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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角兽基金下周一启动  或可折价

参与战略配售 

  备受关注的 6 只专投 CDR 项目的独角兽基金即将

发行。 

  6 月 5 日，南方、招商、汇添富、嘉实等多家公司

纷纷发布新产品宣传海报。尽管海报中并未提及具体产

品的名字，但“独角兽”的海报形象设计指向性非常明

显。 

  此外，银行渠道也传来了关于这 6 只独角兽基金即

将启动发行的消息。消息称，由证监会主导的 6 只独角

兽基金将于下周一也即 6 月 11 日起开始募集，并在十

天内快速成立。 

  据悉，募集阶段将分为个人认购期和机构认购期两

个阶段，其中每家产品的募集规模上限为 500 亿元，募

集下限为 50 亿元。 

  据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多个不同信源处获悉，

与过往采用战略配售的 IPO 案例中直接发行和战略配

售的价格往往一致不同，独角兽基金参与 CDR 项目的

战略配售或有望拿到较高程度的折价，这将大大提高独

角兽基金的吸引力。 

  独角兽基金火速上线 

  今年 5 月 29 日，6 家基金公司齐齐上报了“3 年封

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这便

是传说中的“独角兽”基金。 

  上报仅一周后，这 6 只备受市场关注的独角兽基金

就有新的消息传来。6 月 5 日，华夏、易方达、南方、

招商、汇添富、嘉实 6 家公司纷纷发布“重磅新品，警

请期待”“前所未有，蓄势待发”等新产品相关的宣传

海报。尽管海报中并未提及具体产品的名字，但与“独

角兽”相关的海报形象设计指向性非常明显。 

  银行渠道方面随即也有消息传来。从宣传材料来

看，银行对各家基金公司的“独角兽”产品基本采用了

同一套说辞，对独角兽基金主要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战

略力度”“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前所未有的普惠金融”

“前所未有的低费让利”等四大优势。 

昨日国内行情回顾 

指数名称 收盘 幅度（%） 

上证指数 3115.18 0.03 

深证成指 10365.13 -0.20 

沪深 300 3837.35 -0.21 

上证国债指数 164.73 0.01 

http://www.abc-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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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宣传材料还提到，独角兽基金的发售将“限

时、限量、限额”，有材料直接指出，下周一 9 点独角

兽基金即开始发售。不过，目前对于独角兽基金的具体

发行安排，市场有不同说法。 

  例如关于发行时间，其中一种说法是，战略配售基

金将于 6 月 6 日取得批文，7 日发布公告，发行期仅 5

天，其中 6 月 11 日-6 月 13 日这 3 天面向个人投资者发

行，6 月 14 日-6 月 15 日向社保、养老金、企业年金和

职业年金发行，6 月 20 日基金成立，6 月 21 日正式开

始投资。 

  另一种说法是，6 月 11 日-6 月 15 日这 5 天面向个

人投资者发行，6 月 19 日面向机构发行，并于当天结束

募集。 

  而对于限额，有零售客户的投资上限是 50 万元，

而基金单只产品上限为 500 亿元、下限为 50 亿元的说

法；但亦有 550 亿上限等其他说法。 

  其中一家基金公司相关人士透露，“之前的说法是

个人投资者募集到 6 月 13 日，不过我们收到的最新通

知是个人投资者募集到 15 日，也即第二种说法。” 

  不过，对于上述诸多说法，多家上报独角兽基金的

基金公司并未予以明确答复，只回应称，“公司还在等

通知，最终时间和具体限额要以发售公告为准”。 

  尽管目前独角兽基金具体发行时间未定，但从 5 月

29 日上报材料，到 5 月 31 日受理，再到 6 月 5 日传出

即将发行的消息，这 6 只独角兽基金的推进堪称火速。 

  华南一位公募人士向记者表示，该 6 只基金由证监

会主导，因此得以迅速推进。如无意外，最迟 7 月初最

早 6 月下旬即可开始发行运作。 

  或可折价参与配售 

  关于战略配售基金另一值得关注的点在于，是否可

以折价参与发行。 

  以往采用战略配售的 IPO 案例来看，直接发行和战

略配售的价格往往是一致的，并无“折价”的实际案例。

此次由证监会主导的战略配售基金有望在这方面取得

突破。 

  前述华南公募人士向记者透露，由于参与战略配售

有一定的发行锁定期，同时 6 只独角兽基金还设有三年

锁定期，考虑到流动性的影响，6 只战略配售基金在参

与投资 CDR 时，将有望获得 25%-30%的高折价。 

  另有机构人士也向记者提及了独角兽基金将折价

参与 CDR 战略配售的说法，不过该人士表示折价率或

不会太高，而且还要视具体项目而定。 

  有业内人士此前指出，配售折价幅度太大不利于公

平，应当和限售的时间挂钩，例如可以将战略配售按流

通时间的先后，分为 18 个月、36 个月和 60 个月三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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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发行价分别折让 5%、10%和 15%，最低一档不

低于发行前的每股净资产。 

（文章来源：21 世纪经济报道） 

 

 

 

 央行释放资金面维稳信号  货币政

策难言宽松 

  6 月 6 日，央行开展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 4630

亿元，期限一年，利率 3.3%；对冲到期后余额新增 2035

亿元。作为担保品扩容后的首次操作，且是临近半年末

时点的一次大额流动性投放操作，此次 MLF 操作备受

关注。分析人士认为，央行通过本次 MLF 超额续作进

行中期流动性投放，意欲缓解半年末资金需求，呵护年

中资金面。 

  维稳年中资金 

  临近年中时，货币市场一般都不太平静，影响流动

性供求的因素也较多，除了金融监管考核影响之外，还

有央行流动性工具到期、企业购汇分红、政府债发行缴

款等也可能对流动性供求产生不利影响。面对流动性供

求缺口，央行流动性操作是决定货币市场运行及资金状

况的一项关键因素。继 6 月 1 日央行决定扩大 MLF 担

保品范围后，6 月 6 日，央行宣布开展超额续作 MLF

操作。 

  对此，华夏银行总行副行长、首席财务官关文杰认

为，为缓解半年末时点资金面压力、改善流动性结构性

失衡、应对信用违约事件的冲击，此次央行适度扩大

MLF 规模，稳定市场预期，引导流动性、利率水平保持

合理水平。结合目前央行资产负债表收缩的态势来看，

稳健中性货币政策取向将保持不变。 

  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黄志龙认

为，央行此次开展 MLF，净释放的流动性规模接近 2600

亿元，是为了应对 6 月末的季末资金需求。同时黄志龙

也进一步指出，最近央行对 MLF 担保物的范围扩充到

AA 级信用债，也是为了应对近期屡屡出现的信用债违

约事件，防止信用债违约事件进一步蔓延。 

  央行打出组合拳 

  实际上，就在一周前的 6 月 1 日，央行表示为进一

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绿色经济等领域的支持力度，促进

信用债市场健康发展，决定适当扩大中期借贷便利

（MLF）担保品范围。将不低于 AA 级的小微企业、绿

色和“三农”金融债券，AA+、AA 级公司信用类债券，

优质的小微企业贷款和绿色贷款纳入中期借贷便利担

保品范围。 

  彼时央行相关负责人表示，扩大 MLF 担保品范围，

突出了小微企业债、绿色债以及小微企业贷款、绿色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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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并优先接受为担保品，有利于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

微企业、绿色经济等领域的支持力度，缓解小微企业融

资难、融资贵问题。 

  也就是说，近日以来央行连续打出了“扩大担保品

范围+超额续作”的 MLF 组合拳。 

  对此，关文杰分析称，央行 MLF 操作叠加近期扩

大 MLF 担保品范围的政策，有助于改善各层级之间流

动性结构性不平衡的状况。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

解部分中小银行合格担保品不足的问题，推动低成本资

金在银行体系内部的再平衡，有助于优化 MLF 投放结

构。另一方面，则是增强了优质流动性资产的融资功能，

有效提升大型银行向中小银行、银行体系向非银体系提

供融资的能力，进而提高金融机构服务小微企业、绿色

和“三农”等领域的积极性。 

  货币政策难言宽松 

  有市场声音认为，央行打出“扩大担保品范围+MLF

续作”的组合拳，向市场释放了宽松信号。不过，在多

位分析人士看来，此前 MLF 担保品扩容以及本次 MLF

增量续作的政策组合更强调“结构性去杠杆”。 

  在分析人士看来，本次超额续作 MLF 意在稳定年

中流动性环境，并非量化宽松的开启。来自光大证券固

收研究团队的研报指出，当前的经济环境并未凸显出降

准的必要性，此时采用“扩大担保品范围+MLF 续作”

的组合拳更为合理。此外，降准有可能造成流动性的过

于宽松，这会带来一些负面作用，例如加大债市和国企

的杠杆率、使人民币汇率重新积聚压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协创中心研究员李虹含认

为，这次对金融市场释放的流动性并非通过定向降准模

式，而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显示了数量型货币政策工

具向价格型工具过渡的操作意图。 

  “未来央行开展 MLF 或降准将交替进行，当 MLF

到期规模比较大的时候，可能会以降准 0.5 个百分点的

方式置换 MLF，当 MLF 到期规模较小时，更可能是续

作 MLF，对冲到期 MLF。”黄志龙进一步分析称，预

计央行将会密切关注资金市场的供求状况，保持流动性

的基本稳定，出现大水漫灌式流动性宽松政策的可能性

不大。 

（文章来源：北京商报） 

 

 

 工信部密集调研智能制造酝酿新策 

正起草系统性报告 

  我国制造业升级步伐加快，但还面临诸多“拦路

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基础滞后的矛盾更为尖锐；

智能制造基础理论和技术体系建设滞后，高素质人才缺

乏，装备和技术严重依赖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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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6 月 6 日《经济参考报》记者从 2018 年全国

企业家活动日暨中国企业家年会大会上了解到的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近日工信部密集调研智能制造并酝酿新

策，2018 年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制造业的深度

融合将是重中之重，成为企业热捧的联姻对象，也吸引

了众多资本进入。 

  制造业升级遇“拦路虎” 

  经过改革开放 40 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世界工厂，形成了门类齐全、独

立完整的制造产业体系。 

  “但我国机械装备工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低端

产品大量过剩，高端产品明显不足，尤其是高端基础机

械和基础零部件的有效供给严重不足。与国外相比，不

仅是产品和质量的差异，软件上也有差距。”国务院国

资委机械工业经济管理研究院院长徐东华在 6日的中国

制造业峰会上称，仪表、机床和农机与世界先进水平的

差距格外明显，汽车、仪表和机床是进出口逆差居于前

三的薄弱行业。 

  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冰也表示，当前我

国制造业大多处于产业链的低端。从低端产品起家，向

高端产品发展，是一条艰难的创新之路。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智能制造成为推动制造业转

型升级、成为国家经济竞争力的关键所在，但是目前中

国智能制造还处于比较分散和竞争力较弱的初级阶段。

徐东华说，我国智能制造侧重于技术追踪及技术引进，

在高端电子装备制造、极限制造、生物制造和芯片制造

等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领域投入不足，原始创新匮

乏，制约了我国智能制造的推进。而且，智能制造领域

高端人才及复合型人才需求缺口较大，加重了对国外智

能制造装备和技术的依赖。此外，我国企业智能化水平

参差不齐，普遍不高。 

  “目前我国在智能制造、自主制造上的问题，表面

看是核心技术支撑的生产制造能力不足造成的，但从深

层次来看，是包括配套、制度、文化在内的系统性支撑

不足。这就决定了改变也必须是系统性的，依靠单一技

术、单一产品的突破短期有效，但长期还是难预见中国

制造业持续创新发展的生态系统。”上海临港经济发展

集团董事长刘家平称。 

  工信部密集调研酝酿新策 

  《经济参考报》记者统计发现，近一周以来，工信

部已四次调研智能制造相关情况。其中，工信部副部长

辛国斌先是带队赴浙江绍兴调研中小企业智能制造发

展模式，之后又到了江苏苏州，重点调研龙头企业智能

制造深入推进、区域智能制造深入发展等。他表示，智

能制造工作开展 3 年来，试点示范取得了良好成效，形

成了一批具有行业特色的先进系统解决方案，要在此基

础上尽快形成标准并加以推广应用。同时，要总结提炼

地方和行业组织推进智能制造的优秀做法，通过交流合

作，推进更多的区域和行业实现智能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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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信部副部长罗文在近日的工信部电子科学技术

委员会第二届第一次全体大会上表示，2018 年要关注互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推进路径，

将电子信息技术和产业发展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结合。徐

东华透露，受工信部委托，正在起草智能装备制造的系

统性报告。 

  在会上，工信部产业政策司司长许科敏建议，借助

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企业组织管理变革和产业转型升

级，进一步加强管理和管理创新，提高各个环节的效率，

加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的协作、共享，从粗放型的生

产经营方式转向集约、高效的发展。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王忠禹也表

示，企业要结合自身条件和实际情况，运用新技术、新

业态、新模式，特别是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

术，提升水平和效率，推动产业优化升级。 

  企业、资本追捧引来淘金热 

  当前，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正成为制造业

企业热捧的对象，也吸引了众多资本进入，掀起一股“淘

金热”。 

  据刘家平介绍，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专门规划建

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医疗器械等一批专业化园区。

其中，围绕华大半导体项目、中威半导体设备项目、美

国应用材料公司项目，正在积聚相关企业，建设国际智

能制造中心。 

  刘冰也认为，必须以新一代智能制造技术驱动黄金

行业发展。例如，未来黄金矿山的开采深度将达到

1500-2000 米，因此，发展高度自动化的遥控智能化采

矿技术，建设无人矿山是采矿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跨国跨界合作与资本活动也日益频

繁。“产融结合的操作模式一个就是直接投资，另一个

就是通过母基金的形势去搭建或者投资参与一些子基

金或者其他基金，这样可以在不同阶段、不同领域、不

同行业的项目上做更多的布局。”中国诚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方向明在 6日的产融结合的路径与发展

趋势分论坛上说。据了解，该公司所管理的中国国有企

业结构调整基金重点投资领域之一便是智能制造。 

  “我们在配套环境上推动产业和金融结合、海外中

心建设，为产业拓展升级提供开放型的资源支撑。”刘

家平称，目前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集资型的资金架

构，横向按照园区的主要方向覆盖了 15 个行业，纵向

按照投资的不同阶段覆盖了天使、VC、PE、并购等基

金的产业，实现招商和投资的联动，吸引了一大批被投

企业入主园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室主任王晓

明建议，互联网转型要基于制造业本身的发展规律和特

点。在他看来，制造业具有复杂性、封闭性、资产的专

有性、长周期性的特点，同时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还有基

础设施支撑、知识产权安全等问题，需要在国家战略、

行业战略和企业战略上进行协同。此外，数字化转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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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长期过程，德国企业调研显示，一般先要经历 10

到 15 年的精益化过程，再经历 10 到 15 年的数字化过

程，最后才能完成产品、技术全生命周期的转型。 

（文章来源：经济参考报） 

 

 

 

 什么是巨额赎回? 

巨额赎回是指当开放式基金的当日净赎回量超过

基金规模 10%时，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接受赎回比例不低

于基金总规模 10%的情况下，对其余的赎回申请延期办

理。巨额赎回申请发生时，投资人可选择连续赎回或取

消赎回两种方式，连续赎回是指投资者对于延期办理的

赎回申请部分，选择依次在下一个基金开放日进行赎

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