投资者还

是要多看少动。

新规助长新股暴炒预期

本周，首批五只新股申购正式启动。 其中，18日开始申购的龙大肉食、联明股份、雪浪环境及飞天诚信引发了整体市场狂热的申购潮。

申银万国最新研报指出，按照询价结果，本周三开始申购的联明股份、雪浪环境、龙大肉食、飞天诚信，有效申购倍数分别达到139.40

倍、136.17倍、183.39倍、91.90倍，而今年年初的首批重启新股有效认购倍数均在10倍以下。 由此可见，市场对此次新股申购几乎已到狂热

的程度。

分析人士表示，资金狂热申购，除了与新股历来较高的无风险收益有关外，新规带来的“双低”发行，也是个人投资者及机构扎堆打新

的重要原因。

2014年首批48只新股的打新收益就极为诱人。在第一批48只新股中，42只新股发行市盈率低于行业市盈率，平均PE折价率为13%。折

价发行提供的新股套利空间，顺理成章地助长了新股的首日暴炒行为，首批新股首日上市平均上涨42.75%。 其中，众信旅游、金轮股份、登

云股份及易事特等成长股的累计涨幅排名居前。

而从新股重启“第二季”首批五只新股启动申购的披露情况来看，低发行价、低市盈率，是本轮首批新股普遍具备的特点。 也就是说，

相较于以往的三高发行，此次“双低”发行对二级市场所作出的“让利”更大，这也是场内资金趋之如骛的直接原因。 而正是基于此，分析

师普遍看好本轮打新行情，毕竟限制超募、限制老股转让、限制发行市盈率、限制发行规模，某种程度上算是一种“制度红利” ，而新股定价

的受压，或者显著低于二级市场同类股票，不仅大幅提升了打新的安全边际，还进一步强化了新规上市之后的暴炒想象空间。

全民打新加剧资金分流

根据最新数据，18日四只新股网下冻结资金高达1270亿元，19日启动申购的依顿电子，网下冻结资金也达323亿元。 在沪市单日成交

始终徘徊于700亿元关口的背景下，动辄冻结千亿的新股申购，对场内存量资金所造成的挤出效应无疑是巨大的；再加上新股超额认购的

热情极高，全民打新在情绪上也大举助长场内资金卖股打新的热潮，因而扎堆打新所带来的巨大资金分流，难免会误伤市场。

众所周知，作为一种无风险收益品种，“打新”历来都能吸引A股资金的竞相争抢；此次新股重启后的正式申购，更是令这种无风险收

益不断被扩大，市场人士普遍将此笑称为“送钱” 。

然而，这种无风险收益的高企，一方面是助推了各种打新热及炒新热，另一方面也给整体市场带来了极大的“挤出效应” ，卖股打新似

乎正成为一种潮流。 本周市场有两大现象进行佐证：一是自本周三申购日开始，两市资金净流出额大幅上升，一举回升至近来的百亿关口

附近；二是交易所回购利率瞬间飙涨，GC001在周三尾盘一度飙涨至30%的年内高点，本周四全天大部分时间该利率品种也都维持在10%

以上的高位，直到尾盘才出现显著的回落。

分析人士指出，新股本来就是A股市场所特有的一大无风险收益品种，在现有市场结构估值依然高企的背景下，这种自降“身价” 的

新股发行，无疑会引来汹涌的申购大军。这中间，除了个人投资者外，机构投资者恐怕热情更高。而一旦整个市场的活跃资金都疯狂地参与

打新，则习惯了短炒思维的A股难免会深受其累。 在新股发行的新规则下，各类投资者可能都会赶在申购日卖股打新以增加中签率，因而

整体市场遭遇资金失血的状况肯定会加剧，提醒投资者要对此次“挤出效应”保持一定的谨慎心态。

“红六月”进程视打新潮而定

应该说，在新股申购正有序启动之际，市场依然处于“打新热” 背景下的磨合期，一方面，新股申购的狂热度能否继续保持，暂时还未

可知。 毕竟过高的超额认购，势必会导致极低的中签率；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场内资金对这种犹如“中彩票” 一样的游戏，有可能会逐步散

失兴趣。 另一方面，新股申购所引发的资金腾挪打新现象，也有待观察。 目前来看，这种个人与机构一窝蜂而上，尤其是卖股满额参与打新

的行为，应该不是常态。

一种情形是，随着场内资金对新股申购重启的逐步适应，市场将大概率回到此前运行的通道中来。从目前6月份的市场环境来看，基本

面及政策面的共振，依然锁定着“红六月” 的基调，因而市场应仍处于反弹的通道中。 从经济基本面来看，今年一季度国内GDP同比增长

7.4%，CPI为2.3%，处于设定的经济底线之上。 分项来看，一季度第三产业GDP增速为7.8%，自2013年一季度以来持续快于GDP增速，占

GDP比例由2010年的39.1%上升到51.1%。 拖累GDP的主要压力来源于第一产业的持续下滑，但第一产业占GDP比例已由2010年的59.1%

下降到45.9%。分析人士表示，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GDP占比和增速变动来看，国内产业结构已经明显优化，未来服务业对于GDP增长

的拉动效应将加大，而传统工业和制造业对于GDP的负面拉动将减缓。政策持续性上，最近两个月内，李克强总理连续8次主持召开国务院

常务会议，核心均为促进经济稳定增长，与之对应的是，货币全面宽松的预期也在不断发酵，定向降准范围的扩大就是一大例证。

另一种情形则是，场内资金继续热衷于这种中签游戏，且打新资金除了大规模聚焦于“打新潮”外，还进一步向次新股蔓延，即未中签

的投资者大举抢筹新上市的次新股群体，这也会对市场原有结构带来一定的影响。 分析人士指出，如果打新热及炒新热持续蔓延，则场内

存量资金的分流，势必会对市场热点及各类主题的炒作带来一定打击，届时“红六月”有可能会就此终结，投资者暂时还是要边走边看。

价值回归挤出次新股泡沫

□

本报记者 于萍

6月19日，次新股板块出现集体回调。 尽管如此，

48家次新股公司自年初至今仍多次受到资金热炒，

多家公司的日均换手率排在市场前列。 在不少次新

股成交异动的背后， 出现了游资炒作的身影。

然而，不少公司虽然交易活跃，业绩表现却并

未形成有力支撑。

游资频频出入

6月19日， 次新股公司应流股份换手

率达到39.52%，位列沪深两市换手率榜单

首位。 多次出现在高换手率排行榜前列的次

新股公司汇金股份也再次出现在换手率前十之

列。 高换手率的背后，游资身影已频频闪现。

以汇金股份为例， 该公司已经连续4天出现交易

异动，换手率超过20%。 6月19日，广发证券上海中山

西路证券营业部买入汇金股份6664.16万元，占总成交

比例的35.15%，卖出金额为252.46万元。

在汇金股份的交易龙虎榜上，多家堪称游资“大

本营” 的营业部均位列其中。 华泰证券成都蜀金路证

券营业部在三个月内已19次上榜，广发证券上海中山

西路证券营业部也已有6次上榜； 申银万国上海陆家

嘴环路证券营业部、 兴业证券深圳景田路证券营业部

等游资活跃的营业部也多次出现在汇金股份交易龙虎

榜之列。 仅5月份，汇金股份便由于换手率较高而15次

出现在交易异动榜单上。

可以看到，部分营业部频繁进出汇金股份，甚至

出现“当天买、隔天卖” 的现象。 以华泰证券成都蜀

金路证券营业部为例，该营业部曾在5月份时密集买

卖汇金股份， 特别是从5月13日起便开始短时期内

频繁“倒手” ，连续多次出现大额买卖现象。 自6月

17日起， 广发证券上海中山西路证券营业部也连续

三天出现在汇金股份异动营业部名单中。特别是6月

19日买入6664.16万元，成为汇金股份上市后出现交

易异动中金额最大的一笔。 除了19日的操作外，该

营业部在6月17日曾买入汇金股份527.01万元，卖出

0.24万元；6月18日曾买入汇金股份166.56万元，卖

出316.83万元。

除汇金股份外，Wind数据显示，金轮股份、登云股

份、金莱特、天保重装、光洋股份等次新股公司年内的

日均换手率均超过20%。在超高换手率的背后，不少公

司股价快速攀升。其中，金轮股份年内累计涨幅已经达

到142.3%、登云股份则达到116.7%。

业绩难有支撑

尽管资金“捧场” ，但次新股的业绩表现却并非全

都乐观。 Wind数据显示，已经披露中报预告的21家次

新股公司中，仅有8家预增。 业绩波动与交易活跃度形

成鲜明对比。

金轮股份便预计上半年实现净利润1630万元至

2180万元，同比下降20%至40%。 对于业绩下降，公司

则将其归咎于公司上市支付路演等相关费用以及所得

税率变动影响。不过从去年年报时，公司业绩增长便已

初露疲态。 公司去年净利润同比下降6.56%，一季度净

利润则同比下降47.08%。

登云股份也预计中报业绩同比略减，预计净利润

约1198.45万元至1621.43万元， 同比下降11.1%至

34.29%。 公司称，该预测未包括政府补贴等非经常性

损益因素。登云股份一季度净利润仅增长了0.17%，而

公司去年三季报和年报的净利润均出现下滑。 同样，

主营金融机具的汇金股份一季度净利润同比下降近

七成。

市场人士指出， 交易活跃的次新股公司并非都有

业绩或预期支撑， 再加上次新股公司股本规模相对较

小，更有利于资金炒作。 不过，随着未来IPO启动，次新

股泡沫将逐步缩减，并向合理价值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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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打新”潮涌

F

“红六月” 进程视打新潮而定

应该说，在新股申购正有序启动之

际，市场依然处于“打新热” 背景下的

磨合期，一方面，新股申购的狂热度能

否继续保持，暂时还未可知。 毕竟过高

的超额认购， 势必会导致极低的中签

率；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场内资金对这

种犹如“中彩票” 一样的游戏，有可能

会逐步散失兴趣。 另一方面，新股申购

所引发的资金腾挪打新现象，也有待观

察。 目前来看，这种个人与机构一窝蜂

而上， 尤其是卖股满额参与打新的行

为，应该不是常态。

一种情形是，随着场内资金对新股

申购重启的逐步适应，市场将大概率回

到此前运行的通道中来。 从目前6月份

的市场环境来看，基本面及政策面的共

振，依然锁定着“红六月” 的基调，因而

市场应仍处于反弹的通道中。 从经济基

本面来看，今年一季度国内GDP同比增

长7.4%，CPI为2.3%， 处于设定的经济

底线之上。 分项来看，一季度第三产业

GDP增速为7.8%，自2013年一季度以来

持续快于GDP增速，占GDP比例由2010

年的39.1%上升到51.1%。 拖累GDP的

主要压力来源于第一产业的持续下滑，

但第一产业占GDP比例已由2010年的

59.1%下降到45.9%。 分析人士表示，从

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GDP占比和增

速变动来看，国内产业结构已经明显优

化，未来服务业对于GDP增长的拉动效

应将加大， 而传统工业和制造业对于

GDP的负面拉动将减缓。 政策持续性

上，最近两个月内，李克强总理连续8次

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核心均为促

进经济稳定增长，与之对应的是，货币

全面宽松的预期也在不断发酵，定向降

准范围的扩大就是一大例证。

另一种情形则是， 场内资金继续热

衷于这种中签游戏， 且打新资金除了大

规模聚焦于“打新潮” 外，还进一步向次

新股蔓延， 即未中签的投资者大举抢筹

新上市的次新股群体， 这也会对市场原

有结构带来一定的影响。分析人士指出，

如果打新热及炒新热持续蔓延， 则场内

存量资金的分流， 势必会对市场热点及

各类主题的炒作带来一定打击， 届时

“红六月” 有可能会就此终结，投资者暂

时还是要边走边看。

新股“送钱” 引腾挪 扎堆打新致“误伤”

挤出效应被放大 新股申购打乱“红六月”步伐

□

本报记者 魏静

作为新股重启第二季的首个申购周，指数“三连跳” 的下跌反应，尤其是创业板的突杀大阴棒，多少还是有些超出市场预

期。 目前来看，扎堆申购新股所带来的挤出效应正不断被放大：除了个人投资者竞相卖股打新外，机构投资者也是潮涌般加入打

新军团，一时间，市场存量资金遭遇了年内最猛烈的抽血冲击。 分析人士表示，在短炒思维早已占据主导地位的当下，任何高企

的无风险收益品种，势必都会引发场内资金的逐利潮，更何况一向以不败神话著称的新股申购，因“双低” 发行更大举提升了其

后续暴炒空间。不过，在场内存量资金规模有限，且主导热点及主题投资能力本身不强的背景下，全民申购热

所带来的资金分流效应难免被放大。 应该说，当前大盘还处于新股申购开启后的“磨合期” ，市场对资金

申购新股的超强热情认识不足；短期市场能否止跌回稳，还要视“挤出效应” 的发酵程度而定，投资者还

是要多看少动。

新规助长新股暴炒预期

本周，首批五只新股申购正式启动。

其中，18日开始申购的龙大肉食、 联明

股份、 雪浪环境及飞天诚信引发了整体

市场狂热的申购潮。

申银万国最新研报指出， 按照询价

结果，本周三开始申购的联明股份、雪浪

环境、龙大肉食、飞天诚信，有效申购倍

数分别达到139.40倍、136.17倍、183.39

倍、91.90倍， 而今年年初的首批重启新

股有效认购倍数均在10倍以下。 由此可

见， 市场对此次新股申购几乎已到狂热

的程度。

分析人士表示，资金狂热申购，除了

与新股历来较高的无风险收益有关外，

新规带来的“双低” 发行，也是个人投资

者及机构扎堆打新的重要原因。

2014年首批48只新股的打新收益

就极为诱人。 在第一批48只新股中，42

只新股发行市盈率低于行业市盈率，平

均PE折价率为13%。 折价发行提供的新

股套利空间， 顺理成章地助长了新股的

首日暴炒行为， 首批新股首日上市平均

上涨42.75%。 其中，众信旅游、金轮股

份、 登云股份及易事特等成长股的累计

涨幅排名居前。

而从新股重启“第二季” 首批五只

新股启动申购的披露情况来看， 低发行

价、低市盈率，是本轮首批新股普遍具备

的特点。也就是说，相较于以往的三高发

行，此次“双低” 发行对二级市场所作出

的“让利” 更大，这也是场内资金趋之如

骛的直接原因。而正是基于此，分析师普

遍看好本轮打新行情，毕竟限制超募、限

制老股转让、限制发行市盈率、限制发行

规模， 某种程度上算是一种 “制度红

利” ，而新股定价的受压，或者显著低于

二级市场同类股票， 不仅大幅提升了打

新的安全边际， 还进一步强化了新规上

市之后的暴炒想象空间。

全民打新加剧资金分流

根据最新数据，18日四只新股网下

冻结资金高达1270亿元，19日启动申购

的依顿电子， 网下冻结资金也达323亿

元。 在沪市单日成交始终徘徊于700亿

元关口的背景下， 动辄冻结千亿的新股

申购， 对场内存量资金所造成的挤出效

应无疑是巨大的； 再加上新股超额认购

的热情极高， 全民打新在情绪上也大举

助长场内资金卖股打新的热潮， 因而扎

堆打新所带来的巨大资金分流， 难免会

误伤市场。

众所周知， 作为一种无风险收益品

种，“打新” 历来都能吸引A股资金的竞

相争抢；此次新股重启后的正式申购，更

是令这种无风险收益不断被扩大， 市场

人士普遍将此笑称为“送钱” 。

然而，这种无风险收益的高企，一方

面是助推了各种打新热及炒新热， 另一

方面也给整体市场带来了极大的“挤出

效应” ，卖股打新似乎正成为一种潮流。

本周市场有两大现象进行佐证： 一是自

本周三申购日开始， 两市资金净流出额

大幅上升， 一举回升至近来的百亿关口

附近； 二是交易所回购利率瞬间飙涨，

GC001在周三尾盘一度飙涨至30%的

年内高点， 本周四全天大部分时间该利

率品种也都维持在10%以上的高位，直

到尾盘才出现显著的回落。

分析人士指出， 新股本来就是A股

市场所特有的一大无风险收益品种，在

现有市场结构估值依然高企的背景下，

这种自降“身价” 的新股发行，无疑会引

来汹涌的申购大军。这中间，除了个人投

资者外，机构投资者恐怕热情更高。而一

旦整个市场的活跃资金都疯狂地参与打

新， 则习惯了短炒思维的A股难免会深

受其累。在新股发行的新规则下，各类投

资者可能都会赶在申购日卖股打新以增

加中签率， 因而整体市场遭遇资金失血

的状况肯定会加剧， 提醒投资者要对此

次“挤出效应” 保持一定的谨慎心态。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副总经理变更的

公告

2014年06月20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

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

》

高管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管理人副总经理

2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副总经理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陆文佳

任职日期

2014-06-19

过往从业经历

1996

年

7

月至

2003

年

12

月在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就职

，

历任分支行职

员

、

经理

；

2003

年

12

月至

2014

年

5

月在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就职

，

历任市

场业务一部投资顾问

、

上海机构业务部总监助理

、

市场部总监助理

、

上海

业务部总经理

、

市场部总经理

、

公司副营销总裁

。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

、

学位 硕士研究生

3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已经2014年4月29日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四届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已

按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及上海证监局报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6月20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富国产业债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2014年06月20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富国产业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富国产业债券

基金主代码

100058

基金管理人名称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兼有增聘和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饶刚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钟智伦

2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饶刚

任职日期

2014-06-20

证券从业年限

15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15

过往从业经历

自

1999

年

7

月至

2002

年

1

月在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工作

；

自

2002

年

1

月至

2003

年

7

月在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工作

；

自

2003

年

7

月至

2005

年

12

月在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研究员

；

自

2006

年

1

月至今历

任基金经理

、

固定收益部总经理

、

总经理助理

、

固定收益投资部总经理

；

自

2013

年

8

月起兼任富国资产管理

（

上海

）

有限公司总经理

。

其中

：

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100018

富国天利增长债券投

资基金

2006-01-12 ———

161010

富国天丰强化收益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08-10-24

———

161014

富国汇利分级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2010-09-09

———

161014

富国汇利回报分级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3-09-09

———

000197

富国目标收益一年期

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2013-06-27 ———

000202

富国目标收益两年期

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2013-09-13

———

161015

富国天盈分级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2014-3-26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

取行政监管措施

是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否

国籍 中国

学历

、

学位 硕士研究生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

/

登记

是

注：富国汇利回报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系富国汇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转型而来。

3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钟智伦

离任原因 工作安排

离任日期

2014-06-20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钟智伦先生继续担任富国天丰强化

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

4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公司已按有关规定向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6月20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中原证券为

富国天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理

销售机构和确权业务受理机构的公告

根据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证

券” ）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自2014年6月20日起，中原证券开始代理销售富国天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且同时开通本基金的确权业务，投资者可通过中原证券办理开户、申

购、赎回、确权业务，其他业务的开通情况敬请投资者留意届时公告。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10号

办公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10号

法定代表人：菅明军

联系电话：0371—65585670

传真： 0371--65585665

联系人： 程月艳

客服电话： 0371-967218、400-813-9666

公司网站：www.ccnew.com

投资者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进行咨询：

客户服务电话：95105686，4008880688（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话费）

网址：www.fullgoal.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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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日

富国目标收益两年期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二

0

一四年第一次收益分配公告

2014年06月20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富国目标收益两年期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富国目标收益两年期纯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0202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3

年

09

月

13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及配套法

规

、《

富国目标收益两年期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

》、《

富国目标收益两年期纯债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4

年

06

月

13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人

民币元

）

1.0580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

位

：

人民币元

）

40,313,149.27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

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8,062,629.85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金份额

）

0.3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14

年度的第

1

次分红

注：本基金合同约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12次，每

次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该次可供分配利润的20%。 经本基金管理人计算并由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截至2014年6月13日，本基金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40313149.27元。以2014年6月13

日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基准，本基金决定向基金份额持有人每10份基金份额派发红利0.30元。

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4

年

06

月

24

日

除息日

2014

年

06

月

25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4

年

06

月

27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交易结束后在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投资者

。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不接受红利再投资

，

收益分配仅采用现金

方式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

，

基金向投资

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投资者可以登陆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fullgoal.com.cn或拨打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客户服务热线95105686、4008880688（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费）进行相关咨询。

2、风险提示

本基金分红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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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06月20日

四新股

主营业务各有千秋

□本报记者 傅嘉

备受市场瞩目的四只新股，龙大肉食、雪浪环境、飞天

诚信与联明股份6月20日公布了网上中签率， 分别为

0.437%、0.458%、0.833%、0.544%。 由于网上申购倍数过

高，这四只股票均触发了回拨机制。 统计数据显示，四家公

司网上网下冻结资金总额超过3800亿元。

冻结巨额资金

龙大肉食公告称，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9.79元/股，

发行的股票数量为5459万股，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278550

万股。 网下有效申购资金为273亿元， 有效申购数量为

278550万股。本次网上网下申购合计冻结资金为850亿元。

网上申购方面，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858363户，有效申购股数为59.02亿股，冻结资金578亿元。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8325050249%。

公募及社保基金共121家配售对象参与龙大肉食的网

下申购，最终配售比例为0.25063085%。企业年金和保险机

构共64家配售对象参与本次网下申购， 最终配售比例为

0.18559156%。 其他投资者共41家配售对象参与本次网下

申购，最终配售比例为0.07847928%。

雪浪环境公告显示，雪浪环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4.73

元/股。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853649户，有效

申购股数为39.33亿股，配号总数为7865388个。回拨后本次

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458%，超额认购倍数为218倍。

公司网下配售有效申购资金为223亿元，网上冻结579亿元，

两者合计达802亿元。

飞天诚信公告表示，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3.13元/

股， 发行的股票数量为2376万股， 其中发行新股数量为

2001万股，老股转让数量为375万股。本次网上网下申购合

计冻结资金为1487亿元。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575.10万股，占本次发行

股票数量的24.2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800.90万股，占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75.80%。

网下申购方面， 本次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11亿股，最

终发行数量为575.10万股。 有效申购资金为391亿元。 新股

发行数量 （无锁定） 中， 公募及社保基金的配售比例为

0.26403758% ， 企业年金和保险机构的配售比例为

0.22962159%；老股转让数量中，公募及社保基金的配售比

例为2.56093316%， 企业年金和保险机构的配售比例为

8.88964444%。

网上申购方面， 飞天诚信本次网上有效申购股数为

33.09亿股， 冻结资金为1096亿元。 回拨后网上中签率为

0.5441650244%。

联明股份公告显示， 本次发行回拨后， 网下发行200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规模的10%，网上发行1800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规模的90%。 本次发行，网下配售有效申购资金263.25亿

元，网上冻结资金409.44亿元，两者合计达670多亿。

根据公告内容，网下配售中，有效申购资金为263.25亿

元，有效申购数量为265110万股。 网上发行有效申购股数

为412327.2万股，网上冻结资金量为409.44亿元，回拨后网

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3654651%。

业务各有千秋

资料显示， 龙大肉食募集资金将投入建设年出栏生猪

31万头及低温肉制品6000吨项目，预计项目达产后，年新

增销售收入54023.47万元、利润总额8470.02万元。

雪浪环境主营业务集中在烟气净化和灰渣处理设备，下

游主要面向垃圾焚烧、钢铁、冶金等行业，目前在垃圾焚烧行

业奠定了较强的竞争地位。 目前公司在手订单充足，待执行

合同金额5.49亿元。本次募集资金将主要专注于年产20台套

烟气净化与灰渣处理系统项目。

飞天诚信是四家新股中概念最为吸引投资者的公司，

公司主要从事以身份认证为主的信息安全产品的研发、生

产、销售和服务。 2013年公司收入8.5亿元，同比增长40%。

USBKey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87.30%，是公司的核心业务。

联明股份主要生产汽车车身冲压及焊接总成零部件，

产品分为车身前部、后部、侧围部、底盘冲压及焊接件。公司

拟使用募集资金2.5亿元投资于汽车大型冲压零部件生产

基地（一期）及模具研发项目、汽车冲压及焊接零部件生产

基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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