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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天投放逾七千亿 好戏可能还在后头

TMLF操作窗口再次开启

近六个工作日， 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

作投放超过七千亿元资金。 本周还有将近

万亿元的央行逆回购和MLF到期，央行实

施对冲值得期待。同时，定向中期借贷便利

（TMLF）操作窗口也将打开。市场人士指

出，资金面回暖的态势不会发生改变，后续

不排除继续实施降准或定向降准， 流动性

具有保障。本周科创板正式开市，面临较好

的资金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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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未烤热空调市场

资金仍看好行业龙头

进入7月以来，全国多地进入“烧烤模

式” ，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40℃以上。不过

对于期待高温带来产品热销的空调企业而

言，今年夏天并不好过。 行业数据显示，由

于去年同期的高基数，2019年上半年空调

市场销售不尽如人意， 但空调行业发展空

间仍被长期看好。作为市场核心资产，空调

龙头得到了资金的进一步关注， 配置比例

持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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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板开市平稳 “减震” 措施显效

□

本报记者 孙翔峰 �

7月22日，科创板首批25家公司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挂牌上市交易， 标志着设立科创板并试

点注册制这一重大改革任务正式落地。

交易首日，25家公司普遍上涨， 其中安集科

技大涨超过400%，换手率超过86%。 市场人士分

析，考虑到新股溢价等因素，与中小板以及创业板

开市首日相比， 科创板首日交易情况整体符合预

期，诸多“减震”措施收到良好效果。不过，个股普

遍单边上涨导致回调预期加强， 个人投资者需要

警惕市场博弈风险，严守交易纪律，理性投资。

企业期待科创助力

7月22日的上海天高云淡。上海证券交易所

到处都是喜庆艳丽的红色，充满了喜悦的气息。

从早晨7点半开始， 上交所大堂就人头攒动，上

市公司、中介机构、上市公司所在地政府官员等

纷纷在上交所大堂展示屏前合影留念。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在仪式现场的致辞

中表示， 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肩负着引领

经济发展向创新驱动转型的使命， 也承载资本

市场基础制度改革的初心， 对于进一步提升资

本市场功能， 更好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

质量发展具有独特的作用。 “我们将不断深化

对科创板市场发展和运行规律的认识， 始终坚

持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向，充分借鉴国际最佳实

践，发挥科创板的试验田作用，总结可复制可推

广的经验，加快关键制度创新，推动资本市场全

面深化改革和健康发展。 ”

上市企业纷纷表示， 科创板将给科创企业

带来巨大助力，企业将利用好上市机会，努力提

升科技研发水平和经营效率，回报投资者。

心脉医疗董事长彭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在科创板挂牌上市，对公司而言是如虎添

翼，未来要把重心放在创新上，拿出好产品、好

技术，向市场证明公司的价值。 ”

“科创板企业要做深化改革的先行者，科

创企业的排头兵， 为国家科技创新做出更大贡

献， 不辜负投资者和社会各界对我们的信任和

厚望。 ” 中微公司董事长尹志尧在仪式上作为

企业代表发言时表示。

上交所理事长黄红元在仪式上表示， 上市

后，公司要更加专注主业、专注创新，不断增强

核心技术竞争力， 更好地回报投资者、 回报社

会；要守住“不说假话、不做假账” 的底线，不碰

内幕交易、操纵股价的红线。

市场表现符合预期

“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在预期之内。 ” 首创

证券研究院院长王剑辉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 此前市场担心的个股大幅下跌导

致破发或者急涨急跌等情况都没有出现， 体现

市场相对理性。

从交易数据上看，安集科技当日涨幅最高，

达到400%， 此外另有3家企业当日涨幅超过

200%，25家企业首日平均涨幅为141%。首日换

手率平均值达78%。

“考虑到A股市场整体的情况，再与之前其

他板块开市首日情况对比， 科创板今天整体表

现正常。 ”王剑辉说。

安信证券分析师罗丹指出， 根据创业板首

批交易公司行为， 第二个交易日换手率回落至

34%，第二个交易日情绪开始回落，28只新股中

有25只下跌。交易初期，市场青睐半导体产业链

稀缺标的，随着后续企业种类和数量增多，未来

交易或逐渐趋于平稳， 客观理性平稳或成为后

续上市企业的期许。

申万宏源研究所副总经理、首席分析师王胜

表示：“科创板的走势会逐渐平稳，23日早上有

可能会出现部分资金往外撤出的情况。 ”

王剑辉也指出，科创板首日个股普遍单边上

涨，市场博弈仍不充分，后续存在一定风险。“上

涨到一定高度之后，回调幅度有可能加深，投资

者要严守交易纪律，不能盲目追涨杀跌。 ”

“减震”措施效果初显

从科创板首日交易情况来看， 虽然个股普

遍上涨，但是并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快速拉升等

极端情况。市场人士普遍认为，科创板交易制度

中的一些“减震”措施效果初步显现。

比如 《科创板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

则》规定：无价格涨跌幅限制的股票盘中交易

价格较当日开盘价格首次上涨或下跌达到或超

过30%和60%时，（下转A02版）

科创板首秀亮点多 理性投资不能少

□

本报记者 昝秀丽

科创板开市总体平稳。 接受中国证券报记

者采访的专家认为， 科创板开市首日情况折射

出市场化机制下的新股上市特征， 投资者需熟

悉交易规则，牢固树立理性投资观念。

开市首日整体平稳

“科创板开市第一天市场表现活跃，整体符

合预期。 短期来看，部分个股出现换手率较高和

当日涨幅较大的情况， 但我们认为这也符合在

市场化机制下新股上市的特征。”汇添富基金董

事长李文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信建投证券认为， 高换手率使得投资者

意见分歧得到了充分表达， 也意味着市场流动

性良好，定价效率大幅度提升。 同时，科创板交

易首日整体表现优异， 反映了投资者对科创板

持乐观态度， 看好中国经济科技创新和长期向

好的投资机会。

投资者蒋启文中签了几只新股。 “交易首

日大涨在意料之中，投资者往往会追捧新的投

资产品。” 蒋启文说，“以前在A股其他板块打

新操作策略基本上只要打开涨停，当天卖出，

而科创板这个全新的板块， 吸引了投资者的

注意力，这25只股票应该会给中签的投资者带

来较好收益。 ” 他表示，前5个交易日应该不会

卖出。

野村控股中国委员会主席、 野村证券执行

副社长饭山俊康表示， 科创板正式开市交易将

成为高科技企业的重要融资渠道， 期待通过野

村在中国的子公司， 以及新获批成立的合资证

券公司，未来从多个业务领域参与科创板投资。

加强规则“磨合”

尽管科创板开市首日整体平稳， 但市场博

弈较为剧烈， 个人投资者还是要加强与规则

“磨合” ，提防股价剧烈波动风险。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

表示，新股上市前五个交易日的交易相对充分，

可能会形成一个头部价格， 投资者不能盲目跟

风，尤其不能在高位买入。

值得注意的是， 除了南微医学等极少数科

创板股外， 开市首日， 逾20只科创板股出现临

停。科创板首日无差异普遍暴涨，虽然在目前看

不出个股分化迹象， 但不代表所有企业都该享

有高估值。

巨丰投顾投资顾问总监郭一鸣表示， 对比

创业板， 科创板的新股开盘之后抛压较大，只

有部分优质标的持续性较强，多数标的随后都

有较大波动，会造成板块分化。科创板整体持续

大涨可能性较低，首日之后出现分化的可能性

更高。

西南证券表示， 科创板的价值回归将快于

A股其它板块新股。 随着上市时间延长，新股股

价会向内在价值回归。对于科创板而言，由于其

采用了20%的涨跌幅限制， 股价向价值回归的

速度也会加快。（下转A02版）

本报记者 车亮 摄

□

本报记者 吴娟娟 赵中昊 林荣华

7月22日，11时37分，华南一家私募人士

发朋友圈称：“见证历史！ ”

不少机构人士都是在紧张、刺激中度过

科创板开市首日。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

首日交易超机构预期，多数机构表示后续将

进一步精选标的。 部分QFII（合格外资投资

机构）也计划择机入场交易。

涨幅超预期

作为科创板打新“能手” ，很多公募基金

经历了紧张、忙碌的一天。 “开盘股价涨幅

超出预期。 ” 某大型公募人士表示，此前制

定的交易计划就是获利及时卖出，暂不着急

买入，甚至要求万一跌破发行价，也要择机

止损。

“原来预计是好公司的新股拿的时间长

一点， 等涨幅足够大再卖， 今天的涨幅够

了。 ”北京某中型私募表示：“虽然开盘涨幅

很大，但并未在开盘时全部卖出。 不过，随后

部分个股快速下挫，并触发临时停牌，一度担

心卖不出去，好在短暂停牌恢复交易后，也有

很好的卖点。 ”

为何首日交易股价涨幅超预期？ 南方某

券商经纪业务负责人张强（化名）认为，一方

面，科创板是当前热点，吸引大量资金；另一

方面，首批新股总量有限。 张强说：“今天买

入当天不能卖出，只是账面盈利好看而已。 ”

当日下午4时， 某中签新股较多的公募

基金经理刚结束一场首日交易的总结会。 他

抱着笔记本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说：“集合竞

价时瞬息万变，有的科创板个股集合竞价时

涨幅达200%，开盘之后迅速掉落，都来不及

下单买入。 ”

“25只新股开盘平均涨幅比当年创业板

首日交易的28只新股还要高。 我们本来以为

设立了50万元的投资门槛，股价涨幅不会太

大。 ” 他介绍，开盘涨幅、最高涨幅均超越创

业板。 收盘时，很多个股涨幅超预期，目前其

管理的基金中签新股大部分获利了结。 他表

示，对首日交易做了充分准备，此次打新会对

相关基金带来显著的业绩增厚效果。 后续如

果企业估值回落到合理区间，会继续买入。

值得注意的是，6月科创板自律委发布

《关于促进科创板初期企业平稳发行的行业

倡导建议》， 建议通过摇号抽签方式抽取六

类中长线资金对象中10%的账户， 中签账户

的管理人承诺中签账户获配股份锁定， 持有

期限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6个月。 公

募基金产品在此六类长线资金之列。 公募人

士介绍， 锁定期的抽签结果已在公布中签率

之后公布，这意味着22日选择获利了结的公

募基金产品不在锁定之列。

追高买入不可取

值得注意的是，25只科创板股票上市首

日的平均换手率为77.78%。 这是否意味着，

科创板筹码落入游资手中，后市涨幅可期？

张强认为，游资都是股市高手，有机会才

参与。 如果游资认为股价太高， 跟风的人太

少，就未必参与。

“看到开盘涨幅过大， 就想到融券卖出

获利， 但好多个股都显示可融券卖出数量为

0。 后来券商客服表示，券源不足，只有两只

股票的券源，很快就被借光了。 ”某位个人投

资者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张强表示， 部分券商在科创板头五个交

易日不开通两融是因为不设涨跌幅限制，波

动性太大， 同时担心遭遇炒作， 股价大起大

落，不好控制两融风险。五天后再开通两融是

稳妥的处理办法。

在业内人士看来， 追高买入科创板股票

并不可取。某业内人士指出，投资科创板不可

笃定“买到即是赚到” 。投资者如果盲目追高

买进，买套的可能性较大。

QFII择机入场

首日大涨之后，后市如何参与？中国证券

报记者了解到，除打新中签机构之外，有些机

构选择暂时观望，希望择机入场。 部分QFII

机构也在关注科创板进展， 希望在合适时机

买入。

前述中型私募表示， 待估值回落入合理

区间后，将精选科创板标的参与。虽然会给予

适当的估值溢价，但还是会从基本面出发，选

择优质个股。

张强表示，对于估值过高的股票，个人如

果不是长期研究和持有的，就不要参与。

前述北京某券商经纪业务负责人认为， 科创

板股票后期继续爆炒可能性不大。 但对于基

本面良好、 具有核心科技优势的企业应该有

稳定的结构性行情。

新股中签机构中包含少数QFII。 相关

QFII人士表示， 依照公司旗下A股基金投资

风格，会先观望一段时间。安本标准投资管理

中国股票投资主管姚鸿耀接受中国证券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 他将等市场平稳运行后再投

资科创板股票。

瑞银证券也表示， 其在与离岸机构沟通

参与科创板事宜，相关机构表示，会等待市场

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再择机参与。

A04�新闻焦点

直击银河证券中央机房

券商交易系统稳定运行

7月22日，科创板鸣锣开市。 银河证券

首次向媒体开放了被认为是券商大脑的中

央机房。 银河证券一度担心的产生巨量废

单的情况没有出现。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实

地探访中了解到，在系统平稳运行背后，究

竟有哪些关键环节的把控和应急机制的保

障， 同时他们又是如何将废单率控制在

10%以内的。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和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共同为科创板鸣锣开市

集合竞价惊心动魄

市场涨幅超机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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