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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

中期票据纳入投资范围
南方中证50债基迎利好
日前，中证指数公司决定

将中期票据纳入中证50债券
指数，信用债数量占比由原来
20%左右增加至30%左右，金
融债数量由原来50%左右减
少至40%左右。近年来，中期
票据以其高流动性和收益率
优势受投资者青睐。目前5年
期定期存款利率为5 . 25%，剩
余期限在5年期左右的国债收
益率约3 . 6%，而同期限的中
期票据收益率甚至可超过
6%。此次调整增加了普通投
资者投资中期票据的渠道，利
好南方中证50债券指基，使该
基金在投资标的的流动性、预
期收益率上得以提高。

作为国内首只债券指基，
南方中证50债券指基正是以
中证50债券指数为跟踪标的，
为投资者享受债市发展的收
益提供了良机。该基金今年5
月成立，首募资金近29亿元，
逼近30亿元的规模上限，近期

将开放申赎。

嘉实黄金基金
7月4日起发行

探寻市场动向，体验黄金
魅力。嘉实黄金基金下周一起
通过各大银行和券商网点发
行，首次募集份额上限50亿份。
专家表示，在近年全球黄金需
求旺盛，金价持续攀升背景下，
黄金基金作为一种新兴的黄金
投资方式，凭其低门槛、买卖方
便的特点备受个人青睐。

该基金主要投资于境外
黄金ETF，其中，投资于跟踪
黄金价格或黄金价格指数的
公募基金的比例不低于资产
的80%，投资有实物黄金支持
的黄金ETF的比例不低于黄
金基金投资的80%，从而实现
对金价的有效跟踪。嘉实黄金
基金通过投资境外黄金ETF，
有效规避了国内黄金投资渠
道有限、投资门槛较高、不易
交割保管、缺乏流动性、难于
变现等诸多不便。该基金成立
后将以上市开放式基金
(LOF)形式在深交所上市，满

足了投资者短期配置和套利
交易的需求。

债基中考业绩稳健
东吴增利火热发行中
截至6月24日，今年以来，标

准股基平均收益率-9.03%，而
一级债基、二级债基收益率分别
为-0.92%和-1.22%，排开基前
列。被誉为基金业“黑马”的东吴
基金，本周一推出的东吴增利债
基，运用了“先闭后开”的运作模
式，主要投资价值高的债券，迎
合了基民投资需求。

嘉实深证基本面120ETF
及其联基周五起发行
7月1日至26日，嘉实基金

旗下深证基本面120ETF及其
联接基金发行。其中，深圳基
本面120ETF基金可通过券商
认购，而其联接基金可通过嘉
实网上交易、中行、工行、农行
等银行和券商认购。2005年以
来至本周一，深证基本面120
指数上涨297 . 51%，而同期大
盘涨121 .94%。

混合型基金耐力强劲
国富策略回报应时推出
2001年至今年6月15日，有

811只基金成立。业绩排前十基
金中，8只属混合型基金。近期，
4年公司整体业绩排第三的国
海富兰克林基金将发行的国富
策略回报混合型基金，其将发
挥灵活的仓位优势来获取长期
稳健收益，还将贯彻基本面驱
动的投资理念及自下而上精选
个股的策略 。(王娜)

汇添富增强收益债基
再度分红
5月份以来债基成为分红

绝对主力，汇添富旗下汇添富
增强收益债券A和汇添富增
强收益债券C上周再度分红，
每10份基金份额分红0 .70元。
在债券基金阵营中，汇添富增
强收益业绩长期突出，其成立
以来持续分红，也凸显出该基
金作为长期投资配置的优势
和意义。

晨星数据显示，截至2011
年6月17日，汇添富增强收益

债券基金累计收益率超过
20%；同时，该基金最近一年、
两年和三年的回报率均高居
同类基金的前十位，更是今年
以来为数不多实现正收益的
基金。

兴业全球两基金
选证能力获五星评级

日前上海证券基金评价
研究中心发布2011年5月基金
评级报告显示，截至5月31日，
兴全可转债基金在三年、五年
选证能力评级中，均获五星评
级；同时兴全全球视野基金也
在三年选证能力评级中获得
了五星评级。

银河证券数据显示，兴
全可转债凭借出色的选股能
力，长期业绩表现出色，截
至今年6月10日，该基金成立
以 来 为 投 资 者 创 造 了
325 . 62%的回报率；同时兴
全全球视野也凭借出色的选
股能力，成立以来业绩表现
稳定，在股票型基金中长期
处于前1/3水平。

(谢媛)

解禁股流通及股东减持
一度成为投资者看淡中小
板、创业板的一个主要理由，
但解禁股流通上市某种程度
上也为公募基金提供了买入
足量筹码的机会。
“有很多品种想买，但很

难买到足够的量，每天的成
交量太少了。”深圳一位基金
经理向记者透露，他一直看

好家纺行业，但流通的筹码
太少，每日成交很清淡，大资
金很难买到足够的量，稍微
多买一些就容易影响股价。

在市场缺乏足够人气的
环境下，中小板、创业板一些
股票品种普遍出现每日数百
万元的成交量，显然以公募
基金为代表的大型资金很难
在短期内建仓相关品种。大

宗交易或是机构锁定相关筹
码的一种方式，在上市公司
股东减持的同时，一些基金
经理出于对上市公司估值、
成长性的把握，敢于接盘原
始股东减持的筹码。

6月8日，创业板个股台
基股份上榜大宗交易，卖方
是金元证券北京新外大街营
业部，买方是一家机构专用
席位，双方成交360万股，成
交价18 . 3元/股，较当天收盘
价19 . 58元/股折价约7%，成
交额达6588万元。与此相关
的是，当日台基股份二级市
场成交量不足500万元。

中小板的爱仕达周一也

出现了大宗交易，并且同样
以机构接盘的方式予以完
成，成交价格12 . 72元，较
13 . 53元的收盘价有一定的
折价，机构总计买入了1272
万元，而当日爱仕达的二级
市场成交额为2170万。

事实上，基金经理更多
是在二级市场上捕捉放量的
筹码。鹏华基金研究部总经
理冀洪涛周一表示，对于看
好的中小盘股，“解禁股引发
股票放量下跌的话，的确是
基金获得筹码的机会。”冀洪
涛指出，必须精选个股品种，
通过解禁获得筹码时要回避
估值泡沫过高的品种。

值得一提的是，中小板金
风科技的解禁股上市成为基
金经理足量买入机会的案例
则更为典型。记者从深圳一家
基金公司获悉，金风科技2008
年12月26日的解禁股上市当
日，深圳某基金公司投资总监
管理的基金逆市买入，该股亦
在下午收盘前涨停。“我们当
时出于对行业和公司两方面
的判断，认为该股值得买入。”
介入金风科技的这位投资总
监告诉记者，当时一些股东解
禁股卖出的意愿很强，但基金
买入的意愿更强。据悉，金风
科技从限售股上市后五个月
内的涨幅超过130%。(安仲文)

周二A股市场连续第六
个交易日收高，创今年2月
份以来的最长连涨纪录。但
由于大盘高开，K线收出阴
十字星，终结五连阳。两市
成交1808亿元，较周一萎缩
一成三。另外，中小板指收
市涨0 . 38%，创业板指涨
0 .04%。

虽然有隔夜美股大涨，
以及市场推测5%通胀目标
预示下半年货币政策可能微
调等消息提振，但地方债还
贷高峰到来，银行坏账风险
再度成为市场关注焦点，同
时一年期央票重启，且利率

继续上行等也一度引发市场
忧虑，受此影响，两市大盘震
荡明显。

从多空力量对比来看，
多方在收盘前最后一个小时
突然崛起，并迅速扭转全日
的弱势，水泥板块从跌幅居
前转身变为涨幅第一，地产、
煤炭、钢铁等也迅速窜红，只
有飞机制造、汽车、酒店旅游
等少数板块维持跌势。

昨日审计署公布的数据
显示，地方政府性债务逾10
万亿，虽然未超偿还能力，但
暴露的风险令投资者对银行
坏账产生忧虑。据报道，目前

贷款逾期大量出现，此外，众
多融资平台和银行纷纷选择
了“拖”，即用借新还旧、展
期、债务重组等一系列手段，
把眼前的风险向未来转移。
上述因素导致二级市场银行
股整体承压，华夏、中信、兴
业、民生等众多银行股跌幅
超过1%。

今日大盘若选择上行，
需关注沪指突破2768点时，
一是能否放量；二是顶背离
的状态能否修复。若条件不
满足，则大盘短期仍将维持
震荡蓄势走势。

(中证投资 张索清)

水泥板块午后崛起

大盘再收缩量“假阴星”

当下，基金正趁机买入一些限售股解禁的创业板
或中小板公司股票。一位基金经理表示，一些优质小
股票由于流通盘过小、每日成交量很低，因此很难获
得足量筹码。而限售股解禁，市场供应量增加，股价又
经过了前期大幅调整，使基金有了建仓冲动。

优质中小盘股跌出机会

基金“盯上”限售解禁股

6月25日TCL集团发布公
告，股东李东生终止了减持计
划，原本计划出售4000万股，如
今只卖出600万股。李东生减持
的戛然而止，反映出了随着市
场调整的逐步深入，上市公司
股东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
变。另外，公告显示，6月减持规
模降至年内较低水平，而股东
增持行为则不断增多。

股东减持规模萎缩

统计显示，今年大小非
减持的低谷出现在2月份，当
月股东公告减持额仅为34 .22
亿元，此后减持额快速上行，
并在4月份创出98 . 93亿元的
今年月度新高。不过，随着6

月份股指探底回升，公告减
持规模再度呈现环比下行态
势。截至6月25日，6月份以来
股东减持额为65 .87亿元，较5
月环比下降20 .82%。

从行业看，信息设备、建
筑建材和公用事业行业6月
份的公告减持额分别高达
15 . 84亿元、8 .08亿元和7 .44亿
元，成为当月公告减持额最
大的行业。个股方面，中兴通
讯、华新水泥、凯迪电力、国
民技术和獐子岛6月份的公
告减持额分别为12 . 55亿元、
7 . 01亿元、5 . 80亿元、3 . 13亿
元、3 . 04亿元，合计高达31 . 45
亿元，占当月公告减持额的
比重高达47 .88%。

另外，6月份主板股票和

中小盘股公告减持额分别为
44 . 75亿元和21 . 11亿元，占比
约为68%和32%。可以看到，在
A股中整体市值占比不大的
中小盘股，在6月公告减持中
的占比并不算小。

股东增持升温

进入6月以来，股东增持
热度依旧不减，当月有13只股
票发布了24份增持公告，增持
额合计达到13 .15亿元，与5月
的15 . 59亿元形成并驾齐驱之
势。值得注意的是，6月主板和
中小板公告增持额分别为
11 .49亿元和1.65亿元。

就个股来讲，6月以来鄂
武商A和海南椰岛的公告增

持额分别高达7 . 34亿元和
1 . 96亿元，成为同期最受上市
公司股东青睐的股票。其中，
鄂武商A的大股东增持，可能
是出于与“银泰系”争夺控股
权的需要，而海南椰岛的大
股东增持，则可能是为了在
与“宝安系”争夺控股权的斗
争中处于主动地位。

在二级市场上，部分股
票依托增持概念而呈现良好
的升势。例如，公告股东增持
的中国卫星、沙钢股份和新
嘉 联 6 月 以 来 分 别 大 涨
20 . 15%、17 . 85%和16 . 14%，而
公告股东减持的奥普光电、
澳洋科技和宏达股份6月以
来分别下挫16 . 19%、7 . 57%和
6 .70%。 (孙见友)

6月股东增持“潮起”套现“潮落”

基金看台

今日上市新股概况
代码 简称 主营业务 本次上市 发行价 发行市盈率 机构定位（元）

300235 方直科技 教育软件 880万股 19 . 60元 26 . 13倍 23 . 10-26 . 20

300236 上海新阳 高新技术 1720万股 11 . 07元 28 . 38倍 10 . 08-12 . 88

300237 美晨科技 橡胶制品 1150万股 25 . 73元 18 . 12倍 20 . 00-54 . 90

今日发行新股申购指南

选手 市值 现金 总资产 初始资产 收益率 排名
潜伏 156511元 715元 15 . 72万 14 . 01万 12 . 21%

操作
15元卖出钱江水利4200股。6 . 9元卖出怡亚通13800股。9 . 7元买入

贵糖股份6400股。15 . 06元买入光正钢构6300股。

持仓

代码 简称 数量 买入日期 买入均价 收盘价
600283 钱江水利 0股 6月27日 14 . 40元 14 . 99元
000833 贵糖股份 6400股 6月28日 9 . 70元 9 . 64元
002183 怡亚通 0股 6月24日 6 . 98元 6 . 96元
002524 光正钢构 6300股 6月28日 15 . 06元 15 . 05元

选手 市值 现金 总资产 初始资产 收益率 排名

三人行 67044元 10132元 9 . 72万 9 . 67万 0 . 52%
操作 11 . 54元买入航天通信800股。

持仓
代码 简称 数量 买入日期 买入均价 收盘价
600677 航天通信 2400股 6月22日 11 . 27元 11 . 66元

600208 新湖中宝 6300股 6月24日 6 . 14元 6 . 20元

选手 市值 现金 总资产 初始资产 收益率 排名
宁静 88100元 3448元 9 . 15万 9 . 15万 0 . 00%

持股不动
赛前买入的2000股（600030）中信证券，昨收13 . 14元；赛前买入的

2000股（601169）北京银行，昨收9. 98元；赛前买入的2000股（601600）中国
铝业，昨收11 . 08元；赛前买入的2000股（601898）中煤能源，昨收9 . 85元。

选手 市值 现金 总资产 初始资产 收益率 排名

规矩守信 88939元 1390元 9 . 03万 9 . 04万 -0 . 11%

操作 13 . 99元买入平煤股份3300股

持仓
代码 简称 数量 买入日期 买入均价 收盘价
000099 中信海直 4000股 6月27日 10 . 75元 10 . 66元
601666 平煤股份 3300股 6月28日 13 . 99元 14 . 03元

其他选手战况：第5名半闲散人-4.99%；第6名大雁-5.40%；第7名李苹-5.72%；
第8名佳辉暖气-6.35%；第9名愚渔-8.50%；第10名夏天-9.57%；第11名阳光-9. 97%；
第12名涨停板-10.03%；第13名那风微微-11.44%；第14名银地庄稼-11 .48%；第15名说
到做到-12 .73%；第16名专一-14.43%；第17名海河-15.77%；第18名满仓红-17.48%；第
19名胶东牛仔-23.45%。

简称 申购代码 申购价 发行量 网上发行 申购上限 发行市盈率

金禾实业 002597 21 . 50元 3350万股 2680万股 2 . 6万股 22 . 87倍

山东章鼓 002598 10 . 00元 4000万股 3200万股 3 . 2万股 21 . 69倍

沪综指日K线

中报业绩预告(13)
代码 简称 业绩变动幅度 公告日

300077 国民技术 净利减40%-50% 06．29

300082 奥克股份 净利增80%-100% 06．29

300104 乐视网 净利增85%-90% 06．29

000592 中福实业 持平 06．28

000936 华西村 净利增200%-250% 06．28

300015 爱尔眼科 净利增40%-50% 06．28

300115 长盈精密 净利增40%-60% 06．28

600793 ST宜纸 亏损 06．28

000680 山推股份 持平 06．25

002398 建研集团 净利增115%-145% 06．25

002453 天马精化 净利增40%-60% 06．25

300030 阳普医疗 净利增80%-100% 06．25

300215 电科院 净利增60%-90% 06．25

000596 古井贡酒 净利增150% 06．24

000965 天保基建 净利增110%-121% 06．24

002176 江特电机 净利增150%-170% 06．24

300146 汤臣倍健 净利增50%-70% 06．24

002135 东南网架 净利增40%-60% 06．23

000507 珠海港 净利增124%-154% 06．22

000895 双汇发展 净利减80%-90% 06．22

300134 大富科技 净利增50%-75% 06．21

300182 捷成股份 净利增50%-60% 06．21

601216 内蒙君正 净利增100%-120% 06．21

主力动向

扎A19版

格数据说市

据统计，今年以来，共有
187家上市公司发布了增发
方案，计划增发510 . 2824亿
股，再融资约4658亿元。研究
员认为，上市公司融资欲望
强烈主要是银根持续收紧，
贷款难度加大。

在上述187家有再融资
计划的上市公司中，河北钢
铁的增发规模最大，该公司
计划公开增发38亿股股份。
除此之外，还有中国铝业、
北京银行、中国北车、包钢
股份、上海汽车等权重公
司。

这187家公司中，融资额
最多的是上海汽车，该公司
本次定向增发计划募集资金
287 . 66亿元。此外，中国重
工、中国南车等7家公司的再
融资额都在100亿元以上。

除了增发以外，另有东
北证券等6家上市公司计划
以配股的方式进行再融资，
有300多家上市公司计划发
行企业债，还有6家上市公司
拟发行可转债。

(林蓓)

187家公司拟增发

再募资4658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