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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形势下，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

金融乃国之重器，要加快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特别是办好科创板这件头等资本大事。从

宏观的层面看，就是如何为高质量的经济增长

提供高质量的金融体系助力，这也是现在金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的一个背景。 

以科创板为表征，中国的金融市场、金

融体系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科创板从

2018 年 11 月 5 日提出到现在半年多时间，可以

说是快马加鞭，速度和效率是史无前例的。社

远见       Insights远见       Insights

科创板的投资逻辑或许不能照搬 A 股，至少在初期还是要保持足够的谨慎。之
后随着市场发展以及市场和投资者间的互动，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投资方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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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 13 日，科创板正式开板！从

2018 年 11 月 5 日提出到现在半年多时间，科创

板快马加鞭而至，开张大吉了。

首批企业上市指日可待，最早 3 家企业马

上就能注册完成，开始由机构“批发商”定价

配售，预计七月中下旬 20 家左右企业会在科创

板集体上市。届时，科创板的“零售”交易将

火热展开，科创板将完全正式营业。

那么，作为普通投资者，到底该如何深入

地参与到科创板的建设和投资当中，怎么样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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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发展以及市场和投资者间的互动，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投资方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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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抓住资本市场的历史性机会呢？从科创板的

建设来说，它的参与方式主要分两大类，即间

接参与和直接参与，而每一类的参与方式又都

有不同的途径。 

间接投资分主动被动 
间接投资是个人投资者参与科创板的最主

要方式。因为科创板设置了比较高的投资者门

槛，绝大部分投资者参与科创板都是通过间接

投资。间接投资分为被动投资和主动投资两类。 

先说被动的间接参与。 

事实上，每位国人都已经或多或少、不自

主地参与到科创板里面了，这就是被动的间接

参与。它主要指的是通过社保基金、国有大型

基金、企业年金、养老、保险等方式参与。 

已经公布的规则里限定，科创板在配售阶

段要优先对社保基金、国有大型基金等进行配

售。中国目前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社保全覆盖，

而国有大型基金的主要资本来自国有的全民所

有资产，所以这类基金的配售一定程度上代表

了全体国民的参与；养老金、企业年金代表了

职工资金在科创板的配置；保险代表了广大保

险投保人的利益。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已经

或多或少、被动地参与到了科创板的资产配置

当中，只是大家可能还没意识到。 

从资产配置的角度来说，人们多了一个资

产配置的选项，可以提高收益率，降低风险，

提高投资和资产配置的效率，从宏观意义上来

说这应该是一件好事。对投资者来说，这种被

动的参与方式由于参与者众多，分散到每个人

的资产配置率较低，收益和风险于单个人的影

响较小。 

再说主动的间接参与。 

主动的间接投资主要是通过公募基金或其

他金融产品的形式，有意识地、积极有为地参

与到科创板的一、二级市场当中。 

第一类是战略配售阶段封闭式公募基金。

众所周知，公募基金广泛间接参与科创板投资。

公募基金不仅可以参与到科创板一级市场的战

略配售、网下配售，也能参与二级市场交易。

不同投资阶段的公募基金，其实具有不同的特

点。 

参与战略配售阶段的公募基金是封闭的。

这部分投资更偏早期，获得更高优先级。但是

公募基金参与其中要牺牲流动性，必须是封闭

的。这些基金不能自由地申购和赎回，虽然可

能会定期开放，也可能会在未来上市交易。 

这就更加考验所投资项目的持续成长性，

以及基金投选专业性和风控能力。战略配售公

募基金的规模比较大、期限比较长，是科创板

公司股价与市场稳定的重要力量。 

具体而言，目前能参与战略配售的公募基

金包括去年发行的 6 只战略配售基金和封闭式

科技创新公募基金。其中 2018 年 7 月 5 日成立

的配售基金：南方 3 年战略配售、易方达 3 年

战略配售、招商 3 年战略配售、华夏 3 年战略

配售、汇添富 3 年战略配售、嘉实 3 年战略配售，

当初合计募资规模高达 1049 亿元，于今年 3 月

29 日分别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交易。 

新发的封闭式公募基金，如工银瑞信科技

创新三年封闭运作混基，也可以参与科创板战

略配售。新发行的封闭式的、专门为了科创板

战略配售阶段投资的基金也有一只，但它的金

额并不是很大，跟这六只战略配售基金单只相

比确实存在比较大的差距。预计还将有更多的

封闭式基金进入科创板。 

这类封闭式（定期开放）科创板公募基金，

要注意参与申购面临锁定期等流动性问题，也

要防范产生顺周期风险。待成熟后在二级市场

上可以交易时，往往会有折价，没有申购和赎

回的费用，买入卖出更加便捷，但要注意控制

因为科创板设置
了比较高的投资
者门槛，绝大部
分投资者参与科
创板都是通过间
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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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各界也非常关注科创板。 

那么，作为普通投资者，到底该如何深入

参与到科创板的建设和投资当中，怎么样才能

抓住资本市场的历史性机会呢？从科创板的建

设来说，它的参与方式主要分两大类，即间接

参与和直接参与，而每一类的参与方式又都有

不同的途径。 

间接投资分主动被动 
间接投资是个人投资者参与科创板的最主

要方式。因为科创板设置了比较高的投资者门

槛，绝大部分投资者参与科创板都是通过间接

投资。间接投资分为被动投资和主动投资两类。 

先说被动的间接参与。 

事实上，每位国人都已经或多或少、不自

主地参与到科创板里面了，这就是被动的间接

参与。它主要指的是通过社保基金、国有大型

基金、企业年金、养老、保险等方式参与。 

已经公布的规则里限定，科创板在配售阶

段要优先对社保基金、国有大型基金等进行配

售。中国目前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社保全覆盖，

而国有大型基金的主要资本来自国有的全民所

有资产，所以这类基金的配售一定程度上代表

了全体国民的参与；养老金、企业年金代表了

职工资金在科创板的配置；保险代表了广大保

险投保人的利益。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已经

或多或少、被动地参与到了科创板的资产配置

当中，只是大家可能还没意识到。 

从资产配置的角度来说，人们多了一个资

产配置的选项，可以提高收益率，降低风险，

提高投资和资产配置的效率，从宏观意义上来

说这应该是一件好事。对投资者来说，这种被

动的参与方式由于参与者众多，分散到每个人

的资产配置率较低，收益和风险于单个人的影

响较小。 

再说主动的间接参与。 

主动的间接投资主要是通过公募基金或其

他金融产品的形式，有意识地、积极有为地参

与到科创板的一、二级市场当中。 

第一类是战略配售阶段封闭式公募基金。

众所周知，公募基金广泛间接参与科创板投资。

公募基金不仅可以参与到科创板一级市场的战

略配售、网下配售，也能参与二级市场交易。

不同投资阶段的公募基金，其实具有不同的特

点。 

参与战略配售阶段的公募基金是封闭的。

这部分投资更偏早期，获得更高优先级。但是

公募基金参与其中要牺牲流动性，必须是封闭

的。这些基金不能自由地申购和赎回，虽然可

能会定期开放，也可能会在未来上市交易。 

这就更加考验所投资项目的持续成长性，

以及基金投选专业性和风控能力。战略配售公

募基金的规模比较大、期限比较长，是科创板

公司股价与市场稳定的重要力量。 

具体而言，目前能参与战略配售的公募基

金包括去年发行的 6 只战略配售基金和封闭式

科技创新公募基金。其中 2018 年 7 月 5 日成立

的配售基金：南方 3 年战略配售、易方达 3 年

战略配售、招商 3 年战略配售、华夏 3 年战略

配售、汇添富 3 年战略配售、嘉实 3 年战略配售，

当初合计募资规模高达 1049 亿元，于今年 3 月

29 日分别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交易。 

新发的封闭式公募基金，如工银瑞信科技

创新三年封闭运作混基，也可以参与科创板战

略配售。新发行的封闭式的、专门为了科创板

战略配售阶段投资的基金也有一只，但它的金

额并不是很大，跟这六只战略配售基金单只相

比确实存在比较大的差距。预计还将有更多的

封闭式基金进入科创板。 

这类封闭式（定期开放）科创板公募基金，

要注意参与申购面临锁定期等流动性问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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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 13 日，科创板正式开板！从

2018 年 11 月 5 日提出到现在半年多时间，科创

板快马加鞭而至，开张大吉了。

首批企业上市指日可待，最早 3 家企业马

上就能注册完成，开始由机构“批发商”定价

配售，预计七月中下旬 20 家左右企业会在科创

板集体上市。届时，科创板的“零售”交易将

火热展开，科创板将完全正式营业。

那么，作为普通投资者，到底该如何深入

地参与到科创板的建设和投资当中，怎么样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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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抓住资本市场的历史性机会呢？从科创板的

建设来说，它的参与方式主要分两大类，即间

接参与和直接参与，而每一类的参与方式又都

有不同的途径。 

间接投资分主动被动 
间接投资是个人投资者参与科创板的最主

要方式。因为科创板设置了比较高的投资者门

槛，绝大部分投资者参与科创板都是通过间接

投资。间接投资分为被动投资和主动投资两类。 

先说被动的间接参与。 

事实上，每位国人都已经或多或少、不自

主地参与到科创板里面了，这就是被动的间接

参与。它主要指的是通过社保基金、国有大型

基金、企业年金、养老、保险等方式参与。 

已经公布的规则里限定，科创板在配售阶

段要优先对社保基金、国有大型基金等进行配

售。中国目前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社保全覆盖，

而国有大型基金的主要资本来自国有的全民所

有资产，所以这类基金的配售一定程度上代表

了全体国民的参与；养老金、企业年金代表了

职工资金在科创板的配置；保险代表了广大保

险投保人的利益。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已经

或多或少、被动地参与到了科创板的资产配置

当中，只是大家可能还没意识到。 

从资产配置的角度来说，人们多了一个资

产配置的选项，可以提高收益率，降低风险，

提高投资和资产配置的效率，从宏观意义上来

说这应该是一件好事。对投资者来说，这种被

动的参与方式由于参与者众多，分散到每个人

的资产配置率较低，收益和风险于单个人的影

响较小。 

再说主动的间接参与。 

主动的间接投资主要是通过公募基金或其

他金融产品的形式，有意识地、积极有为地参

与到科创板的一、二级市场当中。 

第一类是战略配售阶段封闭式公募基金。

众所周知，公募基金广泛间接参与科创板投资。

公募基金不仅可以参与到科创板一级市场的战

略配售、网下配售，也能参与二级市场交易。

不同投资阶段的公募基金，其实具有不同的特

点。 

参与战略配售阶段的公募基金是封闭的。

这部分投资更偏早期，获得更高优先级。但是

公募基金参与其中要牺牲流动性，必须是封闭

的。这些基金不能自由地申购和赎回，虽然可

能会定期开放，也可能会在未来上市交易。 

这就更加考验所投资项目的持续成长性，

以及基金投选专业性和风控能力。战略配售公

募基金的规模比较大、期限比较长，是科创板

公司股价与市场稳定的重要力量。 

具体而言，目前能参与战略配售的公募基

金包括去年发行的 6 只战略配售基金和封闭式

科技创新公募基金。其中 2018 年 7 月 5 日成立

的配售基金：南方 3 年战略配售、易方达 3 年

战略配售、招商 3 年战略配售、华夏 3 年战略

配售、汇添富 3 年战略配售、嘉实 3 年战略配售，

当初合计募资规模高达 1049 亿元，于今年 3 月

29 日分别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交易。 

新发的封闭式公募基金，如工银瑞信科技

创新三年封闭运作混基，也可以参与科创板战

略配售。新发行的封闭式的、专门为了科创板

战略配售阶段投资的基金也有一只，但它的金

额并不是很大，跟这六只战略配售基金单只相

比确实存在比较大的差距。预计还将有更多的

封闭式基金进入科创板。 

这类封闭式（定期开放）科创板公募基金，

要注意参与申购面临锁定期等流动性问题，也

要防范产生顺周期风险。待成熟后在二级市场

上可以交易时，往往会有折价，没有申购和赎

回的费用，买入卖出更加便捷，但要注意控制

因为科创板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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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防范产生顺周期风险。待成熟后在二级市场

上可以交易时，往往会有折价，没有申购和赎

回的费用，买入卖出更加便捷，但要注意控制

配置期限与频率等。 

第二类是网下配售、二级交易的开放公募

基金。除了第一轮的战略配售以外，在发行之

前还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询价、竞价过程，主

要是针对网下的机构投资者。这个阶段公募基

金也可以参与，当然社保、企业的年金，还有

保险，它们也可以参与。这时候就不一定是封

闭式的基金，基本上所有的公募基金都可以参

与线下询价，而且它的优先级比较高。 

大多数开放式股票公募基金都可参与科创

板投资。新成立的科创板主题基金主要包括：

华夏科技创新混合、南方科技创新混合、易方

达科技创新灵活配置、嘉实科技创新混合、汇

添富科技创新灵活配置、富国科技创新灵活配

置等，每只基金只有 10 亿元额度，主要是开放

式产品。新成立的科创板主题基金，投资在科

创板上的比例和仓位等可能会相对更高一些，

选择这些基金参与科创板会更加直接。 

实际上，科创板公募基金可能远不止于此。

大部分投资范围包括股票的公募基金，都能参

与科创板的网下配售和二级市场交易。在平衡

资产组合的收益与风险方面，原有存量基金更

为灵活，选择面更宽更广，可能会更加稳健。 

此外，还有其他金融产品。除了公募基金，

个人间接参与科创板投资的途径还包括私募基

金和资管、理财等金融产品。这需要对机构、

管理者、资产内容等有更深入全面的理解把握。

相对而言，这些途径在科创板配售阶段的优先

级并不高。 

直接参与亦有道 
少数个人投资者也可直接参与科创板投资，

前提是须满足证券账户及资金账户内的资产日

均不低于人民币 50 万元、具备 2 年以上证券交

易经验等条件。个人直接参与的途径是网上配

售“打新”和二级市场交易。 

对于网上配售“打新”，市场可能存在一

个认识误区，即个人投资者不能或者很少有机

会参与科创板的打新，即网上的申购。事实上

如果能够满足科创板投资者合格性的要求，人

们是可以参与发行前的打新阶段的。 

网上配售新股的供给方面，科创板面向个

人投资者的新股发行比例为 20%~30%，低于现

有 A 股市场。需求方面，一是符合三项条件能

参与科创板“打新”的个人投资者数量获将少

于 300 万人；二是可申购数量：1 万元沪市股

票可以申请 1000 股，但最高申购数量不得超

过当次网上初始发行数量的千分之一。综合来

看，个人投资者在科创板打新中签的概率不一

定比 A 股低，按一定的算法打新中签率甚至可

能会比 A 股更高一些，这点可能与一般直觉不

同。 

科创板首日交易涨跌幅是放开的，之后的

涨跌幅也比较宽泛，没有 23 倍市盈率的限制，

采取市场的询价定价机制，这就意味着科创板

打新的新股与它在上市交易以后的价格之间的

关系会不稳定，潜在的收益率不确定。 

科创板初期投资者收益率会比较高，但在

后期不一定，而且不同的股票表现也不尽相同。

科创板的打新中签率在科创板的不同阶段、不

同的股票上表现会存在较大差异，与 A 股的打

新中签率没有太多可比性。  

参与二级市场直接交易，是投资者直接参

与科创板的另外一个途径。这个阶段同样需要

注意风险控制，需要投资者做好充足的心理准

备和专业储备。 

二级市场的交易可能产生在新股阶段，也

可能在后期价格相对较为稳定的阶段，需要注

意的是，科创板几乎所有的制度都是全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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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期限与频率等。 

第二类是网下配售、二级交易的开放公募

基金。除了第一轮的战略配售以外，在发行之

前还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询价、竞价过程，主

要是针对网下的机构投资者。这个阶段公募基

金也可以参与，当然社保、企业的年金，还有

保险，它们也可以参与。这时候就不一定是封

闭式的基金，基本上所有的公募基金都可以参

与线下询价，而且它的优先级比较高。 

大多数开放式股票公募基金都可参与科创

板投资。新成立的科创板主题基金主要包括：

华夏科技创新混合、南方科技创新混合、易方

达科技创新灵活配置、嘉实科技创新混合、汇

添富科技创新灵活配置、富国科技创新灵活配

置等，每只基金只有 10 亿元额度，主要是开放

式产品。新成立的科创板主题基金，投资在科

创板上的比例和仓位等可能会相对更高一些，

选择这些基金参与科创板会更加直接。 

实际上，科创板公募基金可能远不止于此。

大部分投资范围包括股票的公募基金，都能参

与科创板的网下配售和二级市场交易。在平衡

资产组合的收益与风险方面，原有存量基金更

为灵活，选择面更宽更广，可能会更加稳健。 

此外，还有其他金融产品。除了公募基金，

个人间接参与科创板投资的途径还包括私募基

金和资管、理财等金融产品。这需要对机构、

管理者、资产内容等有更深入全面的理解把握。

相对而言，这些途径在科创板配售阶段的优先

级并不高。 

直接参与亦有道 
少数个人投资者也可直接参与科创板投资，

前提是须满足证券账户及资金账户内的资产日

均不低于人民币 50 万元、具备 2 年以上证券交

易经验等条件。个人直接参与的途径是网上配

售“打新”和二级市场交易。 

对于网上配售“打新”，市场可能存在一

个认识误区，即个人投资者不能或者很少有机

会参与科创板的打新，即网上的申购。事实上

如果能够满足科创板投资者合格性的要求，人

们是可以参与发行前的打新阶段的。 

网上配售新股的供给方面，科创板面向个

人投资者的新股发行比例为 20%~30%，低于现

有 A 股市场。需求方面，一是符合三项条件能

参与科创板“打新”的个人投资者数量获将少

于 300 万人；二是可申购数量：1 万元沪市股

票可以申请 1000 股，但最高申购数量不得超

过当次网上初始发行数量的千分之一。综合来

看，个人投资者在科创板打新中签的概率不一

定比 A 股低，按一定的算法打新中签率甚至可

能会比 A 股更高一些，这点可能与一般直觉不

同。 

科创板首日交易涨跌幅是放开的，之后的

涨跌幅也比较宽泛，没有 23 倍市盈率的限制，

采取市场的询价定价机制，这就意味着科创板

打新的新股与它在上市交易以后的价格之间的

关系会不稳定，潜在的收益率不确定。 

科创板初期投资者收益率会比较高，但在

后期不一定，而且不同的股票表现也不尽相同。

科创板的打新中签率在科创板的不同阶段、不

同的股票上表现会存在较大差异，与 A 股的打

新中签率没有太多可比性。  

参与二级市场直接交易，是投资者直接参

与科创板的另外一个途径。这个阶段同样需要

注意风险控制，需要投资者做好充足的心理准

备和专业储备。 

二级市场的交易可能产生在新股阶段，也

可能在后期价格相对较为稳定的阶段，需要注

意的是，科创板几乎所有的制度都是全新的，

它的发行承销、上市，特别是与投资者息息相

关的交易方面都有很多创新。对于这些创新，

一是要注意与之前 A 股的不同，另外也要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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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新事物发展初期的不确定性，即这些创新

也需要一个磨合和成熟的阶段。从这个点来讲

科创板自身就存在一些不确定性风险。 

在初期阶段，比如今年的下半年，特别是

三季度，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些问题和风险，科

创板市场可能会表现出一些具体的特点。 

第一，科创板新股阶段收益率相对而言可

能大幅下降，损失的概率上升，一、二级市场

利差缩小甚至倒挂。 

第二，其中前五日没有涨跌幅，此后涨跌

幅的限制为 20%，波动会非常剧烈，甚至可能

出现爆炒的局面，在后期会形成二八分化。 

第三，关于科创板企业的估值方法，如果

还用市盈率 PE 去看，可能 PE 很高，但不一定

估值很高。如果用相对估值的话，可能用市销

率 PS（即股价与每股收入之比）的估值方法会

更综合性一些。但是如何有效地衡量一家公司，

这是一个难题；如果是一个趋势的投资方法，

这时候波动可能会非常剧烈，投资者之间的博

弈会相对高频、激烈。 

第四，融券的做空机制，虽然说 A 股的融

券做空不是特别成功，但是在科创板为了防止

它大起和之后的大落，必须得有一个匹配的机

制，这部分可能会有一些进展。 

第五，需要对企业展开深入的研究，甚至

要尽职调查，但作为个人投资者难以准确地掌

握尽职调查的数据，这点并不容易。 

第六，关于风险的控制需要特别注意。如

果市场波动非常剧烈，蕴含的潜在风险将是较

多的，投资者要如何去控制风险？而且科创板

的注册制匹配的就是退市制度，企业退市以后

的价值会如何？更好地控制风险，这是科创板

投资中一个重要的问题。 

科创板的投资逻辑或许不能照搬 A 股，至

少在科创板初期还是要保持足够的谨慎。之后

随着市场发展以及市场和投资者间的互动，可

能会有一些新的投资方式出现。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金融学术委员、东北证券研究
总监）

网下配售大幅偏向机构投资者

＞ 资料来源：中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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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发行承销、上市，特别是与投资者息息相

关的交易方面都有很多创新。对于这些创新，

一是要注意与之前 A 股的不同，另外也要正确

认识新事物发展初期的不确定性，即这些创新

也需要一个磨合和成熟的阶段。从这个点来讲

科创板自身就存在一些不确定性风险。 

在初期阶段，比如今年的下半年，特别是

三季度，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些问题和风险，科

创板市场可能会表现出一些具体的特点。 

第一，科创板新股阶段收益率相对而言可

能大幅下降，损失的概率上升，一、二级市场

利差缩小甚至倒挂。 

第二，其中前五日没有涨跌幅，此后涨跌

幅的限制为 20%，波动会非常剧烈，甚至可能

出现爆炒的局面，在后期会形成二八分化。 

第三，关于科创板企业的估值方法，如果

还用市盈率 PE 去看，可能 PE 很高，但不一定

估值很高。如果用相对估值的话，可能用市销

率 PS（即股价与每股收入之比）的估值方法会

更综合性一些。但是如何有效地衡量一家公司，

这是一个难题；如果是一个趋势的投资方法，

这时候波动可能会非常剧烈，投资者之间的博

弈会相对高频、激烈。 

第四，融券的做空机制，虽然说 A 股的融

券做空不是特别成功，但是在科创板为了防止

它大起和之后的大落，必须得有一个匹配的机

制，这部分可能会有一些进展。 

第五，需要对企业展开深入的研究，甚至

要尽职调查，但作为个人投资者难以准确地掌

握尽职调查的数据，这点并不容易。 

第六，关于风险的控制需要特别注意。如

果市场波动非常剧烈，蕴含的潜在风险将是较

多的，投资者要如何去控制风险？而且科创板

的注册制匹配的就是退市制度，企业退市以后

的价值会如何？更好地控制风险，这是科创板

投资中一个重要的问题。 

科创板的投资逻辑或许不能照搬 A 股，至

少在科创板初期还是要保持足够的谨慎。之后

随着市场发展以及市场和投资者间的互动，可

能会有一些新的投资方式出现。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金融学术委员、东北证券研究
总监）

网下配售大幅偏向机构投资者

＞ 资料来源：中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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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期限与频率等。 

第二类是网下配售、二级交易的开放公募

基金。除了第一轮的战略配售以外，在发行之

前还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询价、竞价过程，主

要是针对网下的机构投资者。这个阶段公募基

金也可以参与，当然社保、企业的年金，还有

保险，它们也可以参与。这时候就不一定是封

闭式的基金，基本上所有的公募基金都可以参

与线下询价，而且它的优先级比较高。 

大多数开放式股票公募基金都可参与科创

板投资。新成立的科创板主题基金主要包括：

华夏科技创新混合、南方科技创新混合、易方

达科技创新灵活配置、嘉实科技创新混合、汇

添富科技创新灵活配置、富国科技创新灵活配

置等，每只基金只有 10 亿元额度，主要是开放

式产品。新成立的科创板主题基金，投资在科

创板上的比例和仓位等可能会相对更高一些，

选择这些基金参与科创板会更加直接。 

实际上，科创板公募基金可能远不止于此。

大部分投资范围包括股票的公募基金，都能参

与科创板的网下配售和二级市场交易。在平衡

资产组合的收益与风险方面，原有存量基金更

为灵活，选择面更宽更广，可能会更加稳健。 

此外，还有其他金融产品。除了公募基金，

个人间接参与科创板投资的途径还包括私募基

金和资管、理财等金融产品。这需要对机构、

管理者、资产内容等有更深入全面的理解把握。

相对而言，这些途径在科创板配售阶段的优先

级并不高。 

直接参与亦有道 
少数个人投资者也可直接参与科创板投资，

前提是须满足证券账户及资金账户内的资产日

均不低于人民币 50 万元、具备 2 年以上证券交

易经验等条件。个人直接参与的途径是网上配

售“打新”和二级市场交易。 

对于网上配售“打新”，市场可能存在一

个认识误区，即个人投资者不能或者很少有机

会参与科创板的打新，即网上的申购。事实上

如果能够满足科创板投资者合格性的要求，人

们是可以参与发行前的打新阶段的。 

网上配售新股的供给方面，科创板面向个

人投资者的新股发行比例为 20%~30%，低于现

有 A 股市场。需求方面，一是符合三项条件能

参与科创板“打新”的个人投资者数量获将少

于 300 万人；二是可申购数量：1 万元沪市股

票可以申请 1000 股，但最高申购数量不得超

过当次网上初始发行数量的千分之一。综合来

看，个人投资者在科创板打新中签的概率不一

定比 A 股低，按一定的算法打新中签率甚至可

能会比 A 股更高一些，这点可能与一般直觉不

同。 

科创板首日交易涨跌幅是放开的，之后的

涨跌幅也比较宽泛，没有 23 倍市盈率的限制，

采取市场的询价定价机制，这就意味着科创板

打新的新股与它在上市交易以后的价格之间的

关系会不稳定，潜在的收益率不确定。 

科创板初期投资者收益率会比较高，但在

后期不一定，而且不同的股票表现也不尽相同。

科创板的打新中签率在科创板的不同阶段、不

同的股票上表现会存在较大差异，与 A 股的打

新中签率没有太多可比性。  

参与二级市场直接交易，是投资者直接参

与科创板的另外一个途径。这个阶段同样需要

注意风险控制，需要投资者做好充足的心理准

备和专业储备。 

二级市场的交易可能产生在新股阶段，也

可能在后期价格相对较为稳定的阶段，需要注

意的是，科创板几乎所有的制度都是全新的，

它的发行承销、上市，特别是与投资者息息相

关的交易方面都有很多创新。对于这些创新，

一是要注意与之前 A 股的不同，另外也要正确

远见       Insights远见       Insights

对于科创板这些
创新，一是要注
意 与 之 前 A 股
的不同，另外也
要正确认识新事
物发展初期的不
确定性，即这些
创新也需要一个
磨合和成熟的阶
段。

认识新事物发展初期的不确定性，即这些创新

也需要一个磨合和成熟的阶段。从这个点来讲

科创板自身就存在一些不确定性风险。 

在初期阶段，比如今年的下半年，特别是

三季度，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些问题和风险，科

创板市场可能会表现出一些具体的特点。 

第一，科创板新股阶段收益率相对而言可

能大幅下降，损失的概率上升，一、二级市场

利差缩小甚至倒挂。 

第二，其中前五日没有涨跌幅，此后涨跌

幅的限制为 20%，波动会非常剧烈，甚至可能

出现爆炒的局面，在后期会形成二八分化。 

第三，关于科创板企业的估值方法，如果

还用市盈率 PE 去看，可能 PE 很高，但不一定

估值很高。如果用相对估值的话，可能用市销

率 PS（即股价与每股收入之比）的估值方法会

更综合性一些。但是如何有效地衡量一家公司，

这是一个难题；如果是一个趋势的投资方法，

这时候波动可能会非常剧烈，投资者之间的博

弈会相对高频、激烈。 

第四，融券的做空机制，虽然说 A 股的融

券做空不是特别成功，但是在科创板为了防止

它大起和之后的大落，必须得有一个匹配的机

制，这部分可能会有一些进展。 

第五，需要对企业展开深入的研究，甚至

要尽职调查，但作为个人投资者难以准确地掌

握尽职调查的数据，这点并不容易。 

第六，关于风险的控制需要特别注意。如

果市场波动非常剧烈，蕴含的潜在风险将是较

多的，投资者要如何去控制风险？而且科创板

的注册制匹配的就是退市制度，企业退市以后

的价值会如何？更好地控制风险，这是科创板

投资中一个重要的问题。 

科创板的投资逻辑或许不能照搬 A 股，至

少在科创板初期还是要保持足够的谨慎。之后

随着市场发展以及市场和投资者间的互动，可

能会有一些新的投资方式出现。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金融学术委员、东北证券研究
总监）

网下配售大幅偏向机构投资者

＞ 资料来源：中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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