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私募激战新三板

本报记者 徐文擎

新三板发展之迅猛完全超乎想像，动

辄超50%、 翻倍甚至翻两倍的浮盈让不少

投资者咋舌， 早早入市布局者更是活在众

人艳羡的目光中。在巨大的赚钱效应下，各

路机构招兵买马纷纷抢滩，入股、定增各显

神通，生怕错过这轮造富神话，私募更是其

中最灵活的一只力量。

早入市者收益高

“成立4个月大赚53%的博盛隆1期你

可能听过但是没买，没关系，现在又要发2

期，起点100万元。 ” 上周，一条微信在朋友

圈被迅速转发。事实上，现在只要和新三板

沾上边的资管计划都会吸引大量投资人尤

其是高净值人群的目光。

私募排排网资料显示，博盛隆1期成立

于去年10月30日，目前在同期成立的1500

家私募基金中业绩排前三十分之一，截至2

月末的单位净值和累计净值均达到1.5540

元。 1期资产管理计划初始规模6000万元，

存续期5年，2期完全复制1期， 相同的投资

策略和基金经理，规模适度增加。

事实上，博盛隆还不是最早“冲” 进新

三板的私募。数据显示，一只名为永隆新三

板投资基金的产品， 成立于去年8月中旬，

目前单位净值和累计净值已达1.8500元，

算得上同期产品中的佼佼者。 而在去年底

和今年初陆续开始募资、 发行产品的部分

私募产品，收益或受到运行时间限制，暂时

排名居后。

北京某私募董事总经理告诉中国证券

报记者， 现在淘金新三板就像美国当时的

淘金热， 先有意识并且早行动的人会有很

明显的先发优势。 但他同时提醒，“经过最

近大半年的媒体报道和同行交流， 大家已

经充分认识到新三板的创富价值， 纷纷往

里冲， 这意味着新三板大规模价值重估的

机会已经过去。有好标的才是王道，目前一

些公司的估值不低， 机构扎实的投研更重

要。 ”

北京天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文亚

称，新三板绝对是今年的一座“钻石矿” ，

积累了数年券商优质资源的他有信心做好

新三板的产品计划。 上海鼎峰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总经理李霖君也公开表示， 过去10

年的地产、过去8年的矿业、过去5年的信托

是大机会， 现在新三板就是接下来10年一

遇的大机会。

面对这难得的机会， 各家私募做足了

准备，最大程度发挥自身优势。例如理成资

产以基本面为依据进行价值投资， 近年来

在定增市场上多有斩获， 积累了不少人脉

资源。 目前他们组建的新三板团队， 将从

PE和二级市场的角度选择项目。 朱雀投资

的资产管理规模位列私募行业前列， 产品

覆盖面广，其投资团队包括了证券、投行、

法律等领域的专业人士， 现阶段在新三板

的项目资源上已有储备。 鼎锋资产在新三

板产品方面走在市场前列， 第一只新三板

基金发行了1.7亿元，之后发行了多只较小

的新三板基金，总规模接近3亿元。

定增成了香饽饽

投中研究院统计显示，2015年2月，共

有17家A股上市公司实施了定增方案，与1

月28家相比下降39.29%； 再融资金额为

193.93亿元，环比下降31.39%。 与此同时，

有32家A股上市公司宣布了定向增发预

案，环比下降52.94%；预计融资金额总计

835.40亿元，环比略微下降48.59%。

另一边，新三板定增热力不减。根据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股转系统）发

布的数据，2015年2月新三板挂牌公司一共

完成了52次定增， 其中包括46次已挂牌公

司股票发行和6次挂牌同时股票发行，发行

融资总额13.81亿元，环比下滑7%，但考虑

到2月交易日比正常月份少等因素，13.81

亿元的成绩可谓超额完成任务。

数据显示，2014年新三板定增总共

329起，共计132亿元。 北京某新三板研究

员告诉记者，“乐观预计，今年挂牌公司增

加一倍，定增也增加一倍，大概300亿元规

模， 目前已经进来的公私募和券商的资管

产品超过100亿元。” 她说，“如果新三板未

来的流动性和人气大幅提升， 新三板产品

不仅能赚到公司成长的钱， 还能享受流动

性溢价带来的高收益， 规模扩容速度也许

会超出预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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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市进行时

私募分红创新高

□好买基金研究中心 王梦丽

自2014年6月以来，A股牛市行情启动。 截至

2015年3月11日收盘， 上证指数自去年6月3日的

2039点一路上涨至3290点，涨幅约61.35%。 尤其

是去年11月、12月，大盘蓝筹股开启多年一遇的估

值修复行情，银行、证券、保险等权重股拉动上证

指数两个月内涨幅高达33.08%。

如此牛市行情下， 不少私募由于踏准本轮蓝

筹行情赚得盆满钵满。 好买基金研究中心数据显

示，具有近6个月业绩数据的3613只基金中，3125

只基金近6个月收益率为正，占比高达86%。 事实

上，私募基金在积累正收益的同时，也取得了基金

分红的客观条件。

2014年6月以来，私募分红次数大幅增多，截

至2015年3月11日私募分红1089次。 值得注意的

是，去年6月以来私募单月分红次数甚至超过以往

的年度分红次数。 其中2014年12月，私募单月分

红252次， 也是自2006年私募出现分红现象以来

分红次数最多的月份。

正确看待私募分红

对于投资者而言， 需要注意的是并不能简单

地将私募分红现象归为“好” 或者“坏” ，分红只

是判断这只基金近期运作效果的一个指标。 一般

来说，私募的分红形式和公募基金分红类似，可以

分为拆分、现金分红、红利再投资三种。

不管是何种形式的分红，对投资者而言其总资

产的价值并未改变，只是以基金份额增多或者现金

增多的形式表现。 所以单纯从这点来看，私募分红

可以说只是一个心理上的安慰，对总资产并无任何

实质影响。 而区别就在于现金分红之后，私募可以

有效控制产品规模，避免规模过大对操作的影响。

不过，在当前时点，大盘经过去年11月、12月

大涨之后，近两个月的表现相对疲软，不少私募选

择分红颇有落袋为安之意。事实上，在去年市场涨

幅较高阶段，私募基金取得较为不错的正收益，私

募基金经理可以通过分红， 将前期已经累积的一

些收益分配给投资者， 这样能规避后市可能带来

的市场回调风险。 基于此种考虑， 去年11月、12

月、今年1月私募分红次数才如此之多，分别为98

次、252次、108次。

优异业绩催生分红潮

一般来说，业绩是分红的前提条件，市场比较

好的时候私募也愿意分红。 有些私募基金在合同

中会事先约定好分红条件，只要业绩达到该条件，

那么这些私募便会按照合同约定， 每季度或是每

年进行分红。 这种约定分红的形式在某种程度上

成为对客户产生吸引力的一大优势。

以去年末奔私的王茹远为例， 其对政策及市

场热点把握相当准确， 过去几个月王茹远旗下的

私募产品表现较为优异， 产品业绩超过约定的分

红基准线， 旗下多只产品在今年初进行了现金分

红。另外，分红比较大手笔的私募还有明达1、明达

2（单位净值起始值为100元），这两只产品分别

于2014年12月15日、2014年12月10日进行分红，

每份额均分红100元。 就过往私募分红情况来看，

如此大手笔的分红仅次于去年11月进行大规模分

红的泽熙。

当然，明达1、明达2之所以能有如此大手笔的

分红，要归结为其优异的业绩表现。 好买基金数据

显示，明达1在2014年12月15日分红时，其单位净值

高达3.4301元，截至2015年3月12日，明达1近6个月

收益率高达50.72%。 而根据其分红当日的累计净值

与分红后的净值数据对比，可以看出明达1、明达2

单位份额的分红几乎占分红前净值的一半。 通过此

次现金分红后，明达很好地控制了产品规模。

事实上， 虽然私募分红对投资者而言并未产

生总资产价值的实际变化，但是不得不承认，分红

对客户具备较强吸引力。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目

前有不少购买私募产品的客户原本习惯于购买类

固定收益产品，这种产品一般会定期付息，这种定

期付息的形式就相当于私募中的现金分红， 比较

适应高净值客户的习惯。

事件驱动策略

高燕声夺冠

□私募排排网 张纯

2月事件驱动策略对冲基金

收益排行榜发布， 纳入统计排名

的 30只产品整体收益率上涨

2.91%，小幅跑输同期沪深300指

数1.12个百分点。 其中高燕声掌

管的“锦松定增A号” 延续前月

强势， 以17.56%的收益率再度夺

得月度冠军， 唯一一只下跌的产

品收益率为-1.67%，首尾业绩相

差19.23个百分点。

2月A股震荡上行， 沪深300

指 数 上 涨 4.03% ， 沪 指 上 涨

3.11%，深成指上涨5.44%，而创

业板指数和中小板指数则分别大

涨9.66%和14.72%， 创业板更是

不断创出新高，成功站上2000点，

市场结构性机会非常明显。

据私募排排网统计，31只事

件驱动策略产品整体收益率上涨

2.91%，小幅跑输同期沪深300指

数1.12个百分点。 实现正收益产

品高达29只，占比97.7%，其中最

高收益为17.56%。

排名前十的产品中， 通晟资

产旗下“锦松定增A号” 延续前

月强势， 以17.56%的收益率再度

夺得月度冠军，大幅领先第二名。

该产品由高燕声管理， 近两个月

以来，产品收益率高达39.53%，领

跑群雄。

资料显示， 通晟资产于2013

年8月在上海成立，是一家致力于

成为国内一流资产管理机构的专

业投资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

发起人均为有着多年丰富投资管

理经验的业内资深人士。 通晟资

产核心团队汇集了公募基金、对

冲基金、投资银行、私人银行等领

域的专家， 在资产管理领域有着

丰富的实践经验。

前月并列第三的两只产品

“浙商金惠聚焦定增” 和“浙商金

惠优选定增” ，2月同样表现出

色，再度以8.67%的收益率并列第

二名。 资料显示，这两只产品均为

浙商证券旗下，由陈旻掌管，成立

时间相差不足一个月， 目前累计

净值完全一样，有充分理由相信2

只产品投资标的应该完全一致。

据了解， 陈旻拥有英国埃克

塞特大学硕士学位， 金融与投资

专业。 先后于国禾投资、申银万国

证券客户资产管理总部任研究员

和投资经理职位。 擅长TMT（科

技、传媒、通信）等相关上市公司

的研究，资历和背景雄厚。

排名第三的是安信证券旗下

于涛管理的“安信恒盛定增” ，月

收益率为6.46%。 兴业证券旗下2

只产品“兴业鑫成1号集合计划”

和 “兴业鑫成12号集合计划” 分

别占据第五和第七名， 收益率依

次为5.23%和3.27%。

“五矿信托·海西” 、“金中投增君

益2号” 、“野风成长2号” 、“清研

睿合混合成长基金” 等4只产品亦

表现不错，排名前十，收益率依次

为5.68%、5.05%、3.25%和2.81%。

唯一一只参与大宗交易的产

品，岳志斌掌管的“中融信托·思

考一号” 表现一如既往的稳定，2

月收益率为2.14%， 无缘前十，但

排名靠前。

早入市者收益高

“成立4个月大赚53%的博盛隆1期你可能

听过但是没买，没关系，现在又要发2期，起点

100万元。 ” 上周，一条微信在朋友圈被迅速转

发。 事实上， 现在只要和新三板沾上边的资管

计划都会吸引大量投资人尤其是高净值人群的

目光。

私募排排网资料显示，博盛隆1期成立于去

年10月30日，目前在同期成立的1500家私募基

金中业绩排前三十分之一，截至2月末的单位净

值和累计净值均达到1.5540元。 1期资产管理计

划初始规模6000万元， 存续期5年，2期完全复

制1期，相同的投资策略和基金经理，规模适度

增加。

事实上，博盛隆还不是最早“冲” 进新三板

的私募。 数据显示，一只名为永隆新三板投资基

金的产品，成立于去年8月中旬，目前单位净值和

累计净值已达1.8500元，算得上同期产品中的佼

佼者。 而在去年底和今年初陆续开始募资、发行

产品的部分私募产品， 收益或受到运行时间限

制，暂时排名居后。

北京某私募董事总经理告诉中国证券报记

者，现在淘金新三板就像美国当时的淘金热，先

有意识并且早行动的人会有很明显的先发优

势。 但他同时提醒，“经过最近大半年的媒体报

道和同行交流， 大家已经充分认识到新三板的

创富价值，纷纷往里冲，这意味着新三板大规模

价值重估的机会已经过去。有好标的才是王道，

目前一些公司的估值不低， 机构扎实的投研更

重要。 ”

北京天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文亚称，新

三板绝对是今年的一座“钻石矿” ，积累了数年

券商优质资源的他有信心做好新三板的产品计

划。上海鼎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霖君也

公开表示，过去10年的地产、过去8年的矿业、过

去5年的信托是大机会， 现在新三板就是接下来

10年一遇的大机会。

面对这难得的机会，各家私募做足了准备，

最大程度发挥自身优势。 例如理成资产以基本

面为依据进行价值投资， 近年来在定增市场上

多有斩获，积累了不少人脉资源。 目前他们组建

的新三板团队，将从PE和二级市场的角度选择

项目。 朱雀投资的资产管理规模位列私募行业

前列，产品覆盖面广，其投资团队包括了证券、

投行、法律等领域的专业人士，现阶段在新三板

的项目资源上已有储备。 鼎锋资产在新三板产

品方面走在市场前列， 第一只新三板基金发行

了1.7亿元， 之后发行了多只较小的新三板基

金，总规模接近3亿元。

定增成了香饽饽

投中研究院统计显示，2015年2月， 共有17

家A股上市公司实施了定增方案， 与1月28家相

比下降39.29%；再融资金额为193.93亿元，环比

下降31.39%。 与此同时，有32家A股上市公司宣

布了定向增发预案，环比下降52.94%；预计融资

金额总计835.40亿元，环比略微下降48.59%。

另一边，新三板定增热力不减。 根据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转系统）发布的数据，

2015年2月新三板挂牌公司一共完成了52次定

增， 其中包括46次已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和6次挂

牌同时股票发行，发行融资总额13.81亿元，环比

下滑7%，但考虑到2月交易日比正常月份少等因

素，13.81亿元的成绩可谓超额完成任务。

数据显示，2014年新三板定增总共329起，

共计132亿元。 北京某新三板研究员告诉记者，

“乐观预计，今年挂牌公司增加一倍，定增也增

加一倍，大概300亿元规模，目前已经进来的公

私募和券商的资管产品超过100亿元。 ” 她说，

“如果新三板未来的流动性和人气大幅提升，

新三板产品不仅能赚到公司成长的钱， 还能享

受流动性溢价带来的高收益， 规模扩容速度也

许会超出预期。 ”

私募激战新三板

□本报记者 徐文擎

新三板发展之迅猛完全超乎想像，动辄超50%、翻倍甚至翻两倍的浮

盈让不少投资者咋舌，早早入市布局者更是活在众人艳羡的目光中。 在巨

大的赚钱效应下，各路机构招兵买马纷纷抢滩，入股、定增各显神通，生怕

错过这轮造富神话，私募更是其中最灵活的一只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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