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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股股””论今论今

盘面回顾盘面回顾
上周五，A股三大股指全线收涨，创业板指

涨逾1%。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2924.20点，上
涨0.79%；深证成指报9228.55点，上涨0.81%；创
业板指报 1541.98 点，上涨 1.15%。两市成交
3500亿元，北向资金大幅流入且跑步进场引发
关注。

市场解析市场解析
上周指数平淡但市场风格分化明显，估值

偏高的消费蓝筹白马受中报影响调整，中小创
略强于大业势。预计高估值白马股短期将继续
面临业绩验证压力。今日科创板开市交易，压
制市场流动性的因素有望缓解，市值小、科技含
量高、业绩增长稳、估值合理的公司可能有更高
溢价。

一、北向资金大幅流入引发关注。上周五
北向资金全天净流入61.9亿元，为连续四日净
流入，创近一个月最大净流入额；上周净流入合
计93.54亿元。

二、上半年经济运行数据出炉，GDP增长
6.3%。中国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450933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3%。上半年
社会消费品零售同比名义增8.4%；中国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6.0%；固定资产投资，同比
增长 5.8%，预期 5.5%；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5294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8.8%，扣除价格
因素，实际增长 6.5%；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0330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7.5%，扣除价格
因素，实际增长5.2%。2019年6月份居民消费
价格同比上涨2.7%，食品价格上涨8.3%。

三、本周央行公开市场到期资金达9620亿
元。Wind数据显示，本周央行公开市场到期资
金达9620亿元，其中周二（7月23日）到期规模
最大，不仅有 1600 亿元逆回购到期，另有 5020
亿元MLF到期，周三至周五到期的逆回购规模
均为10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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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股市大势研判

7月 22日上午 9点半，伴随开
市锣声的响起，首批 25只科创板
股票开始在上交所交易，科创板正
式开市。

上海市市委书记李强、中国证
监会主席易会满、上海市市长应
勇、上交所理事长黄红元及 25家
科创板上市公司代表等出席开市
仪式。

25只科创板股票开盘全部大
幅上涨，其中 19 只股票涨幅超 1
倍。涨幅最高的是安集科技，达到
287.85%；涨幅最低的是新光光
电，也达到57.52%。

截至上午 10时，10只科创板
股票盘中临时停牌。N杭可较开
盘价上涨 30%外，其余 9只触发临
停均为较开盘价跌30%。

个人投资者如何参与
个人投资者如果想参与科创

板股票交易，是有一定门槛的，需
要符合下列条件：

申请权限开通前 20个交易日
证券账户及资金账户内的资产日均
不低于人民币 50万元(不包括该投
资者通过融资融券融入的资金和证
券)；参与证券交易24个月以上。

也就是说，不仅要有两年的证
券交易经验，账户里还要有至少
50万元。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负
责人6月底曾表示，目前符合适当
性要求的投资者户数约有 320万
户。

不满足上述条件的话也没关
系，上海证券交易所表示，不符合
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中小投资者
可以通过公募基金等产品参与科
创板。

目前，博时基金、银华基金、大
成基金、中欧基金、财通基金、中金
基金等基金公司均推出了科创板
相关主题基金。

个人如何参与打新
打新即投资者用资金参与新

股申购，如果中签的话，就买到了
即将上市的股票，主要有网上和网
下两个渠道。

由于网下申购对象不包括个
人投资者，因此，对于普通个人投
资者来说，只能通过网上申购参与
打新。

要想进行网上申购，第一步是
需要开通科创板交易权限，即满足
上面所说的几个条件。

第二步是要符合关于持有市
值的要求，也就是参与科创板新股
申购的个人投资者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
证总市值在 1 万元以上 (含 1 万
元)。

此外，还有一种方式，可以投
资银行理财和基金参与打新。如，
目前中行、招行、邮政储蓄银行等
银行推出的科创板主题银行理财
产品，主要以投资打新基金间接参

与科创板打新。
新股“买到即是

赚到”吗？
很多人认为新股

买到即是赚到，就像
中彩票一样。数据显
示，参与网上打新的
投资者人数已经突破
310万。这意味着，几
乎所有开通科创板交
易权限的个人投资者
都参与了打新。

事实上，科创板
的新股并不便宜。市
盈率(PE)是股票价格
除 以 每 股 收 益 的 比
率，是最常用来评估股价水平是否
合理的指标之一。一般而言，市盈
率越高，代表股票的价值越被高
估。

科创板股票的发行价取消了
23倍市盈率上限，所以平均市盈
率明显超过A股整体水平。

据太平洋证券研报统计，25
家企业的市盈率在 18.86-170.75
倍之间，均值为 49.16 倍，中位数
42.14倍。

其中，市盈率最高的为中微公
司，170.75倍；最低的为中国通号，
18.8倍。中国通号、沃尔德、天宜
上佳、航天宏图4家发行市盈率低
于行业水平，其余 21家全部高于
行业估值。

从发行价格来看，根据 Wind
数据，科创板首批上市的 25只新
股平均发行价格为 29.20 元/股。
截至 7月 15日，在今年发行的 87
只 A 股 新 股 中 ，发 行 价 格 超 过
29.20元/股的仅21只。

另外，中签率方面，首批25只
科创板新股平均中签率近 0.06%，
高于A股整体水平。

交易要注意哪些问题
科创板的交易规则与A股的

现行规则不太一样。
首先是涨跌幅，科创板股票上

市后的前 5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
限制，从第六个交易日开始设置
20%涨跌幅限制。

前5个交易日，科创板还设置
了临时停牌制度，当盘中股价较开
盘价上涨或下跌幅度首次达到
30%、60%时，都分别进行一次临
时停牌。

对此，有市场分析人士提醒，
不设涨跌幅，那么投资者买入后被

“挂在高空”的可能性很大；20%的
涨跌幅限制比 10%的A股现行限
制大了一倍，交易风险更高。

其次，科创板的单笔申报股数
与目前A股的 100股不同，其起步
数为200股。并且，每笔申报只要
超过了 200股，就可以以 1股为单
位递增，比如可以购买201股、202
股。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科创板没
有引入 T+0 交易制度，仍然采用
T+1。T+1是指当日买入的股票不
能当天卖，要到下一个交易日才能
卖出。

中国证监会相关负责人此前
表示，现阶段，中国资本市场仍不
成熟，投资者结构中中小散户的占
比较大，单边市的特征未发生根本
改变，市场监控监测手段仍不够充
足。科创板从维护市场稳定运行
和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出发，暂
未引入T+0的交易制度。

对A股主板走势有什么影响
安信证券指出，假设科创板交

易首日绝大部分公司换手率达到
89%，预计科创板首日成交额约为
313.94亿元(假设交易均价超过发
行价 35%)，那么科创板将占两市
总成交额约 6.56%，流动性冲击不
大。

华泰证券分析称，科创板对A
股主板等流动性的影响主要有两
方面，底仓引流效应和分流效应。

一方面，科创板增加股票供
给，对A股现有板块的交易量形成
一定的分流压力，分别在发行和上
市交易两个阶段；另一方面，参与
申购科创板新股需要A股底仓市
值，有望增加现有板块配置资金。

关于“对A股现有板块的分流
压力”，广发证券认为，综合机制、
体量方面因素考虑，科创板带来的
分流效应有限可控。

从机制来看，创业板开板打新
采用新股申购预先缴款，首批冻结
申购资金规模达万亿元，而科创板
打新仅采用市值配售方式，分流效
应大大弱化；从体量来看，2019年
科创板融资规模预计在 800亿元
至900亿元，节奏整体可控。

证监会副主席李超此前表示，
科创板有严格的相应标准和相应
程序。同时科创板注重市场机制，
市场机制就包括了市场的约束，只
要市场各方，包括中介机构、发行
人、投资者等，也包括监管部门在
内，各方归位尽责，相信科创板不
会出现大水漫灌的局面。

（来源：中国新闻网）

科创板鸣锣开市

25只股票大涨 个人可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