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以来公募参与浮盈较高的定增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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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机构天下·基金

A05

■

2020

年

5

月

29

日 星期五

■

责编：鲁孝年 美编：马晓军 电话：

010-63070351

平均浮盈36.13%�公募大举进军定增市场

□本报记者 李惠敏 林荣华

今年以来， 公募基金参与定向增发的账面

总价值达62.91亿元， 较去年同期的11.49亿元

增长5.48倍。 截至2020年5月28日，2019年以来

公募基金参与的定增平均浮盈高达36.13%，不

少基金捕捉到韦尔股份、亿纬锂能、兆易创新等

科技牛股的定增机会，浮盈均超1倍，对基金净

值贡献明显。

对于科技股后市行情， 基金经理认为需重

点把握科技股的成长持续性，看好电子元器件、

半导体、计算机等细分领域。

今年已有232只基金参与定增

近期，公募基金参与定增频率大增，仅5

月以来就有20多只基金发布投资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公告，包括兴全、东吴、中庚、九泰、华

泰柏瑞等基金公司。其中，兴全基金旗下兴全

新视野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 兴全趋势投

资混合（LOF）等5只产品、东吴基金旗下新

产业精选混合、 东吴价值成长双动力混合均

参与投资新劲刚的非公开定向增发； 中庚基

金、 九泰基金旗下产品则参与了格林美的非

公开定向增发。

从定增规模看，增长十分明显。 Wind数据

显示，截至5月28日，今年以来共有232只基金

（A、C份额合并计算） 先后参与了新劲刚、格

林美、剑桥科技、康泰生物、傲农生物、建设机

械、 华友钴业等20家上市公司的定增项目，合

计参与非公开定向增发的账面总价值达到

62.91亿元， 相比去年同期的11.49亿元规模激

增5.48倍， 也明显高于2019年全年的31.18亿

元规模。

其中， 广发科技先锋参与康泰生物的定增

投入高达5亿元，雄踞榜首。 若以参与定增的投

入资金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看， 广发聚富参与

世纪华通定增投入约6050万元，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为4.39%，位居首位。

对公募基金积极参与定增， 某基金人士表

示，考虑到市场处于低位，当前是参与定增市场

非常好的时点。

去年以来近九成定增浮盈

整体看， 参与定增的公募基金普遍大赚。

Wind数据显示， 截至2020年5月28日，2019年

以来公募基金参与的363次定增 （不同份额分

开计算）平均浮盈高达36.13%。 浮亏的定增只

有42例，占比仅为11.57%。

以5月28日收盘价计算， 公募基金参与韦

尔股份的浮盈高达216.71%，参与亿纬锂能、兆

易创新的浮盈也都超过1倍，参与集友股份、建

设机械、长春高新、四通新材、齐心集团的定增

浮盈均超50%。

定增股票的大涨令基金浮盈明显。 以亿纬

锂能为例，2019年5月20日，中银基金旗下多只

基金参与了亿纬锂能的定向增发， 定增价格为

21.74元/股，截至5月28日，亿纬锂能收盘价为

63.85元/股，浮盈达193.70%。其中，中银智能制

造参与亿纬锂能的定增数量为206.99万股，成

本约为4500万元，成本总额占中银智能制造基

金资产净值比约3.27%。 以此计算，亿纬锂能对

中银智能制造净值贡献了约6.33个百分点。

兆易创新亦是如此。 2019年8月，南方基金

旗下3只基金参与兆易创新的定增项目， 定增

价格75.47元/股，截至5月28日，兆易创新收盘

价196.49元/股，浮盈达160.36%。 南方现代教

育基金、 南方成份精选A和南方高增长参与兆

易创新的定增投入分别占基金资产净值比的

3%、1.97%和1.90%，参与兆易创新对这些基金

的净值贡献均超3个百分点。

聚焦科技股成长持续性

参与定增浮盈明显的多为科技股， 也是诸

多基金密集参与的领域。近期科技股波动加大，

展望后市，机构仍看好电子元器件、半导体、计

算机等细分领域。

工银瑞信基金经理张继圣表示：“只要行业

有持续成长动力，下跌往往意味着买点到来。重点

并非看是否风口或热门， 核心是判断成长的持续

性。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无论传

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均存在大量基本面优秀、盈

利质量高且具有长期持续成长潜力的上市公司。

于翼资产认为，中期来看，国产替代进程将

加速，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从“投资驱动” 转向

“创新驱动” ， 将诞生一批新兴经济的优质企

业， 科创板开板后将加速这一进程且新兴成长

方向将迎来新的估值锚， 短期科技板块景气度

见底后将迎来新一轮估值提升行情。 从中长期

看，5G、 云计算等行业景气度上行将拉动泛科

技板块两、三年的上行周期，产业链持续创新拉

动龙头公司核心受益产品量价齐升， 后续科技

股的韧性取决于盈利改善的持续性和幅度。

张继圣指出，对电子元器件、半导体、计算

机、传媒等都非常看好，今年各有各的机遇。“比

如电子元器件，受益于5G相关的微小化规格，存

在较好机遇；受疫情影响，计算机IDC资料中心

的建设加速进行， 给计算机行业带来了硬件建

设、软件服务等多方面机遇；比如半导体，除了

国产化需求外， 很多半导体芯片设计及设备公

司出类拔萃， 甚至有机会站在全球市场上参与

竞争。 此外，5G给游戏领域也带来机遇。 ”

■ 新《证券法》投保制度系列谈之适当性管理

强化数据驱动下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投保基金公司投服部业务经理 黄慧颖

新《证券法》全面推行以信息披露为核心

的注册制，对于提升资本市场治理能力，优化资

本市场发展生态，具有里程碑意义，投资者面临

的风险和挑战也将呈现新的形势。

其一，对投资者信息获取、价值判断能力的

要求提高。 上市条件更加包容， 特别表决权架

构、红筹企业、亏损企业等得以上市，强化上市

公司监管，畅通市场化法治化退出渠道，意味着

投资者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踩雷” 。

其二，投资者结构更加趋向“机构化” ，分

散资金将更多以基金、 资管计划等组合投资形

式进入市场，金融产品设计复杂多样，衍生品品

种不断丰富，投资者面临的跨市场、跨领域风险

增大。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强化适当性管理在投

资者保护中的重要作用，做好风险评级、分类管

理和风险匹配。

适当性管理是一个高度依赖信息和数据的

业务场景，其前提在于充分了解投资者信息，对

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和识别能力进行准确、动

态评估。新《证券法》首次从法律层面确立了投

资者适当性制度， 明确证券公司应当充分了解

投资者的基本情况、财产状况、金融资产状况、

投资知识和经验、专业能力等相关信息。中国证

监会《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规定，

经营机构应当建立投资者评估数据库并每年更

新，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

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则进一步明确了

数据库的信息来源。 此外，《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交易特别规定》对个人投资者设定了

账户资产、证券交易经验的门槛条件，要求证券

公司动态跟踪和持续了解投资者参与科创板股

票交易的情况。 近期出台的《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办法》规定了区

别于科创板、 新三板精选层的差异化投资者准

入门槛，明确动态跟踪、持续了解投资者情况的

要求。

中国资本市场经过30年的发展，在投资者、

金融市场、 金融工具与产品方面积累了海量数

据，数据潜力仍待挖掘，行业内外信息壁垒尚需

打破。证券经营机构收集投资者信息，通常在投

资者开通新业务时完成， 但投资者个人信息通

常处于持续变化中，尤其是财产、收入、投资收

益等信息变动后对投资者评价影响较大， 后续

跟踪修正的成本较高， 变化的信息难以及时更

新，制约了适当性管理的有效性。 与此同时，近

年来，证券经营机构履行适当性义务中，因客户

隐私泄露、 未经许可数据商业化交易等引发的

投诉也层出不穷。

笔者认为，有必要建立“数据先行、科技赋

能、制度保障” 为导向的适当性大数据应用实施

路径，加强数据共享流通，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

一是完善投资者评估数据库， 加强信息共

享。优化多维度投资者评估数据库，探索建设证

券行业适当性数据联盟链，保证合法、正当、安

全、必要的基础上高效、全面、准确勾连行业内

外数据，实现适当性数据的实时共融共享，让数

据在监管框架下合规流通。

二是借助科技手段为投资者提供“精准画

像” ，挖掘数据的生产力。证券经营机构可充分

利用金融科技手段，探索大数据、云计算、人工

智能等前沿科学技术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中的

应用，建立系统解决方案，规范投资者风险承受

能力和识别能力评估模型标准设计， 为投资者

提供“精准画像” ，实施动态监测预警，做好投

资者的分类评级。

三是优化资产组合配置，主动管理风险，打

造差异化竞争优势。适当性准入门槛的设定，并

不是为了阻止投资者进入市场， 而是需要充分

利用现代投资组合理论为投资者提供种类多

样、风险分散的优质资产。在证券经营机构充分

履行适当性管理职责的前提下，运用智能投顾、

金融科技等为投资者提供专业投资组合和个性

化服务，满足投资者多样化的财富管理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应当

以规则为前提， 有必要进一步完善证券行业数

据流动规则， 打破信息壁垒， 降低信息获取成

本， 平衡个人信息数据的保护与数据提取、流

通、使用之间的关系。 加强技术建设投入，提供

技术保障，充分提高适当性管理水平，为全面推

进资本市场注册制改革提供强大的数据和科技

支撑。 （本专栏由投保基金公司和中国证券报

联合推出）

16.64万亿元！

公募基金规模创新高

□本报记者 张凌之

公募基金规模创历史新高！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基

金业协会” ）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

末， 公募基金规模已攀升至16.64万亿元，较

2019年底规模增长1.84万亿元。此外，基金管理

公司及其子公司私募资产管理业务规模8.14万

亿元， 养老金管理规模2.53万亿元。 今年一季

度，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证券公司、期货

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机构资产管理业务总规模

仅增长了1.78万亿元， 而单是公募基金一季度

的增长规模就超过了这一总数。

一季度规模增长1.84万亿元

5月27日晚间， 基金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

示，截至2020年一季度末，公募基金管理机构

管理公募基金6819只，份额15.57万亿份，公募

基金规模16.64万亿元。

对比来看，截至2019年底，公募基金管理

机构管理公募基金6544只，份额13.7万亿份，规

模约14.8万亿元。 初步计算，今年一季度，公募

基金的规模增长了1.84万亿元。而2019年全年，

公募基金规模同比增加1.7万亿元。

公募基金规模不断增长的背后是基金发行

市场的持续火热。早在春节前，就有广发科技先

锋、银华科技创新、鹏华科技创新和泓德丰润三

年持有期等多只爆款基金问世。 2月18日，陈光

明旗下睿远基金第二只公募产品睿远均衡价值

三年持有期发售，发售首日认购金额超过1200

亿元，轻松突破60亿元首募上限，触发比例配

售。 根据官方公告，确认比例仅为4.90%。

随着市场震荡回调， 基金发行市场经历了

短暂的“冷静期” ，但很快又转暖。 近期爆款基

金重现江湖，汇添富优质成长混合、鹏华成长价

值混合、易方达均衡成长股票、景顺长城成长领

航混合都备受资金追捧。

资管行业版图重新划分

除公募基金外， 基金公司的业务领域还包

括养老金业务以及基金公司及其子公司的私募

资管业务。

养老金业务方面， 基金业协会公布的数据

显示，截至2020年一季度末，基金公司共管理

养老金产品1841只，管理的社保基金、基本养

老金、 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等养老金规模2.53

万亿元；2019年末， 基金公司管理的养老金规

模为2.30万亿元。

私募资管业务方面，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

截至一季度末， 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私募

资产管理业务规模8.14万亿元，其中，基金公司

资管计划5443只，规模合计4.15万亿元；基金子

公司资管计划5477只，规模合计4.00万亿元。

公募基金公司的三大业务板块已经成为拉

动资管行业规模增长的“三驾马车” 。基金业协

会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一季度末，基金管理

公司及其子公司、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私募基

金管理机构资产管理业务总规模约53.75万亿

元，2019年末， 基金业协会自律管理的资产管

理业务总规模约51.97万亿元。 今年一季度，协

会自律管理的资产管理规模增长了1.78万亿

元， 而公募基金一季度的规模就增长了1.84万

亿元， 基金公司管理的养老金规模也增长了

2300亿元。

股票简称 定增价格 股票现价 股票浮盈%

韦尔股份 57.68 182.68 216.71%

亿纬锂能 21.74 63.85 193.70%

兆易创新 75.47 196.49 160.36%

集友股份 21.56 38.06 76.53%

建设机械 10.82 17.57 62.38%

长春高新 419.19 649.93 55.04%

四通新材 10.59 16.39 54.77%

齐心集团 10.41 15.66 50.43%

新劲刚 17.74 23.57 32.86%

康泰生物 110.00 141.66 2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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