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调成买点 新基金火线建仓

本报记者 李良

近期大盘巨震，搅乱了不少投资者的“牛市梦” ，但在许多亟待建仓的新基金眼里，却是饕餮大餐的开始。

在上周四沪指大跌6.5%后，一位已成立新基金的基金经理向记者表示，调整为建仓提供了绝佳机会。 “因为此前看好的股票一直在上涨，过快建仓的冲击成本太高，所以迟迟不敢下手。 这下好了，个股暴跌一下给了十几个点的建仓空间。 ”该基金经理说。

来自东方财富网Choice金融终端的数据显示，4月和5月，短短两个月时间，新基金首募额高达5237亿元，其中超过5000亿元是以投资A股为主的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 考虑到新基金一般有长达6个月的建仓期，在A股整体估值水平飙升的背景下，许多新基金都放缓了建仓步伐，而上周突如其来的调整，普遍被他们视为期待已久的“买点” ，几千亿资金正在跑步入场！

新基金火速建仓

得益于牛市，新基金发行重现久违的火爆场景。 但在基金公司为滚滚财源欢呼的同时，基金经理们却在为如何建仓而烦恼。

来自东方财富网Choice金融终端的数据显示，在4月、5月新基金首募额高达5237亿元，较今年前三个月的总额3000亿元大增了74.60%，以此推算，二季度成立的新基金首募额较一季度翻倍几无悬念。 在总量激增的同时，单只新基金成立的首募额也在上升。 以混合型基金为例，5月份混合型基金的平均首募份额达到40.35亿份，且频频出现首募额超百亿的新基金。

上海某新基金的基金经理向记者表示，从基金公司的角度，乐见新基金发行规模扩大，但对自己来说，如果基金规模动辄五六十亿甚至破百亿，将会面临极大的建仓难题。 他指出，无论是从基金公司的股票池，还是从市场情绪来看，成长股显然是建仓的首选标的，但今年以来成长股一路飙涨，已经突破了原有估值体系的估值上限，难以做出重仓持有的决策。

“更重要的是，成长股市值一般都不大，一旦决定建仓，动辄几亿的资金打出去，交易员也很难保证在一个合适的价格区间内买到足够的股票。 这也是我们建仓过程中最大的烦恼———冲击成本太高。 ”该基金经理说，“所以我们一直在耐心等待，我相信一定会出现较大的调整来提供建仓机会。 上周的下跌提供了一次买点，我做了一次比较大的建仓，后续应该还会有好的机会出现。 ”

事实上，在暴跌中主动建仓，不仅仅是新基金，还有此前主动减仓控制风险的诸多偏股型基金。 今年以来业绩排名前列的某股票型基金的基金经理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在上周四大盘暴跌之前，自己已经将部分短期涨幅过快、估值透支过猛的股票卖出，迅速将仓位降低到75%左右。 在暴跌之后，其便择机开始加仓，加仓的对象便是此前“眼馋”却难以获得买入机会的成长股。

热门题材受追捧

基金经理们敢于在大跌时大举建仓的信心，源自于他们对A股牛市仍将持续的判断。

中欧基金的曹剑飞认为，虽然经济仍然没有企稳，但市场风险偏好在继续增加，因此市场难有大幅度回调。 经过今年以来的大幅上涨，尤其是创业板估值相对较贵，在这种情况下出现震荡整理或回调都是正常的，但不影响向上趋势。

海富通基金研究总监、海富通精选、海富通精选贰号基金经理丁俊则表示，上周四A股的大跌是本轮行情中的一次正常回调，汇金减持、银行摸底理财资金动向、央行正回购等所有传闻因素都只有一个主因：前期涨幅太大，需要调整，前期获利太多，需要回调。 他同时表示，在暴跌之后，创业板率先翻红的表现，也坐实了创业板是本轮行情的龙头。

“由于创业板契合了产业转型、万众创业以及‘互联网+’一系列风口，社会资本加速向其流入，在这一过程中会出现过热过猛的迹象，但总体趋势不会改变。 毫不夸张的说，创业板好比上一轮牛市中的地产、水泥、工程机械等板块，未来还会成为向上的动力。 ”丁俊说，“目前看来大盘股对指数推动力量太大，上涨过快的话不符合慢牛特性。 所以目前风格还不会切到超级大盘股，但前期一些超额收益过多的板块，如互联网金融有可能出现变化，热点个股会出现轮动。 主板中那些市值不高，具有国企改革等政策概念的公司会开始表现。 ”

最新一期的“上投摩根投资风向标”则显示，68.04%的投资人看好A股市场后续走势，认为A股短期回调后会继续创出新高，仅有3.8%的投资者看空，另有25%的投资人看平。 对于后市主题投资机会，“互联网+” 、“一带一路” 、军工、医疗最受投资者认可。 其中，“互联网+”仍是投资者眼中的“大热门” ，有78.16%的投资人继续看好。 调查结果还显示，随着2014年下半年以来A股市场回暖，投资者情绪指数连续四个季度持续上扬，达到140，投资情绪较为乐观。

值得关注的是，对于渐行渐近的注册制，上投摩根的调查报告还显示，近四成投资者认为注册制对股市没有影响。 另外，有45.0%的投资者表示注册制的推出不会影响其股票投资，与投资者对注册制的中立态度一致；另有35.1%的投资人相对乐观，但其中绝大多数在是否会增持股票的问题上持观望态度。 同样，投资经验丰富的投资者在注册制实行后增持股票的意愿度更高。

紧盯政策“风向标”

虽然在众多基金经理看来，在牛市格局未改的背景下，市场回调提供了更好的建仓机会，但他们也同时提醒投资者，伴随着监管力度的加大，本轮有着显著“杠杆”特性的牛市，未来会频频出现短期剧烈震荡。

上投摩根首席宏观策略分析师吴文哲指出，周一互联网金融带动创业板指继续高歌猛进，同时广州国企改革带动国企改革个股热情升温，但本周创业板指和上证综指涨幅过大，市场监管力度或加大。 他进一步表示，对A股市场中期走牛的观点不改，短期仍需关注监管政策的变化。

上海某基金公司投资副总监则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两融余额快速上升以及场外配资的活跃，让本轮牛市有了明显的杠杆属性，这在增加了股市活跃度，令个股飙涨的同时，也积累了巨大的风险，一旦风险暴露或将超出普通投资者的承受能力。 有鉴于此，监管层一直在努力控制融资融券等业务的风险，并加大对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这些监管动作会显著影响到市场情绪。 在未来一段时间，市场或因监管力度的变化而出现不同的表现，单日暴跌的情况仍有可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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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58� � � � � � �证券简称：雪迪龙 公告号：2015-034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设立贵州分公司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4月20日召

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贵州设立分公司的议

案》，同意公司在贵州设立分公司，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4月21日刊登于《中

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

com.cn)上的《关于在贵州设立分公司的公告》（公告号：2015-029）；

近日，贵州分公司完成了设立相关工商登记手续并取得了相关工商行政

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1.注册号：520190000173963

2.名称：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

3.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4.营业场所：贵阳市观山湖区诚信北路8号绿地联盛国际3,4号楼4单元19

层4号

5.负责人：郜武

6.成立日期：2015年05月13日

7.营业期限：2015年05月13日至2065年05月12日

8.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

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

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

特此公告。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六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272 � � � � �证券简称：川润股份 公告编号：2015-027号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川润股份，股票代码：002272）

已于 2015年 4月 20日（星期一）开市起停牌。详见公司于2015年4月21日发

布的《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18号）。停牌期间，

公司分别于2015年4月27日、2015年5月4日、2015年5月11日、5月16日、5月20

日、5月27日发布了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20号、022

号、023号、024号、025号、026号）。

截止目前，公司正在积极推进相关工作，鉴于该重大事项目前仍存在较大

的不确定性，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6月3日（星期三）开市

起继续停牌。

公司将抓紧时间尽快确定该重大事项，待相关事项明确后，公司将通过指

定媒体及时披露相关公告并申请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

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

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6月2日

机构数据显示

海外资金大举入市

□

本报记者 朱茵

机构统计数据显示， 就在市场出现

大幅波动的背景下， 海外资金正大幅流

入A股。 与此同时，国内的券商资管产品

发行规模上也不断攀升， 前五月总规模

已经突破千亿。多家券商认为，6月份A股

仍将维持升势，延续牛市格局。

资管产品发行超千亿

申万宏源的统计报告显示，5月21日

到5月27日，全球资金大幅流入，刷新了

自2000年以来最大单周流入的纪录，当

周有45.83亿美元的净流入， 而此前一周

为14.31亿美元。 A股上演过山车行情，强

大的赚钱效应吸引了巨额外资流入。 统

计显示，在上述45.83亿美元的资金中，流

入ETF的资金有43.34亿美元， 而此前一

周为14.17亿美元。 据悉，2009年以来进

入中国股市的资金通常较为青睐金融行

业，能源等配置占比增加较快，医疗、IT

等配置占比有所降低。 申万宏源首席宏

观分析师李慧勇认为，外资强势流入，源

于中港基金互认推行。 在资本账户逐渐

松绑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大背景下， 需要

建设良性的资本市场， 才能吸引外资持

续平稳进入股市。

东方财富Choice统计数据显示，今

年券商发行的资管产品也借牛市井喷，

前五个月总规模已经达到1176亿元。

在今年前五个月， 每个月的产品发

行规模都在百亿之上。 1月份发行产品数

量最多， 达到392只，2月份为210只，3月

份为334只，4月份为261只，5月份为178

只， 目前6月份已经有8只产品进入了推

广发行期。 不过，从发行的总规模来看，4

月份最多，发行规模达到403亿元。 发行

产品的平均规模在不断攀升， 已经从之

前的每只产品规模0.64亿元上升到了4月

份的1.54亿元， 但5月份产品规模有所下

降。 总体来看，券商发行产品多以混合型

为主，单纯股票型产品的发行数量并没有

井喷。

6月开启长牛走势

券商机构对A股后市普遍看好，认

为6月份市场会有震荡，但不会改变牛市

格局。

海通证券研究所宏观分析师姜超认

为， 不能因为估值高就认为股市有泡沫，

把股市和楼市比一下， 楼市的市值接近

200万亿人民币， 每年的新增供应接近8

万亿，相比之下股市的市值只有60万亿，

每年新增供应只有1万亿左右。 借鉴过去

10年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经验， 只要股市

能够帮助中国经济配置资源，实现从工业

向服务业的转型，提高大家的收入，最终

高估值的泡沫可以化解。人口红利结束以

后地产将迎来长期拐点，货币政策有望持

续宽松，降低利率、增加权益，助力债务去

杠杆。 居民财富将趋势性地从房产、存款

转向金融市场，未来将迎来“股债双牛” 。

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认为，6月份的

核心交易特征在于消化短期政策风险，

酝酿新的进攻机会。 5月底市场在政策干

预下出现巨幅调整， 但从政策出发点来

看仍是希望市场健康发展、走慢牛行情，

而非真正打压市场。 因此，6月份主要任

务是消化短期政策利空， 重新寻找新的

进攻机会。 上证指数核心波动区间预计

在4600点至5150点。 股票市场向上的大

逻辑依然未被打破，维持多头思维。 目前

来看，改革提升市场风险偏好，上市公司

自下而上转型适应新常态， 这些牛市核

心推动力未遭到破坏。 因此，市场将维持

原有上升趋势， 短期调整有利于后续的

进一步上行。 建议投资者继续保持牛市

思维，牛市不言顶。

“分级旋风” 成吸金利器

□

本报记者 黄淑慧

在今年发行的新基金中， 分级基金

可谓是最耀眼的品种。 截至5月，已成立

和发行的分级基金数量突破100只，短期

内分级基金将迎来上市大潮。 在牛市氛

围下，分级基金整体呈现溢价状态，套利

资金的涌入推动着分级基金规模进一步

扩张，并为市场注入增量资金。

分级基金规模猛增

据广发证券研报统计， 截至5月底，

分级基金的整体规模已经达到3112亿

元， 其中股票型分级基金规模为2795亿

元，较2014年年末增长了147.83%。 以现

有节奏，新发行的分级基金会尽快上市，

将给市场带来150亿元左右的资金。

除此以外， 正在发行的基金还在源

源不断地为市场供应增量资金。 东方财

富Choice数据显示，在发新基金中，共有

富国中证体育产业、中融中证银行、申万

菱信中证申万医药生物、 富国中证工业

4.0、鹏华互联网、鹏华环保、华安中证全

指证券公司、华安中证银行、中融中证煤

炭、中融国证钢铁行业、长盛中证金融地

产、鹏华创业板、博时中证银行、南方中

证高铁产业等14只分级基金。

随着分级旋风愈演愈烈， 越来越多

的基金公司加入到分级基金发行大潮当

中， 不少公司都表示将分级基金作为当

下被动型产品的布局重点。 目前尚有大

量分级基金已经申报尚未启动发行。

业内人士指出， 新产品加速发行上

市、 股指大幅上涨催生的上折潮所带来

的“眼球效应” 等因素推动了分级基金

规模爆发式增长。 根据分级基金网统计，

自年初以来截至5月30日，股票型分级基

金累计上折达38次，创史上之最。 特别是

自3月份开始，伴随创业板的大幅飙升和

蓝筹股的稳步上扬，不断有分级基金触发

上折。 3月份累计有10只分级基金触发上

折，仅3月24日一天便有4只实施上折。 4

月份再度有9只基金触发上折。统计显示，

投资者T-10日或T-5日买入分级B并持

有至T+5日大多能获得10%左右超额收

益。 这进一步吸引了资金入场。

B份额受资金追捧

由于在牛市氛围下，分级基金在大多

数时候呈现整体溢价状态，高溢价吸引了

套利资金陆续进场进行溢价套利，从而创

设出新的基金份额，推动了分级基金规模

扩张。

一些分析人士看来，分级基金与牛市

互相推动， 某种意义上形成了正反馈作

用，是“杠杆上的牛市”的另一个切面。在

市场节节上涨的氛围下，具有杠杆的分级

基金B份额受到资金追捧，推动分级基金

整体溢价，这样就推倒了套利的多米诺骨

牌。 此时大量的中性策略资金入市，申购

母基金并拆分出A、B份额在二级市场上

卖出套利，而申购母基金的操作带来资金

大量流入，然后母基金买入正股以跟踪指

数，于是在标的股上涨的情况下更加推高

B份额的价格，从而将中性的套利资金也

带入多头阵营，进一步为市场带来更多增

量资金。

数据显示，多达10只基金在5月份上

市交易， 一些品种上市后受到市场热捧，

场内规模激增，如鹏华银行分级子份额激

增近120亿份，前海中航军工分级子份额

激增80亿份， 富国证券公司分级子份额

增加了22亿份。 中融基金、安信基金、工

银瑞信基金等公司旗下也有多只新品在5

月份上市，这些新品种贡献了相当比例的

分级基金规模增量。

紧盯政策“风向标”

虽然在众多基金经理看来， 在牛市格局未

改的背景下，市场回调提供了更好的建仓机会，

但他们也同时提醒投资者， 伴随着监管力度的

加大，本轮有着显著“杠杆” 特性的牛市，未来

会频频出现短期剧烈震荡。

上投摩根首席宏观策略分析师吴文哲指

出， 周一互联网金融带动创业板指继续高歌猛

进， 同时广州国企改革带动国企改革个股热情

升温，但本周创业板指和上证综指涨幅过大，市

场监管力度或加大。 他进一步表示，对A股市场

中期走牛的观点不改， 短期仍需关注监管政策

的变化。

上海某基金公司投资副总监则向中国证

券报记者表示， 两融余额快速上升以及场外

配资的活跃， 让本轮牛市有了明显的杠杆属

性，这在增加了股市活跃度，令个股飙涨的同

时，也积累了巨大的风险，一旦风险暴露或将

超出普通投资者的承受能力。 有鉴于此，监管

层一直在努力控制融资融券等业务的风险，

并加大对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

度，这些监管动作会显著影响到市场情绪。 在

未来一段时间， 市场或因监管力度的变化而

出现不同的表现， 单日暴跌的情况仍有可能

出现。

回调成买点 新基金火线建仓

□

本报记者 李良

近期大盘巨震，搅乱了不少投资者的“牛市梦”，但在许多亟待建仓的新基金眼里，却是饕餮大餐的开始。

上周四沪指大跌

6.5%

后，一位已成立新基金的基金经理向记者表示，调整为建仓提供了绝佳机会。 “因为此前

看好的股票一直在上涨，过快建仓的冲击成本太高，所以迟迟不敢下手。 这下好了，个股暴跌一下给了十几个点的

建仓空间。 ”该基金经理说。

来自东方财富网

Choice

金融终端的数据显示，

4

月和

5

月，短短两个月时间，新基金首募额高达

5237

亿元，其中

超过

5000

亿元是以投资

A

股为主的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 考虑到新基金一般有长达

6

个月的建仓期，在

A

股整

体估值水平飙升的背景下，许多新基金都放缓了建仓步伐，而上周突如其来的调整，普遍被他们视为期待已久的

“买点”，几千亿资金正在跑步入场！

新基金火速建仓

得益于牛市， 新基金发行重现久违的火爆

场景。 但在基金公司为滚滚财源欢呼的同时，基

金经理们却在为如何建仓而烦恼。

来自东方财富网Choice金融终端的数据

显示，在4月、5月新基金首募额高达5237亿元，

较今年前三个月的总额 3000 亿元大增了

74.60%，以此推算，二季度成立的新基金首募

额较一季度翻倍几无悬念。 在总量激增的同

时，单只新基金成立的首募额也在上升。 以混

合型基金为例，5月份混合型基金的平均首募

份额达到40.35亿份，且频频出现首募额超百亿

的新基金。

上海某新基金的基金经理向记者表示，

从基金公司的角度， 乐见新基金发行规模扩

大，但对自己来说，如果基金规模动辄五六十

亿甚至破百亿，将会面临极大的建仓难题。 他

指出，无论是从基金公司的股票池，还是从市

场情绪来看，成长股显然是建仓的首选标的，

但今年以来成长股一路飙涨， 已经突破了原

有估值体系的估值上限， 难以做出重仓持有

的决策。

“更重要的是， 成长股市值一般都不大，一

旦决定建仓，动辄几亿的资金打出去，交易员也

很难保证在一个合适的价格区间内买到足够的

股票。 这也是我们建仓过程中最大的烦恼———

冲击成本太高。 ” 该基金经理说，“所以我们一

直在耐心等待， 我相信一定会出现较大的调整

来提供建仓机会。 上周的下跌提供了一次买点，

我做了一次比较大的建仓， 后续应该还会有好

的机会出现。 ”

事实上，在暴跌中主动建仓，不仅仅是新基

金， 还有此前主动减仓控制风险的诸多偏股型

基金。 今年以来业绩排名前列的某股票型基金

的基金经理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 在上周四大

盘暴跌之前，自己已经将部分短期涨幅过快、估

值透支过猛的股票卖出， 迅速将仓位降低到

75%左右。 在暴跌之后，其便择机开始加仓，加

仓的对象便是此前“眼馋” 却难以获得买入机

会的成长股。

热门题材受追捧

基金经理们敢于在大跌时大举建仓的信

心，源自于他们对A股牛市仍将持续的判断。

中欧基金的曹剑飞认为，虽然经济仍然没

有企稳，但市场风险偏好在继续增加，因此市

场难有大幅度回调。 经过今年以来的大幅上

涨，尤其是创业板估值相对较贵，在这种情况

下出现震荡整理或回调都是正常的，但不影响

向上趋势。

海富通基金研究总监、海富通精选、海富通

精选贰号基金经理丁俊则表示，上周四A股的大

跌是本轮行情中的一次正常回调，汇金减持、银

行摸底理财资金动向、 央行正回购等所有传闻

因素都只有一个主因： 前期涨幅太大， 需要调

整，前期获利太多，需要回调。 他同时表示，在暴

跌之后，创业板率先翻红的表现，也坐实了创业

板是本轮行情的龙头。

“由于创业板契合了产业转型、万众创业以

及‘互联网+’ 一系列风口，社会资本加速向其

流入，在这一过程中会出现过热过猛的迹象，但

总体趋势不会改变。 毫不夸张的说，创业板好比

上一轮牛市中的地产、水泥、工程机械等板块，

未来还会成为向上的动力。 ” 丁俊说，“目前看

来大盘股对指数推动力量太大， 上涨过快的话

不符合慢牛特性。 所以目前风格还不会切到超

级大盘股，但前期一些超额收益过多的板块，如

互联网金融有可能出现变化， 热点个股会出现

轮动。 主板中那些市值不高，具有国企改革等政

策概念的公司会开始表现。 ”

最新一期的“上投摩根投资风向标” 则显

示，68.04%的投资人看好A股市场后续走势，

认为A股短期回调后会继续创出新高， 仅有

3.8%的投资者看空， 另有25%的投资人看平。

对于后市主题投资机会，“互联网+” 、“一带

一路” 、军工、医疗最受投资者认可。 其中，“互

联网+” 仍是投资者眼中的 “大热门” ，有

78.16%的投资人继续看好。 调查结果还显示，

随着2014年下半年以来A股市场回暖，投资者

情绪指数连续四个季度持续上扬，达到140，投

资情绪较为乐观。

值得关注的是，对于渐行渐近的注册制，上

投摩根的调查报告还显示， 近四成投资者认为

注册制对股市没有影响。 另外，有45.0%的投资

者表示注册制的推出不会影响其股票投资，与

投资者对注册制的中立态度一致；另有35.1%的

投资人相对乐观， 但其中绝大多数在是否会增

持股票的问题上持观望态度。 同样，投资经验丰

富的投资者在注册制实行后增持股票的意愿度

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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