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到 10 个工作日
基 金 净 值 大 涨 近
30%，面对基民热情
“追涨”，一些今年以
来凭借着重仓新能
源板块，业绩遥遥领
先的基金开始采取
“限购”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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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包括前海开源新经济、金鹰民族
新兴、前海开源公用事业在内多只基金同时发
布暂停大额申购的公告，业绩抢眼是这些基金
的共同特点，其中，前海开源新经济是今年以来
公募基金业绩冠军，金鹰民族新兴则是今年上
半年主动权益基金半程冠军，前海开源公用事
业也位居今年公募业绩前五名。

据了解，这类基金近期密集发布“限购升级
令”与申购量大增有关，“吸金”较多的基金每天
申购量超过10亿，少的单日也有上亿净申购。

由于申购量大幅提升，部分一季度末管理
规模不足 20 亿的基金经理目前管理规模已经
超过百亿，一些一季度末规模几十亿的基金，二
季度末规模也已超过百亿，目前规模还在继续
增长。

于此同时，新能源板块昨日出现大幅回调，
基金公司人士均认为，新能源板块短期过热，调
整反而是件好事，更有基金经理公开喊话，涨时
少夸我，跌时少骂我，建议长期持有，不要盲目
追涨杀跌。

多只强势基金
同时限制大额申购

年内明星基金开始对外发布限购“大招”。
7 月 14 日，前海开源新经济混合基金发布

《限制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
的公告》，公告中称，为了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
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2021 年 07 月 14 日
起，本基金管理人将对本基金的大额申购、定期
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进行限制，单日每个
基金账户累计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转
入）本基金份额的最高金额为5万元（含），即如
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
和转换转入）本基金份额的金额超过5万元，本
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

前海开源公用事业行业股票基金也自7月
14 日起将该基金单日单账户申购上限调整至
10万元，而在此前，这两只基金并没有设置申购
限制。

无独有偶，就在同一天，金鹰民族新兴灵
活配置基金也对外发布《暂停大额申购（含转
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公告》，公告中提到，
为保证本基金的稳定运作以及为保护金鹰民
族新兴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
额持有人的利益，从 2021 年 7 月 14 日起，对金
鹰民族新兴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
申购投资进行大额限额，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
计申购基金份额的最高金额为 5 万元。这也
是该基金自 7 月 3 日来第三只调整大额申购上
限，每日申购额度从 200 万降到 10 万，再降至
目前的5万级别。

观察今年以来业绩表现不难发现，上述三
只基金都是今年业绩霸榜的“明星基金”，前海
开源新经济混合及前海开源公用事业均由同一
位基金经理崔宸龙管理，截止7月13日，上述两
只基金今年以来业绩分别增长68.07%、66.93%，
在全部公募基金中排名第一、第四。金鹰民族
新兴在今年上半年末就以53.15%的收益斩获主
动权益基金半程冠军，7月以来净值继续上涨，
截止7月13日，年内净值涨幅达到67.09%，排名
全部公募基金业绩前三甲。

从一季度末重仓股上看，押注新能源赛
道，是这批基金今年以来业绩暂时制胜的关
键。以前海开源新经济混合为例，该基金前十
大重仓股中，包括中科电气、永兴材料、星源材
质、诺德股份等均是近期最火的新能源概念

股，截至 7 月 14 日收盘，中科电气最近三个月
涨幅超过 200%、星源材质、诺德股份最近三个
月涨幅超过 100%，而从今年以来的情况看，中
科 电 气 、星 源 材 质 年 内 涨 幅 也 分 别 达 到
127.6%、114.42%。

金鹰民族新兴灵活配置基金今年配置
的也均是碳酸锂电池、光伏、医疗等热门板
块，一季度末前十大重仓股中不乏宁德时代、
博腾股份、山东赫达、天赐材料、华友钴业等
年内大牛股。

在上海证券基金分析师李柯柯看来，基金限
购可能出于多重原因：一是管理人认为规模上升
太快，需要缓一缓规模增长，以确保投资节奏和
投资布局与规模相适应；二是管理人认为基金规
模已经达到或者接近与投资策略相适应的程度，
通过限购将基金管理半径控制在较为合适的范
围内；三是管理人出于市场走势和投资者情绪的
判断，通过限购避免投资者冲动投资、非理性投
资；四是出于一些理由，通过限购保护原份额持
有人的利益。原因等等不一而足。

基金公司：
新能源板块调整是好事

昨日，新能源板块集体“熄火”，多只锂电股
临近尾盘封住跌停。多家基金公司人士认为，
新能源板块调整反而是好事。

“新能源板块是长期赛道，短期出现调整是
件好事，调整之后估值相对合理，有助于未来增
长。近期我们也通过直播或者文字内容输出等
方式，在支付宝、天天基金等大型互联网平台持
续做投资者教育，不鼓励投资者短期追涨，反而
在阶段性高点需要谨慎一些。”一位基金公司互
金部人士表示。

“近期新能源板块确实有些过热，短期出现
调整是在意料之中，在调整阶段，板块内个股多
少都会出现回调，但长期看，新能源板块的龙头
股调整之后大概率未来仍会创出新高，具体到
细分领域，新能源整车竞争格局不是特别明朗，
相对看好中游的电池环节。”一位新能源主题基
金经理透露。

华夏能源革新股票基金经理郑泽鸿昨日更
是发文，希望关注或投资新能源基金的投资者
于热闹处持一份冷静，让基金经理可以放平心
态，取得更多超额收益。

投资者是否需要
追涨短期强势基金？

至于投资者是否需要追逐短期表现强势的
基金，相关基金研究人士也给出了建议。

盈米基金研究院研究总监邹卓宇称，今年
部分基金业绩表现出色的原因之一是短期市场
风格的变化，但是顺周期板块的表现是否可以
长期持续，是需要投资者考虑的因素。部分基
金产品持仓集中度高，高弹性同时也会附加高
波动，如果持仓的个别个股未来表现不佳，产品
的回撤也会大于大多数基金。同时，投资者需
要注意，部分基金可能规模过小，迷你基金可能
存在长期规模过小导致产品清盘的风险。

屈辰晨提到，每位基金经理都有自己的投
资能力圈，擅长中小盘的选手也可能在市场风
格转向大盘后水土不服。建议投资者关注基金
的规模增长以及投资风格的变化。不同规模体
量的基金对基金经理投管能力以及组合管理能
力的要求不同，因当前业绩出色吸引大规模资
金流入后，基金经理是否能够驾驭、原先的投资
策略是否会失效、基金风格会不会被动向大盘
发生漂移，都需要投资者留意。另外，部分通过
频繁的风格切换和买卖操作来获取收益的基金
其实对基金经理投资能力，频繁的择时操作也
对基金未来获取超额的稳定性引入了不确定
性，投资者需要谨慎对待此类基金。

“投资者在追逐业绩领先的基金时，应当了
解基金业绩增长背后的驱动力。市场行情、基
金公司企业文化、基金经理投研能力等因素均
能够不同程度影响基金业绩，在全方位了解基
金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风险偏好与投资需求，
理性参与基金投资。此外，投资者也应当树立
长期、理性的投资理念，以更长时间维度布局基
金，尽可能避免通过短期业绩判断来选择基
金。”李柯柯如是分析。

平安证券基金研究团队执行总经理贾志建
议，投资人在选择基金时更应该关注长期投资业
绩。“一只长期业绩表现好的基金产品，不代表它
每一阶段都会表现优秀，投资者需要拉长周期去
看待其业绩表现。此外，今年市场特征出现变
化，导致一些赛道型基金表现较为优秀，建议投
资者不要盲目地追逐热点，最好是基于自身的资
产配置需求，做中长期投资。” 据中国基金报

两大“冠军”一起放大招：
限购来了 释放什么信号

据《证券时报》报道，退市富控、欧
浦退、退市鹏起三家公司昨日同时进入
在A股市场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Wind数据显示，三家公司A股自历
史高位的最大跌幅均在 99%左右，其中
退市富控自历史最高价的最大跌幅高
达99.3305%。

在退市之际，三家公司股东数量预
估仍不算少。据统计，截至今年一季度
末，三家公司股东户数合计近12万户。

根据此前公告，退市富控是因 2018
年度、2019 年度连续 2 年期末净资产为
负值，公司股票于2020年12月9日起暂
停上市。2021年 4月 30日，公司披露了
经审计的 2020 年年度报告，净利润、净
资产均为负值，同时被出具了无法表示
意见的审计报告，触及终止上市情况。

欧浦退也是类似情形。公司在披
露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2020年年
度报告）显示，公司 2020 年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期末净
资产均为负值，且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被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触及终止上市情形。

退市鹏起 2018～2019 年度告被出
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
2020年7月17日起暂停上市。2021年4
月30日，公司披露了经审计的2020年年
度报告，2020年度净利润为-1.55亿元，
且被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触及终止上市情况。 据中国基金报

3只A股昨日退市
股价暴跌99%，12万股东踩雷

截至 7 月 13 日收盘，沪深两市成交
额已连续第九个交易日突破万亿元，不
过，在环比大增的日均成交额之下，证券
板块依然表现低迷。截至当日收盘，申
万二级证券行业指数下跌0.72%，7月以
来跌幅为 3.38%，今年以来下跌则接近
12%。业内人士指出，全面降准落地或
有效改善投资者对 A 股市场流动性预
期，在资本市场深化改革以及财富向权
益类资产配置的大趋势下，券商行业财
富管理、投资和机构业务仍能较快增长。

短期来看，东兴证券表示，随着全面
降准落地，很大程度上改善投资者对市
场流动性的判断。此外，周五公布的 6
月社融、人民币贷款、M2 数据均超预
期，亦有效提振市场情绪。除上述流动
性层面利好外，监管层重申严厉打击证
券违法行为，优化资本市场运行秩序，而
资本市场良性发展有利于中长期投资资
金持续进场，进而利好证券板块。

与此同时，券商中报业绩预告也在
披露中，大部分券商业绩表现优秀。截
至 7月 13日记者发稿，上市券商中已有
20家披露业绩预告，其中预喜的有15家

（包括“预增”“略增”两类），14家预计净
利润增长超过 20%。开源证券认为，全
面降准利好券商各项业务，加上中报超
预期、基金投顾试点扩容、基金新发或延
续超预期态势等因素影响，应重视券商
边际向好趋势。

从中长期来看，随着基金投顾业务
试点的全面铺开，不少机构指出，证券板
块投资主线仍聚焦于财富管理，而券商
大财富管理佣金收入和费率水平大概率
将趋势性向上。 据新华社

市场流动性预期改善
机构看好证券板块

本版内容及观点仅供参考，不构成
对所述证券的投资建议，投资者不应以
本文作为投资决策的唯一标准，市场有
风险，投资需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