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股发行“变奏”，导致收益回调——

打新基金如何“好中选优”
本报记者 周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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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期 A 股市场 IPO 发行频率加快，新
股供应增加，采用打新股获取稳健收益的策略
出现较大变数。对于借道“低门槛”打新基金
的投资者来说，是否该继续持有这一类型基
金？存量打新基金产品如何“好中选优”？

打新参与度提高
基金收益回调

Wind 资 讯 统 计 显 示 ， 截 至 1 月 23 日 ，
2017 年以来发行的新股总数为 37 家，平均每
天通过核发的新股数为 2.67 家。2016 年以来
参与过打新的公募基金中，占总数量 50%的
基金参与申购了近半数以上新股，30%的基金
参与过八成数量的新股申购。据上海证券基金
评价中心统计显示，2016 年 A 股市场有 175
只新股上市，共 1705 只基金参与过打新，数
量较 2015 年上升 160%以上。其中保本型、
股票多空型、混合型、指数增强型等基金都是
积极参与打新的主力。

尽管参与度较高，打新收益却不及预期。
今年以来上市的海利尔、太平鸟等新股均在第
4 个交易日就打开涨停板，后期表现与过去的
次新股相差甚远。次新股指数在 2016 年 12 月
1 日至 2017 年 1 月 23 日期间由 103412 点下跌
至 7680 点，跌幅超过 25%，日均成交额仅为
110 亿元左右，远不及 2016 年 10 月份、11 月
份 200亿元左右的水平。

之所以打新收益回调，与 IPO“变奏”和
新股市场表现有关。融通新能源基金经理付伟
琦认为，在 IPO 加速的背景下，中小市值股票
稀缺程度降低，投资者对新股热情降低；从市
场表现看，新股上市后涨停板过快打开，降低
了打新基金收益率，引起部分资金的抛压。

新股上市表现分化，打新基金还有必要继
续持有吗？上海证券基金评价中心分析师李颖
认为，在目前的新股发行制度和监管体制下，
打新基金的策略套利空间依旧存在。据统计，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15 日间发行的 149 只
新股上市至开板平均涨停 13.46 次。同时，公
募基金在网下申购享有政策优势，作为 A 类
机构的公募基金中签率明显高于 B 类投资者和
C 类投资者。从数据上来看，2016 年 A 类投
资者的配售率几乎是网下整体配售率的 2 倍。
这意味着公募基金只要顶格申购每次打新平均
能收获 1.61万股的新股。

“换个角度看，打新只是基金管理人的投
资策略之一，并非基金产品的品类，管理人可
以在合适的时机参与打新，也可以择机退出，
还可采取债券策略、股票策略等其他策略，没
必要为了维护本不存在的打新基金名头，每逢

新股必打。”金牛理财网分析师宫曼琳说。
上海证券基金评价研究中心统计显示，

2016 年积极参与新股申购、基金业绩稳健的
“打新基金”仅有 42 只。这些基金 2016 年以
来收益率区间在 0至 5.5%之间。

“未来的打新收益依然会较为丰厚，尤其
是对中小盘股组合。”华创证券分析师汤雅文
认为，打新基金需要在增强收益与底仓波动之
间权衡，作为多策略基金，打新基金除了获取
打新确定的收益外，债券策略和股票策略也非
常重要。

债券投资是基础
规模选择是关键

既然打新基金数量越来越多、打新收益仍
具有吸引力，那么投资者如何选择市场上存量
的 1700余只打新基金？

据业内人士介绍，从打新基金的特点看，
这类产品主要追求确定性较高的新股收益、债
券投资收益等，与固收类基金相差无几，因此
比较适合低风险投资者。

宫曼琳认为，打新基金与其他固收产品的
差异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作为基础收益的
债券投资部分。二是作为“锦上添花”的打新
收益部分。剔除目前市场上采用打新策略的股
票型基金 （股票投资仓位在 80%以上），打新
基金主要为灵活配置型基金和偏债混合型基金
产品。这些基金在 2016 年三个季度末平均债
券持仓 91%，最低 50%，最高为 124%。这说
明，在选择打新基金时，应重点考虑基金管理
人的债券投资能力。

从增强收益部分看，打新基金 2016 年近
三个季度末平均股票持仓为 4.6%，八成基金
股票仓位控制在 5%以内，最高为民生加银新

动 力 ， 2016 年 三 个 季 度 平 均 股 票 持 仓 为
17.33%。打新基金重仓持股均以大中盘、价
值型、平衡型股票为主，极少基金重仓小盘、
成长风格股票。可见，在对冲股票风险的手段
较为有限的情况下，大部分打新基金都通过严
控仓位、精选大盘价值股票，将整体组合风险
保持在可控范围内。

据上海证券基金评价中心统计，由于基金
新股申购市值不能超过基金规模，假设规模在
0.5 亿元、1 亿元、1.5 亿元、3 亿元的基金，
均获得每只新股最大可配售额或市值匹配的配
售额，则单纯的打新策略最高能为上述基金贡
献 年 度 收 益 率 为 6.21% 、 5.95% 、 5.39% 和
3.99%。

由此不难看出，除了成立期限、基金品
类、债券投资能力之外，规模大小也是选择打
新基金的关键指标之一。李颖表示，参与网上
打新的基金至少需要有一定市值的底仓，基金
申购的金额不能超过该基金的总资产。“因
此，基金规模不能太小，否则可申购的新股数
量将大幅减少；同时，基金规模也不宜过大，
否则将摊薄打新收益。”李颖说。

究竟多大规模的打新基金比较合适？理论
上，若基金只持有 6000 万元股票底仓参与打
新，同时将股票仓位长期控制在 5%左右，则
理想的打新基金规模为 12 亿元。从目前实际
情况看，业绩较好的打新基金平均规模约为
13亿元。

“目前市场的打新基金大都遵循了分散
投资、打新增厚收益、不额外参与二级市场股
票投资这样的运作思路。若放宽对股票风险
敞口的控制，长期将股票底仓控制在资产规
模 10%左右的基金，则规模为 6 亿元左右。”
李颖认为，投资者在考虑打新基金规模时，可
优先考虑 6 亿元至 12 亿元规模区间的混合基
金类产品，当然也要根据自身风险偏好进行
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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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转债“攻守兼备”
本报记者 李 会

近日，大连商品交易所发布公
告称，已对 4 起通过对敲手段转移
资金违规案件的调查审理终结。根
据《大连商品交易所违规处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对违规的 4 名自然人
客户和 1 名法人客户，给予通报批
评并处暂停开仓交易 2 个月或 3 个
月的纪律处分。

尽管期货市场上的对敲交易不
时发生，但很多投资新手可能对此
不是很了解。实际上，所谓的对敲
交易，是指在两个账户之间在相同
的期货合约上，按照事先约定的时
间、价格和方式进行的互为对手的
交易。对敲交易是期货市场典型的
违规交易行为，通常发生在流动性
较差的远期期货合约，通过对敲交
易能够影响市场价格、转移资金或
者谋取不正当利益。

从对敲交易的类型来看，部分
对敲交易是由投资者在不了解期货
交易规则的情况下因错误操作或好
奇尝试引起的；也有部分对敲交易
带有违法犯罪意图，即通过这种方
式获取和转移交易关联方账户资
金。从以往的中国证监会、期货交
易所和人民法院处理的对敲案件来
看，往往一方或双方有预谋，目的是
转移资金。

就近些年市场上影响较大的对
敲案例来看，2013 年 4 月，首起发
生在上海市并经查实的、通过期货
市场对敲交易转出资金实施诈骗的
案件，在全国范围内也具备典型
性。当时，受害人陈先生将名下
390 万元期货账户交由通过互联网
认识的一位职业期货炒家（受托人）
操作，并以此获取每日千分之一的
固定收益，该受托人利用陈先生的
期货账户买卖远期无人交易的棕榈
油期货合约，造成其期货账户 390
万元“不翼而飞”，即通过骗取他人
账户和事先开设账户之间进行对敲
并转出资金，获取数以百万计的违
法“快钱”。

值得关注的是，基于投资者身
份、动机和目的不同，对敲交易引起
的法律后果不完全相同。有的投资
者自己在不同期货公司的账户之间
以对敲转移资金，涉嫌洗钱；有的投
资者在获取他人的交易密码后，将
他人账户的资金对敲至自己账户或
关联第三方账户，涉嫌盗窃；有的是
法人投资者的指定下单人及资金调
拨人，利用职务之便将法人资金对
敲至关联第三方账户，涉嫌侵占。
总之，对敲行为具体的违法犯罪的
定性需要综合主客观等不同方面认
定。另外，对敲操作者为了达到目
的，一般采取在双方账户之间通过
高买低卖来达到对敲目的，背离了
期货交易低买高卖的一般规律，严
重扰乱合理价格，破坏了期货市场
正常运行。

为了防范对敲交易给客户造成
损失、保护客户资金安全，目前证监
会要求期货公司严格执行当日无负
债结算制度，投资者当日平仓盈利在
结算完成前不得出金。同时，针对期
货交易所通报对敲转移资金等涉嫌
违法违规情形的，还明确亏损投资者
所在期货公司应立即与投资者核实
交易情况，盈利投资者所在期货公司
在事件调查结束前应当限制投资者
出金。此外，投资者也应当妥善保管
好自己的交易账户信息，以防账户被
盗用、资金被对敲转移。

揭秘期货对敲
本报记者 何 川 在 经 历 了 2015 年 股 市 剧 烈 调

整、发行急剧萎缩之后，2016 年转债
市场逐渐走出低迷期。相关统计数
据显示，全年可转债发行量达 212 亿
元，较上一年有所恢复，市场规模也
重新回到 300亿元以上。

可转债券是指在一定期限内，依
据约定的条件和既定的转股价格，转
换成发行人公司股票的债券。简单
说，可转债是一种内嵌期权的债券，
赋予了投资者一种选择的权利——
既可以持有债券，也可以到期转成公
司股票。

“亦股亦债”，不同属性的综合体
意味着可转债投资“攻守兼备”。对
投资者而言，可转债除了具有一般债
券安全、稳定的属性外，还内含换股
权，具有通过换股来实现更高收益的
机会。即使最后选择不换股，也能获
得债券本身的还本付息。

从历史发行情况来看，2010 年
之前转债的发行都寥寥无几，直到
2010 年转债发行出现井喷，随后在
2013 年整个存量市场规模达到 1600
亿元的顶峰。2015 年股市剧烈调整
导致转债整体发行量急剧下降，全年
仅有两只新债发行，市场规模也大幅
萎缩，创下 2010年以来的新低。

由于可转债具有股票与债券的
双重属性，可转债与股市、债市的联
动效应明显。据上海证券分析师胡
月晓介绍，2016 年年初股市几度熔
断，转债市场跟随 A 股向下调整，且
调整幅度更为剧烈。6 月底，随着债
市走强以及股市的稳中趋升，可转债
指数也一路攀升。但在年末收官季
却遭遇债市深度调整，拖累了可转债
的表现，中证转债指数最低跌至 276
点，创全年新低后又随着债市的恢复
性上涨有所回升。

据业内人士介绍，投资可转债，
需要关注标的的股性和债性双重指
标，其中股性指标主要用来观测转债
的进攻性，债性指标主要用于衡量转
债的防守性。

胡月晓认为，2017年的可转债市
场，对于股性较强的个券来讲，还是
有相对较好的表现机会，但仍需要根
据基本面，对于正股未来的走势做出
预判来精选个券，以获取可转债的

“股性”收益。“对于债性较强的个券
而言，则是很好的防御品种，可做配
置长期持有。”胡月晓表示，尤其是当
前到期收益率较高、纯债溢价率偏低
且绝对价格也相对低位的一些券种，
都是值得关注的防守品种，但跟涨的
能力可能偏弱。

值得关注的是，可转债投资还要
密切注意流动性冲击。回顾过去几
年的情况，流动性冲击很容易反映到
转债市场，转债交易的特点、投资者
结构等因素，都容易导致转债在流动
性冲击中快速调整。

据兴业证券分析师唐跃介绍，由
于转债本身没有涨跌停限制，而且是
T+0 交易（公募等机构不可以日内回
转），一旦股市发生极端下跌时，转债
仍有变现能力，而这种变现能力往往
会带来可转债的深度下跌。

当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紧张时，转
债的调整幅度也会大于正股。唐跃
表示，这主要是两个因素造成：一是
转债的投资者中公募债基占据很大
比例，即转债与正股的投机者结构存
在明显差异；二是转债几乎是债券资
产中流动性最好的品种。当流动性
冲击出现时，非银的债基遭遇赎回，
信用债变现能力又较差，不得不卖出
流动性好的转债、利率债等，所以转
债的跌幅往往会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