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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民提示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李阳

广告

重庆商报讯 昨日，市商务
委发布消息称，作为2017重庆夜
市文化节收官活动，南滨仲夏嘉
年华将于9月 7日晚在南滨路烟
雨公园正式开启，风情美食大道、
滨江美食花园、潮流商品、潮流市
集、重庆夜市爆款美食、重庆夜市
优秀商家将集结南滨路，“中国有
嘻哈”的热门选手和国内DJ50强
将在舞台带来动感演出，让南滨
路成为时尚的潮流派对现场。

夜市爆款美食亮相

重庆夜市美食花样繁多。在
不少重庆市民眼里，山城夏天，没
什么比傍晚的时候美美地吹着晚
风，喝上一扎啤酒，撸上几个大肉
串更让人幸福的啦。

哪些美食最受市民欢迎呢？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在重庆

市商务委指导下，夜市文化节组
委会与主流媒体共同评选出重庆
夜市爆款美食20强。

其中包括有冰粉西施美称的
阿亮凉糕、重庆最美私房菜馆笨
小姐卤鹅、源自高山生态有机饲
养的稻田蛙、2015“中国名小吃”
百万卤鹅、《天天向上》等多个节
目推荐的降龙爪爪、重庆夜市鼻
祖美食九村烤脑花、北碚最受欢
迎的虾胖虎香辣虾、TFBOYS王
源最爱的虾粉们的店、坐拥上万
小龙虾资深吃货粉丝乱世巨星小
龙虾等。

组委会介绍，为让市民更方便
的享受以上美食，活动专门开辟了
重庆夜市爆款美食TOP20 专区，
区内实行无现金消费，市民使用支
付宝、微信等主流支付渠道即可。

嘻哈明星现场表演

为凸显“夜重庆 潮生活”，

活 动 现 场 开 辟 了 风 情 美 食 大
道、滨江美食花园、潮流商品、
潮流市集等区域，集中展示了
重庆夜生活的特色内容和消费
形态，除了美食之外，还有潮流
文化、机车文化等，市民可在活
动现场发现重庆夜市的多元化
精彩。

值得注意的是，活动期间，
市民可以现场体验火爆网络的
综艺节目“中国有嘻哈”。多名
在栏目中大放异彩重庆籍嘻哈
歌手将来现场。

据介绍，9月7日、9月8日舞
台区将开展UNA沙滩电音夜，邀
请重庆籍热门选手鬼卞、以及四川
方言女Rapper二毛到场，用潮流
嘻哈歌曲演绎时尚；除此之外，中
国首支女子DJ天团DYNASTY队
长UKI、世界百大DJ指定合作嘉
宾PINKO以及UNA CLUB的厂
牌 DJ BIG MIKE 和 JERRY
CHEN也将带来震撼现场的强力

电子音乐。
演出将以派对方式进行，现

场将变成一个超大舞池，舞者将
与市民在近 3000㎡的舞池内进
行互动，市民在舞者的带领下，可
以狂欢 3小时，演出门票已经开
售，市民可以通过“重庆夜猫族”
公众号或拨打 61914091 进行购
票。

股价倒挂成常态
上市公司定增难度增大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李扬帆 实习生 岑晓林

重庆商报讯 8 月新基金发
行回暖，股基首募份额创年内新
高，等待建仓。与此同时，私募加
快入市步伐，新产品仓位快速提
升，业内人士指出，公私募基金

“后备军”的到来，将对A股市场
后市走向带来积极的影响。

8月新增股票型基金11只

刚刚过去的 8 月份，随着 A
股三大指数走势上行，市场出现
显著回暖，基金发行走出阴霾。

据统计，今年8月新成立基金
数量、规模均较 7月出现大幅上
涨。8月份成立的基金有100只，
首募份额为722.6 亿份，相比7月
分别增长49.25%和124.87%。其
中，股票型基金发行量明显增长，
8月份新增股票型基金11只，首
募规模57.43亿份，是今年以来股
基募集数量最多的一个月。如果
加上混合型基金，8 月份以A股
市场为投资标的的基金的发行总
份额达到241.66亿份。

长城证券投资顾问龚科认

为，8月新基金速度加快，主要是
由于在创业板强劲反弹等因素的
带动下，市场表现较好，投资者的
风险情绪有所提振，股票型基金
和混合型基金当月的净值累计涨
幅分别达到 2.58%、1.46%，为今
年以来单月最好表现，使得投资
者对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的
需求量增加。除了行情好转，投
资热情提升外，近期新成立的基
金公司增加，这些尚未形成品牌
优势的基金公司，需要通过发行
新基金来完善产品线。预计今年
下半年公募基金市场将继续有所
好转，发行速度会继续加快。

私募基金加快入市步伐

除公募基金外，私募基金也
在加快入市步伐，从近期不少知
名私募发行产品的数据来看，在
6 月之后已经形成一个小高潮，
据重庆商报-上游财经统计，中
长期业绩表现亮眼的高毅资产今
年以来已发行39只新产品，仅6
月份以来就有18只新产品成立；
深圳中欧瑞博今年新成立6只产
品，其中3只均在6月之后成立；
王亚伟的千合资本今年以来成立

5 只产品，其中 3 只在 6 月后成
立；辛宇的神州牧今年成立 7只
产品，其中4只在6月后成立；上
海重阳投资今年新成立 8 只产
品，其中5只在6月后成立。

据重庆某阳光私募基金公司
董事长介绍，据其了解，今年前8
个月，国内各阳光私募基金公司
总计发行股票型阳光私募基金约
6400只，其中相当部分在7月份
后进入快速建仓阶段，其整体持
股仓位已经超过70%，部分风格
较激进的阳光私募基金的持股仓
位已经超过90%，近乎满仓。

星石投资董事长江晖表示，
经过两轮大调整和长达两年的修
整，A股迎来了较好的配置时机，
自2017年开始，一场由于供给侧
改革而带来各行各业景气回升的
慢牛已经循序展开。赚钱效应逐
步凸显，为权益类投资机构创造
了好的市场环境。

公私募新基金建仓有玄机

业内人士认为，公私募基金
近期加快入市步伐，有望对A股
市场的后市走向带来积极影响。

龚科表示，从历史上看，新发

行的公募股票型基金通常在其成
立后的 1~3个月内进行建仓期，
其建仓行为将对相关标的股股价
形成提振，同时就基金投资而言，
次新基金的资产配置池较为“干
净”，在选择投资标的时的回旋余
地更大，操作更灵活，其安全性相
对更高。因此，投资者可适度关
注中报持股仓位在40％以内、今
年成立的新基金在二季度的增持
动作，对其在二季度买入的个股
予以重点关注。如果相关基金成
立时间偏晚，没有公布中报，无法
观察其新买入个股的情况，那么
可以通过分析同一家基金公司旗

下类型相近基金的布局方向来选
择潜力个股，毕竟同一家基金公
司的调研方向、交易策略是基本
一致的。

龚科也提醒投资者，相对于公
募基金，阳光私募基金的调仓频率
更为频繁，其建仓的动作也往往更
快，要准确判断新成立阳光私募基
金的建仓路径也更困难，不过近期
重阳投资、世诚投资等阳光私募基
金大佬都表态看好细分行业的龙
头和二线蓝筹股未来的机会，因此
二季度获得多家知名阳光私募基
金加仓的二线蓝筹股有可能继续
成为阳光私募基金增持的对象。

重庆商报讯 周二沪深股市继续强势
整理，低价股补涨迹象明显。截至终盘，上证
指数收报 3384.32 点，微涨 4.74，涨幅
0.14%；深证成指收报10986.95点，微涨
24.10点，涨幅0.22%；中小板综微涨0.20%；
创业板综微涨0.16%。两市成交金额合计
5626.05亿元，比周一萎缩13%。值得注意
的是，上证指数在最近17个交易日里有14
天收出了“阳线”（收盘价＞开盘价），这一数
据创2015年5~6月以来最佳阶段纪录。

统计数据显示两市涨跌个股比例是
1381：1642，涨停个股减少到34只，涨幅超
过5%的股票46家。盘面看，有三类股领涨
大市：一是最近一周连续下跌的周期性蓝筹，
如保险、银行板块分别收高2.15%、1.27%；二
是次新股为首的预高送转股，平均涨幅达到
2.30%；三是滞涨低价股群体，不少股价低于
15元的个股冲到了涨幅榜前列。

针对后市，申万宏源首席投顾何武认为：
周二大盘量能比周一萎缩500多亿元的事实
表明，市场短期技术指标严重背离，调整压力
进一步增大。市场若要摆脱向下调整，就
必须放量，且为放量向上突破才有效，否则
无论是放量下跌还是缩量下跌，都很可能
形成中期调整格局。因此，建议投资者降
低仓位，等待充分调整后的上车机会。

重庆商报讯 9月 5日，黔江区政府
介绍，重庆首个大型光伏地面电站在黔
江正式并网发电，该电站由通威集团投
资建设，规划装机容量 100MWp，项目
建成后将实现年发电总量约7000万度，
相当于每年节省2.7万吨标准煤。

重庆商报讯 昨日，记者获悉，第
11届中国（重庆）中秋食品博览会暨月
饼文化节将于 9 月 19 日~30 日在重庆
陈家坪展览中心举行。届时市民可以
实现集中采购，价格有望比市场价便
宜20%~40%。

重庆商报讯 9月 5日，重庆国通石
油对外发布，国通石油自主研发的全国
第一个“手机油库”9月正式上线，开车到
加油站加油，全面实现“无卡化”，一个手
机，一键购油加油。上线初期，国通石油
推出电商节，从9月 7日起至9月底，国
通拿出 1 亿的油票红包让市民和车主
抢，油票红包每天上午10时开抢。

“手机油库”亮相实现无卡加油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李阳

重庆首个大型光伏电站投运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孙琼英

中秋月饼节19日启幕
买月饼便宜2~4成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王也

沪指17天14天收出阳线
专家建议后市降低仓位

虽然近期A股市场的整体走势较为正面，但定增市场却依
旧没有大的起色，除了发行规模持续低迷外，定增价格低于市
场价格的现象也频频出现，不过业内人士指出，从参与成本
看，破发价格为投资者提供了相对确定的安全垫，在市场调整
的时候，基本面优秀且有较大成长动力的破发部分优选个股更
显投资价值。

陕国投A于9月5日发布公告
称，由于国内资本市场的市场环境
和监管政策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公司决定终止今年1月 18日启动
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虽然陕
国投并没有详细解释终止此次定
向增发的细节原因，但有一点值得
注意，按照陕国投A原定的定增方
案，准备拟发行3.30578 亿股定向
增发股募资20亿元，以此推算，其
增发价约为 6.05 元/股，然而目前
陕国投A的市场价格仅为5.54元/
股，由于定增价格与市场价格出现

倒挂，陕国投A的定向增发实际上
无法实施。

实际上，近期像陕国投A这样
因为定向增发价格与市场价格严
重倒挂而被迫终止定向增发事项
的上市公司还不在少数，据重庆商
报-上游财经统计，截至 9月 5日
收盘，已有 61家A股上市公司的
定向增发事项在今年告吹，其中沃
尔核材、卧龙地产、朗科智能、永创
智能、奥特佳、中京电子、广安爱
众、银江股份、应流股份、双林股
份、双林股份、拓维信息、亚太股

份、奥瑞金、爱迪尔、*ST德力、*ST
海润等17家公司在终止定增方案
时存在定增价格高于市场价格的
情况。

除了上述已经因为定增价格
倒挂而折戟定增发行的上市公司
外，目前还有群兴玩具、华自科技、
思美传媒等83家已经推出定增方
案的上市公司存在定增价格与市
场价格倒挂的现象，其中盛迅达的
倒挂幅度最高，达到 47.7%，中潜
股份、汉邦高科的倒挂幅度也都超
过30%。

尚未实施定增预案的部分上
市公司因为股价倒挂被迫终止
定增事项，已经实施了定增事项
的上市公司也未能完全摆脱定
增价格与市场价格倒挂带来的
麻烦，重庆商报-上游财经的统
计显示，今年以来 A 股市场共有
278 家上市公司实施了定向增
发，截至 9 月 5 日收盘，方直科
技、蓝色光标、诚益通等 87 家在
今年实施定向增发的上市公司

的顶增价格已经高于市场价格，
其中方直科技定增价格与市场
价 格 的 倒 挂 幅 度 已 经 达 到
37.05%，中国长城、万润科技等 4
家上市公司的定增倒挂幅度也
都超过了30%。

而定增股价与市场价格的严
重倒挂也使得当初参与相关公司
定增的投资者损失惨重，以方直科
技为例，今年三月份北京嘉豪伟业
投资中心、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以25.3元/股的价格分别认购
了方直科技790.51万股和152.6万
股的定向增发股，截至9月 5日收
盘，方直科技股价仅为 15.92 元/
股，北京嘉豪伟业投资中心、前海
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分别浮亏
了7414.98万元、1431.39万元。重
庆商报-上游财经统计显示，参与
蓝色光标等 87家公司定增的 633
位投资者总计已遭遇了总计约
27.77亿元的账面浮亏。

华龙证券投资顾问牛阳表示，
一般来讲，上市公司定增实施之
后，股价如果陷入破发状态，参与
定增的资金方也会因此陷入被套

的尴尬处境，那些股价跌破定增实
际成本价的上市公司为了兑现前
期增发阶段对参与主体的承诺协
议，有强烈的股价重返增发成本价

以上的诉求，尤其是禁售期即
将来临的前后，股价上涨动力
更大。另外，在市场不好的情
况下上市公司坚持的定增项
目，往往已经被上市公司寄寓
了比较大的业绩期望，因此在
市场调整的时候基本面优秀且
有较大成长动力的破发部分优
选个股更显投资价值。

广发证券投资顾问王立才

也认为，投资者挖掘定增破发股，
一个重要的选股思路是选择跌破
大股东增发成本价的品种：大股东
对公司具有相对较高的控股权，其
参与定增一般体现了对上市公司
目前经营的认可。那些定增发行
份额多、募集金额大、增发股份占
比高的个股值得关注，尤其是那些
有业绩支撑的个股，具有长期投资
的特性，更值得追踪关注。有券商
研发报告则指出，增发数量1亿股
以上、实际募集金额10亿元以上、
增发股份占比10%以上的定增破
发股，出现黑马的概率非常高。

18家公司因股价倒挂终止定增

87家已实施定增公司遭遇倒挂

部分定增价格倒挂股值得关注

听电音 玩嘻哈 烟雨公园潮流夜市将开启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李阳

1.组委会介绍，为避免南滨路
交通拥堵，市民更好的享受狂欢，
请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前往。

2.如果有市民自驾前往，建议
18：00前至附近停车库停放。

3.舞台区每天 18 点开放，正
式演出时间为 19 点，购票市民请
安排好入场时间。

夜市文化节热闹场景 组委会供图

公私募基金发行规模飙升
A股有望增添资金“活水”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
记者 李扬帆 实习生 岑晓林

公私募基金公私募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