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市公司虚假陈述

私募人士喊你去索赔

证券时报记者 刘明

上市公司虚假陈述频现。 近日

有私募机构呼吁投资者向上市公司

索赔。

日前， 海南宏润投资公司投资

总监黎仕禹在微博上公开呼吁投资

者向一家照明类上市公司进行索

赔。 黎仕禹表示，在

2010

年

7

月

15

日至

2012

年

7

月

5

日期间买入该

公司

A

股或

B

股， 且到

2012

年

7

月

6

日仍持有或卖出的投资者，可

委托律师诉诸广州市中院，索赔“差

额损失、佣金、印花税、利息”等。 据

了解，此前上市公司出现虚假陈述，

很少有基金或私募机构参与到维权

索赔中来。

对于呼吁投资者索赔， 黎仕禹

表示，由于跟相关维权律师较熟悉，

了解到上述公司的虚假陈述可以索

赔， 但很多投资者并不知道自己可

以索赔， 因而公开呼吁投资者通过

司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更重要的

是，目前上市公司造假频出，投资者

站出来维权， 可以对上市公司造假

起到一定震慑作用， 能够带来净化

市场的效果。不过，虽然公开呼吁投

资者维权， 但黎仕禹所管理私募基

金并未持有上述照明公司股票。

今年

3

月

7

日， 上述照明公司

公告称， 收到广东监管局下发的行

政处罚决定书， 对该公司

6

名高管

做出行政处罚。决定书称，

2010

年、

2011

年公司在定期报告及临时报

告的信息披露上均存在违法行为。

广东环宇京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谢良告诉记者，依据上述处罚决定，

投资者可向法院提起索赔诉讼。 经

过分析， 在

2010

年

7

月

15

日至

2012

年

7

月

5

日买入该公司

A

股

或

B

股， 并于

2012

年

7

月

6

日起

仍持有或卖出该股票的投资者，均

可委托律师诉诸法院索赔。

据了解，

4

月份已有股民诉诸

法院向上述照明公司索赔获立案。

谢良表示，目前已有投资者委托。从

目前情况来看， 投资者获赔的可能

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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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近1月上涨4.47%�

� � � �

� � � �据好买基金研究中心统计， 上周有

639

只

私募基金公布最新净值， 占所有

1106

只非结

构化私募、 创新型私募的

57.78%

。

从阶段收益来看， 上一周公布净值的私募

基金近

1

、

3

、

6

、

12

月的平均收益分别为

4.47%

、

2.95%

、

19.32%

、

7.65%

， 而同期沪深

300

指数的收益分别为

-0.17%

、

-2.96%

、

15.28%

、

-3.40%

。 从整体业绩来看， 私募基

金短期、 长期收益均跑赢沪深

300

。

近

1

月收益率排名前三的产品为鼎陶朱辉

2

期、 龙腾

3

期、 风格一期。 截至

2013

年

5

月

23

日公布的最新净值， 排名第一的鼎陶朱

辉

2

期近

1

月净值上涨

22.77%

， 超越同期沪

深

300

指数

22.94

个百分点。 此外， 刘宏管理

的

7

只产品收益均超过

19%

。

（余子君）

上周成立10只股票型产品

对

A

股市场反弹的预期带热了阳光私募

股票型产品大行其道。

Wind

数据统计显示，

上周成立的

14

只阳光私募基金， 其中股票

型产品多达

10

只， 固定收益类产品仅

4

只。

从发行规模来看，

14

只产品中仅懿和

2

期和

债益通

2

号公布了首募规模， 分别为

3470

万元和

5.56

亿元。 从预期年化收益率来看，

7

只股票型产品公布了预期收年化益率， 其

中预期年化收益率最低的为

7.1%

， 最高的

为

8.3%

。

此外， 上周还有

6

只阳光私募开始发行，

股票型产品和固定收益类产品各

3

只。 其中汇

联稳健

1

号和兴拓青雅

4

期公布的预期年化收

益率分别为

8.5%

和

4.7%

。

（余子君）

Data

数据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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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博言

明曜投资董事长曾昭雄：

目前的 A 股市场是以传统蓝筹持续熊市

和以创业板为代表的成长股结构性牛市、 甚至

是疯牛共存的市场。 在有人惊叹 A 股估值亚洲

最低的时候，巨大的泡沫正在局部积累。在传统

行业的股票苦苦挣扎于 1 倍净值产价格的时

候， 市盈率再次成为 TMT 和部分创业板股票

的定价依据。 最便宜的股票与最昂贵的股票共

存，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喜欢捡

便宜的可以这么看， 喜欢与泡沫共舞的也可以

这么看。

上海鼎锋资产合伙人王小刚：

未来几个月，成长股震荡调整一下，有利于

区分真成长和题材股， 等两三个月后年中资金

波动、 美国回调、IPO 重启的不确定性化解之

后， 可能是更好的买点。 成长股的重点不是择

时，不是短期静态估值，而是看清大趋势和商业

模式。

成长股投资最重要的还是方向， 是行业基

本面趋势。既然是高成长，就意味着未来业绩预

测的难度很大。 因此，一不要苛求精确的预测，

二不要太看重短期业绩， 三不要经常拿短期估

值来决策(除非特别高估)。 重点还是应该放在

行业研究 + 公司竞争优势分析 + 管理层考察

这三个方面。

广东煜融投资董事长吴国平：

目前资源板块不少品种的股价都已经反映

出了市场的悲观预期， 或者透支了那些悲观预

期，否极泰来，这是规律，而且一旦市场开始走

暖，是很容易被市场所引爆的，因为这本身就是

比较具有人气的板块，不怕没人跟进炒作。

多方接下来可以打的牌其实不少， 有老牌

权重股这张出其不意的牌； 有地产和银行这些

前期引领热点的明牌； 更有目前在相对低位积

蓄能量的资源板块这张暗牌；当然，还有其他不

少牌，但至少，这三张牌，其实就已经足以让未

来的市场彻底进入到更加良性运行的格局中

去，进入到更高的运行阶段。

深圳旗隆投资董事长代雪峰：

归根结底，股市总是有涨有跌，推升股票的

那股力量不宣泄够，市场自然就还要涨。倘若要

跌，自然还需要等一段时间，等梦股票中的庄们

都撤退数钱的时候，市场才会退热。这就是中国

特色的股市。

广州银闰投资董事长刘增铖：

5 月 22 日， 全球最大的黄金 EFE-SPDR

的黄金持有量较前一交易日再度减少 3.01 吨，

至 1020.07 吨，创四年多以来新低，显示大型基

金对黄金后市仍不太乐观。但短期来看，美元超

买短线背离的情况较为明显， 因此短期黄金可

能维持震荡走势。 （邱玥 整理）

前博时明星基金经理夏春自立门户

首只私募产品即将面市

证券时报记者 杜志鑫

又一位公募精英投身私募，前博

时基金明星基金经理、研究总监夏春

自立门户，注册成立了自己的私募基

金公司，旗下首只产品也即将面市。

证券时报记者从深圳工商局

网站获悉，夏春成立的深圳天生桥

资产管理公司于今年

4

月

7

日注

册，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受托资产管

理、投资管理等。 与王亚伟等明星

基金经理一样，夏春也将自己公司

的注册地选择在了深圳前海。

作为明星基金经理，夏春的一

举一动都引发市场关注。

2011

年，

夏春管理的博时价值增长和博时

价值增长貳号基金排名偏股型基

金业绩第一， 两只基金规模达到

170

亿元和

60

亿元。

2012

年

7

月

份， 夏春从博时基金公司辞职，转

赴筹备中的新基金公司英大基金，

担任主管投资的副总经理。

2013

年

1

月份，夏春又从英大基金辞职。

对于独立创业，夏春在接收证

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国内

资产管理需求远远未被满足。 前两

年股市低迷，现在居民在股市上的

投资比例非常少， 占比大概在

7%

左右，资金总额约

10

万亿元，但全

球平均水平在

30%

，北美等资本市

场发达的地区在

40%

左右。 因此，

国内资产管理行业空间非常广阔。

另一方面，从表面上看国内资产管

理行业看起来比较完善， 公募基

金、私募基金、银行理财产品、保险

产品以及发展迅速的信托，但这其

中缺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即

对冲基金，这是夏春创立自己私募

基金的主要原因。

据了解，夏春自立门户的首只

产品即将发售。 谈到新产品的投

资，夏春表示，他将专注于基本面

选股，他成立的产品投资方向只有

股票一个方向， 不会涉及债券、股

指期货或其他衍生产品。

业内人士介绍，随着新基金法

的实施，越来越多的公募基金高管

和明星基金经理等专业人士可能

会从公募辞职， 转而成立私募基

金。 除了王亚伟之外，前交银施罗

德总经理莫泰山日前也成立了私

募基金博道投资。

创新私募活力足

指数定增产品显身手

证券时报记者 吴昊

创新为私募行业发展带来巨

大活力， 相较传统股票型产品，管

理期货、宏观策略、指数定增等创

新型策略私募产品走出一波漂亮

行情。

好买基金数据显示， 今年以

来，以管理期货策略为主的私募凯

丰基金取得

46.68%

的收益，套利趋

势

2

号业绩收益达到

30.52%

，富麟

期指探路先锋

24.48%

；而以宏观策

略为主的鹰影投资管理合伙基金

取得

34.87%

的收益，泓湖重域取得

31.33%

的收益。

值得一提的是，博弘数君旗下

的指数化定向增发基金表现抢眼。

截至上周， 博弘数据旗下的

16

只

产品今年以来的收益均超过

45%

，

特别是近一个月整体涨幅超过

15%

， 显示出指数化定增产品的阶

段性优势。

指数化定增是指对定向增发

进行指数化投资，通过较大面积地

覆盖定增项目，以收获市场定增项

目的平均收益。 私募排排网分析师

彭晓武称，博弘数君去年参与了创

业板、医药等今年以来涨幅较大股

票的定向增发， 因此今年表现抢

眼，但定增产品往往锁定期在一年，流

动性、 个股基本面等各方面都存在不

确定性风险。 创新型私募产品业绩优

异有利于私募创新受到投资者认可，

但创新不一定意味着高收益， 应注意

在不同策略之间进行配置。

相比之下， 今年低风险私募产品

表现差强人意。好买基金数据显示，今

年表现最好的市场中性策略基金为锝

金一号，收益为

10.66%

，套利型策略

基金方面，道冲

ETF

套利稳增今年收

益为

9.12%

， 多空仓型策略基金委创

赢

5

号 对 冲 基 金 ， 今 年 收 益 为

10.89%

。

彭晓武表示， 私募投资策略多元

化是大趋势， 方向为用对冲手段来规

避风险， 特别是保证产品的风险收益

具有鲜明特征， 往往私募产品每年收

益稳定在

10%

到

15%

之间会有广阔

市场， 未来私募间的竞争会优化私募

投资的策略， 对私募针对不同类型客

户设计出相应风险收益特征产品能力

的要求在提高。

也有业内人士认为， 在目前金融

环境下， 购买创新型私募产品应注意

其合规性问题， 注重私募募集形式是

阳光化产品还是有限合伙产品， 资金

保管是否安全， 产品净值公布是否具

有公信力等等。

个股重于大盘 成长大于估值

证券时报记者 吴昊

上周上证指数出现小幅回落，

创业板表现依然强势， 题材股则跌

幅较多。 接受证券时报采访的多位

私募人士表示，目前整体仍偏乐观，

大盘下行空间有限，未来 A 股市场

进入个股时代， 公司成长性应成为

首要择股考虑因素。

乾阳投资董事长何辉表示，目

前上证指数为正常回调， 短期以震

荡为主，不过在震荡中，大盘重心会

有所上升。 近期宏观经济数据不

是很乐观，目前 PMI 值在荣枯线

附近， 需进一步关注经济数据何

时会改善，相信未来会温和复苏。

何辉指出，首先，新一届领导

上台后的一些改革动作会逐渐深

入；其次，国内股市较国外整体估

值较低，下跌空间有限。 第三，未

来偏股型基金最低持仓将上调到

80%， 对指数有一定支撑作用。

“虽然创业板未来调整压力较

大， 但一些资金分流出来后会介

入到蓝筹股中， 对主板稳定起正面

作用。 ” 何辉指出。

明河投资总经理张翎也认为，

目前仍整体偏乐观。 “无论是 4 万

亿投资还是其他政府主导的刺激经

济政策，都无法影响经济悄然转型，

尽管短期投资导致周期股暴涨，但

没有持续性，医药、消费等一些新兴

产业指数则延续强势， 这也代表了

未来的趋势。 ”

启明乐投合伙人吴智理表示，

当下会淡化对经济数据的研究，倾

向于行业研究和企业研究。 值得注

意的是，部分早周期股也开始启动，

比如汽车和地产板块， 整体看好未

来两三年行情， 但蓝筹股很难有大

级别行情。

具体的投资方面，张翎称，目前

的投资策略为精选个股，集中投资，

中长期持有 5 年以上， 长期仓位保

持在 80%以上， 集中投资消费、医

药、TMT 等行业， 对题材股涉及较

少， 一般会以行业龙头作为主要选

择对象。 “关于创业板估值过高的

说法，我认为还是看公司成长性，市

场中永远不缺好股票。 ” 张翎说。

针对国内降息预期，何辉表示，

“相对热钱涌入， 降息对流动性影

响更大，会对通胀，对房地产调控都

带来较大影响， 此时降息弊大于

利。 ” 何辉称进一步分析，国家不会

轻易放松房地产调控政策， 然而刚

需确实存在， 房地产行业的龙头板

块具有融资、定价权方面的优势，可

以避免调控的压力， 而三四线地产

公司则面临洗牌。

吴智理称， 未来移动互联等新

技术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方向在

三部分：一是硬件，二是软件，三是

内容。 若既涉及硬件又涉及内容提

供商等多个因素的个股， 则会具有

更大想象空间。

虽然创业板未来调整压力较大，

但一些资金分流出来后会介入到蓝筹

股中，对主板稳定起正面作用。

私募视点

Opinion

私募发行规模骤降 扩容压力山大

证券时报记者 吴昊

近期阳光私募发行规模呈骤

减趋势。 证券时报记者了解到，私

募业绩低迷、发行渠道不畅等多种

原因导致私募发行陷入瓶颈，私募

扩容压力越来越大。

据

Wind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

5

月以来，股票型阳光私募基金平均

发行规模在

4692.5

万份，远低于今

年

4

月的

2.02

亿份和、

3

月的

1.81

亿份，接近今年

2

月的

4811

万份，

不过从总发行规模来看，今年

5

月

共发行

1.88

亿份，今年

2

月份尽管

由于春节因素仍发行了

6.26

亿份，

绝对规模大大落后。

“私募基金真正做到绝对收益

很难”，一位资深业内人士说，即使

是一些宣称平均年化收益较好的

私募， 实际上也多是之前赚的钱，

很多是靠

2009

年的小牛市行情的

积累。此后股市一直低迷，很难有持

续的稳定回报， 这意味着多数后进

客户仍处于亏钱状态。 而这些投资

者对私募基金的认同度在降低，一

般不会轻易追加资金。

一些私募人士也坦言， 业绩好

反而吃亏， 在产品净值回到

1

元附

近后，往往会遭到投资者大量赎回。

“虽然稳定的业绩仍可吸引一些投

资者，但不足以抵消赎回，一方面是

投资者对后市没有信心，另一方面，

市场上其他理财产品带来冲击，例

如

10%

左右的固定收益产品都是

强有力的竞争者。”一家中型规模私

募总经理表示。

今年以来， 随着银行理财产

品的规范， 部分银行分行发行阳

光私募产品的权限被收紧， 一些

私募将发行转向第三方销售机构

等渠道， 但这些新渠道募资能力

不如银行，而收费却不低。 一家近

期成立的财富管理机构相关人士

告诉记者，对私募除了

1%

认购费

之外， 第三方销售机构还要收管

理费的三成左右， 以及

20%

的浮

动收益提成中的

15%

至

20%

。

同时， 一些私募新的发行平台

并未磨合成熟， 例如通过券商资管

和基金专户发行， 虽然在费用方面

有些优势，但发行节奏很慢。 “券商

资管审核比较严格， 要经过反复的

合规方面的沟通确认， 发行周期往

往在

1

个月以上。”一家位于上海的

私募总经理告诉记者。

此外，以往一些大型私募等吸

金主力，在私募纳入监管的前夕发

行策略有所改变， 多以观望为主。

“目前以做好已有产品的业绩为

主，等私募纳入监管后会集中着力

打造第一只独立发行的产品，等作出

市场影响力后再逐渐发行新产品，因

此借助其他平台发行产品的计划有

所搁浅。 ”一家私募的市场总监告诉

记者。

业绩低迷、发行渠道不畅，私募

发行成绩不佳。今年5月以来，股票

型阳光私募基金平均发行规模

4692.5万份， 远低于4月份的2.02

亿份和3月份的1.81亿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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