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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上海扶助企业发展的科
技金融生态体系正在快速发展。青
年报记者昨日从上海银监局获悉，上
海银监局与上海市科委联合编制的
《2017年上海科技金融发展报告》日
前发布。《报告》显示上海科技金融生
态体系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土壤得
到进一步培育。截至2017年末，上
海辖内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首次突
破2000亿元大关。

报告全面回顾了2017年上海在
科技金融、科技创新、科技服务机制建
设方面的新进展和新成效。据悉
2017年上海科技金融生态体系进一
步完善，科技创新土壤得到进一步培
育。科技金融供给方面，截至2017年
末，上海辖内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首
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达到2071.27

亿元，较年初增长38.05%，高于辖内整
体贷款增长率25个百分点；科技型企
业存量客户增长率为21.66%，其中科
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客户数占整体比重
为89.40%。专业化经营服务方面，辖
内服务科技金融队伍力量不断壮大，
已设立7家科技支行，科技特色支行
89家，科技金融从业人员1483人；通
过举办“科技金融大擂台”，知识产权
创新产品及优秀案例层出不穷。

上海市科委依托科技金融信息
服务平台逐步打造覆盖科技型企业
不同成长阶段需求的科技信贷产品
链。截至2017年末，市科委“3+X“科
技贷款总额和贷款笔数创历史最高，
贷 款 总 额 37.4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8.4%，贷款企业630家，同比增7.5%，
其中，科技履约贷实现贷款22.02亿
元，同比增长 34.3%，贷款企业 516
家，同比增长20.3%。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战略配售公募基金究
竟是什么？为什么这几天券商、银行
理财经理、支付宝、微信都向我推荐
这个产品？”市民陈先生询问记者。
华夏基金、招商基金等基金公司联手
银行、券商、第三方机构，利用周末发
起强烈的宣传攻势，短短几天，就让
国内首批战略配售基金成为资本市
场的最热话题，一场预计总规模可达
3000亿元的销售大战正式打响。

发售首日：传单与谣言漫天飞
首批6只战略配售公募基金已

经开始同台竞技，首先拼的是渠道与
销售技巧。青年报记者近日的朋友
圈已经被几家基金公司的海报、抖音
轮番刷屏，网上甚至流传出菜场买菜
的叔叔阿姨都被派发了传单，这在过
去的基金产品营销活动中可谓罕见。

和所有热点产品一样，首批6只
战略配售公募基金在被关注的同时，
也出现了一些谣言。比如6月11日
首募当天，市场有传言称“招商基金
已经满额接近尾声，配售比例将会非

常低。”对此，招商基金回应，“满额”、
“接近尾声”等说法纯属谣言。

机构观点：机会与风险共存
“6 只基金主要以战略配售方

式 投 资 优 质 创 新 企 业 的 CDR 和
IPO。”招商证券分析人士认为，由于
战略配售股票的比例单独计算，可
优先参与，从打新角度而言拥有
100%中签率。

光大证券指出战略配售基金也
存在一些风险。首先是海外市场风
险：CDR与海外市场关联度较高，美
股、港股过去几年涨幅十分可观，如
CDR发行定价与境外挂钩，需警惕海
外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其次，发行节
奏不及预期风险也会导致基金的收
益较低。最后是退出风险：提前退出
可能遭受折价损失；三年锁定期满
后，资金集中退出可能带来的净值波
动风险。

结合战略配售基金的优点及风险
点，光大证券认为该基金适合投资周
期较长且对净值波动不太敏感的资
金，建议资金规模较大的投资者在基
金成立时进行申购，以获取充足份额。

销售总规模预计达3000亿元

战略配售基金到底该怎么买

上海“科技贷”余额首破2000亿元

战略配售公募基金除了费率优

惠、1 元起购之外，投资者最好先弄

懂“战略配售、独角兽、CDR、打新基

金”这些金融热词。为此记者梳理了

8个投资者关心的问题。

1、什么是战略配售？
答：“战略配售”是“向战略投资

者定向配售”的简称。我国《证券发

行承销与管理办法》（2018年征求意

见稿）第十四条规定，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数量在4亿股以上的，或者在境

内发行存托凭证的，可以向战略投资

者配售股票。发行人应当与战略投

资者事先签署配售协议。发行人和

主承销商应当在发行公告中披露战

略投资者的选择标准、向战略投资者

配售的股票总量、占本次发行股票的

比例以及持有期限等。

2、战略配售和普通打新有啥差别？
答：战略投资者不参与网下询

价，且安排战略配售股票的比例单独

计算，扣除该部分后才确定网下、网

上发行比例，战略配售股票限售期为

12个月。因此，战略配售基金在参与

创新企业战略投资时可优先参与，从

打新角度而言拥有 100%中签率，其

12个月的锁定期更是体现了重要的

战略合作意向。

3、什么是CDR？
答：CDR是中国存托凭证（Chi-

nese Depository Receipt）的简称，是

指在境外（包括中国香港）上市公司

将部分已发行上市的股票托管在当

地保管银行，由中国境内的存托银行

发行、在境内A股市场上市、以人民币

交易结算、供国内投资者买卖的投资

凭证，从而实现股票的异地买卖。

4、战略配售和CDR有什么关系？
根据《证券发行承销与管理办

法》（2018 年征求意见稿）第十四条

规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在4亿

股以上的，或者在境内发行存托凭

证（CDR）的，可以向战略投资者配

售股票。也就说，通过战略配售这

种方式，可以参与CDR相关投资机

会。

5、哪些人可以参与战略配售？
答：按照有关规定，可参与战略

配售的战略投资者必须是指符合国

家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与发行人

具有合作关系或合作意向和潜力并

愿意按照发行人配售要求与发行人

签署战略投资配售协议的法人，是与

发行公司业务联系紧密且欲长期持

有发行公司股票的法人。所以目前

可参与战略配售的只有部分机构投

资者，但是通过华夏、招商、南方等机

构的战略配售基金，个人也可以间接

参与战略配售。

6、引入战略配售的企业投资价
值怎么样？

答：据Wind数据统计，截至2018

年 3 月，从金融业来看，历史引入战

略配售投资者的 9 家金融类企业长

期业绩优于行业平均水平，其中2006

年以来平均每股收益 EPS 除农业银

行外，其他8家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0.465；2006 年以来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ROE 9家企业均高于行业平均水

平10.8497。

从工业企业来看，历史引入战略

配售投资者的 7 家工业类企业长期

业绩大部分优于行业平均水平，其中

2006 年以来平均每股收益 EPS 有 4

家高于行业平均水平0.3254；2006年

以来平均净资产收益率ROE有4家

企业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9.0969。

7、战略配售基金的主要投资策
略是什么？

答：从 6 只战略配售基金来看，

在封闭运作期内，主要采用战略配售

和固定收益两种投资策略。这就意

味着，这些基金主要以战略配售方式

投资优质创新企业的股票或存托凭

证（CDR），其他仓位主要是进行固

定收益品种投资等。

8、战略配售具体募集时间为何？
答：第一阶段：个人投资者（6月

11日至6月15日），第二阶段：全国

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企业年金基金、职业年金（6 月 19

日）。第一阶段募集期结束后，基金

募集规模若是没有达到 50 亿元，进

入第二阶段募集期。值得注意的是，

战略配售基金只通过场外公开发售，

没有场内发售。

搞清楚8个问题让心里有底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曾经的“冰箱之王”新飞
倒下了，公司将被拍卖。想当年一句

“新飞广告做的好、不如新飞冰箱好”
曾经火遍大江南北，在新飞最辉煌的
时候，与海尔、容声、美菱并称为冰箱
界“四朵金花”。

从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得
知，新飞系的新飞电器、新飞家电、新
飞制冷器具三家公司全部股权将于今
年6月28日起于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
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
行公开拍卖活动，起拍价为4.5亿元。

说起新飞，在家电市场上一度赫
赫有名。新飞成立于1984年，由河
南一家兵工厂改造而来，其官网称

“1996年，新飞上马了中国第一条最
大最先进的无氟冰箱生产线，随着无
氟冰箱的大批量投放市场，全国掀起
了抢购无氟冰箱的绿色浪潮，新飞由
此跃升行业前三位。”

不过因资金链断裂、不能清偿到
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
务，新飞公司于2017年10月30日向
新乡中院申请重整。自进入重整期
后，备受舆论关注。今年2月8日，新
飞公司一度宣布复工，确定丰隆亚洲
有限公司为新飞公司正式重整投资
人。剧情随后生变，丰隆亚洲在今年

4月13日又发布公告宣布从新飞公
司撤资，新飞公司生产再次全面中
断。

在同时公布的《关于批准新飞公
司重整计划的裁定书》中提及，新飞
公司破产重整受理前，生产已全面停
止。为维持新飞公司产品的市场占
有量，稳定职工队伍以及长期合作的
供应商、经销商，并保有新飞品牌价
值，管理人在新飞公司进入破产重整
程序后维持库存销售和基本运营。
按照原重整投资人丰隆亚洲申报方
案，新飞公司于2018年2月8日起恢
复了部分生产，但由于丰隆亚洲未能
按其承诺注入复产资金，导致新飞公
司生产再次全面中断。复产前期原
材料采购、重整期间持续运营费用支
出等原因，导致新飞公司资产状况继
续恶化，流动资金濒于枯竭。由于资
金短缺，新飞公司未能按行业惯例在
冰箱、冷柜等产品营销旺季开展年度
销售活动，导致经销渠道大量流失，
市场份额缩水严重，由此导致新飞商
标价值急剧贬损。同时，长时间的停
产也造成生产设备一定程度的老化、
损坏，造成固定资产进一步的贬值。

新飞公司目前已处于资不抵债
状态，测算所得的债权申报总额超过
25亿元，而新飞账面总资产测算不到
11亿元。

新飞电器破产股权遭拍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