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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刚刚获批之后， 首批科创

50ETF 基金即将进入发行状态。来

自易方达、华夏、工银瑞信和华泰柏

瑞基金的最新消息显示， 拿到批文

之后， 首批四只科创 50ETF 基金

即将发行， 开始发行日期均为同一

天，即 9 月 22 日，而募集上限也均

为 50 亿元。

9 月 22 日同时首发

9 月 14 日晚间，易方达基金于

官网发布易方达上证科创板 50 成

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的基金合同等相关文件。 这也是首

批 4 只科创板 50ETF 中率先官方

发布相关合同的一只。

根据文件， 易方达基金拟于 9

月 22 日发售科创板 50ETF， 发售

时间仅为一天。 同时， 科创板

50ETF 设置首次募集上限，募集上

限为 50 亿元。 投资人可选择网上

现金认购、 网下现金认购和网下股

票认购 3 种方式。

9 月 15 日， 华夏基金公告，旗

下科创 50ETF 将于 9 月 22 日正

式开售， 投资者可通过基金认购代

码 588003 或交易代码 588000 在

各大券商等平台购买。

与此同时，工银瑞信基金、华泰

柏瑞基金也确认， 旗下的科创板

50ETF 均将于 9 月 22 日开始募

集，销售时间同为一天，且募集上限

均为 50 亿元。

此外，华夏、易方达基金等公司

还限定发行期限只有 1 天。 具体来

看，现金认购将采取“全程比例确

认”的方式对上述规模限制进行控

制： 若有效认购申请全部确认后不

超过 50 亿元，则全部予以确认；若

超过 50 亿元， 将以 “全程比例确

认”原则给予部分确认。

主要跟踪科创 50 指数

之前，在科创板开板一年之际，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证指数有限公

司正式发布了上证科创板 50 成份

指数。 科创板在运作一年多时间之

后， 正式进入指数投资时代。 科创

50 指数是由科创板中 50 只市值

大、流动性好的股票组成，反映了最

具市场代表性的一批科创企业的整

体表现， 成为场内交易者投资科创

板的不二之选。

而首批获批的四只科创板

50ETF 基金，则主要投资和跟踪科

创 50 指数成份股。 易方达科创板

50ETF 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显示，该

基金的投资范围包括标的指数成份

股及备选成份股、 除标的指数成份

股及备选成份股以外的其他股票

（包括科创板、创业板、中小板以及

其他依法发行、 上市的股票）、债

券、债券回购、资产支持证券、银行

存款、同业存单、货币市场工具、金

融衍生工具（包括股指期货、股票

期权等）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

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该基金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

及备选成份股的资产不低于非现金

资产的 80%且不低于基金资产净

值的 90%，因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受

限制的情形除外。 其标的指数为上

证科创板 50 成份指数， 及其未来

可能发生的变更。

因为跟踪标的指数一样， 所以

其他三只科创 50ETF 基金， 也是

完全一致的投资范围。

明星基金经理领衔

而从目前公开的资料来看，各

家基金公司基本都是明星基金经理

领衔。其中，华夏基金是目前境内权

益类 ETF 管理规模最大的基金公

司，连续 16 年排名行业第一，也是

业内首家权益类 ETF 管理规模超

千亿元的基金公司。 目截至今年 6

月 30 日，华夏基金 ETF 管理总规

模超 1500 亿元，市场占比近 25%。

华夏科创 50ETF 的两位拟任基金

经理张弘弢和荣膺分别具有 10 年

和近 5 年的丰富的 ETF 投资管理

经验， 现在分别担任华夏基金数量

投资部董事总经理和高级副总裁，

这些均为华夏科创 50ETF 的运营

管理提供了强有力支持。

同样， 易方达是科创板的“兄

弟” 板块创业板的首只 ETF 开发

者，易方达为科创板 50ETF 配备了

两位经验丰富、深谙指数产品运作规

律的“老将”，分别是指数投资部总

经理林伟斌和资深基金经理成曦。

其中， 林伟斌现任易方达基金

指数投资部总经理、 指数投资决策

委员会成员，持经济学博士学位，从

业 12 年来始终专注于指数产品研

发与管理工作， 对指数业务和投资

者需求有深刻理解。

成曦是目前全市场管理规模最

大的指数基金经理之一， 在正式开

始担纲指数基金管理之前曾在研究

员、交易员、指数基金运作专员等岗

位积累了深厚的历练经验， 极为熟

悉国内资本市场， 由他管理的易方

达创业板 ETF、 深 100ETF、H 股

ETF 均为跟踪同指数的 ETF 产品

中规模最大的产品， 深受投资者欢

迎。

工银瑞信指数投资中心总经理

章赟表示， 持续看好科创板的投资

价值， 公司此前已推出两只科创主

题主动权益基金， 此次开发科创板

50ETF 是希望为广大投资者通过

指数化投资、分享科创板成长红利

提供更丰富的工具，同时充分发挥

公募基金“普惠金融”的特点，以专

业的投资管理能力，借助基金产品

深入参与科创板建设，服务科技创

新类企业发展。

后市判断有分歧

不过，对于后市，基金经理则存

在分歧。 其中，上投摩根副总经理、

投资副总监孙芳孙芳表示，站在当

前这个时点，经济复苏态势明显，随

着宏观数据的改善，A 股顺周期的

盈利也将改善。 如果把目光放到未

来一年、两年，盈利增长持续时间

久、复合增长速度快的企业，大概率

仍将出现在医药、消费和科技等成

长板块。

同样， 新华景气行业混合拟任

基金经理栾超表示，成长股仍将是

下半年一个主要的投资方向，未来

市场将更加理性，真成长在调整时

是比较好的买点，看好新经济的方

向，包括 TMT、新能源和医药。

不过， 看好白马股的基金经理

也是大有人在。国投瑞银新丝路基金

经理王鹏表示，基金业绩贡献来源主

要是行业配置和个股选择， 在投资

中，偏向通过冷门股、优质白马股的

投资来实现组合长期稳健收益。

而建信基金权益投资部执行总

经理陶灿指出，投资者若看好长期

行情，又担心 A 股波动较大，不妨

关注投资确定性相对较高的高股息

资产，把握 A 股优质资产的长期投

资价值。 经过前一阶段的快速上涨

后，A 股行情多有反复， 谈及后市

投资布局，陶灿认为，大盘中枢有望

抬升，但重在把握结构牛。

首批科创 50ETF基金即将发行
募集上限均为 50 亿元

兴证全球基金 李婧 欧阳蕤

今天， 我们一起做一个与投资

有关的游戏。规则是这样的：请从 0

到 100 之间选一个数字，要求是这

个数字尽可能接近所有参赛者所选

数字平均值的 2/3。 举个例子，假设

有 3 名参赛者分别猜的是 20、30

和 40， 平均数是 30， 那么猜数字

20 的那个人就是赢家。 现在，请说

出你的答案 ______

这个游戏来自《错误的行为》

一书，作者理查德.塞勒是 2017 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游戏以两

张从伦敦飞往美国的商务舱作为奖

品，当时在《金融时报》上召集了很

多人参与， 并简单解释了自己选择

数字的原因。 最终的获胜数字是

13，因为参赛者们所选数字的平均

值是 19.5。

但这些聪明人都没猜对， 只有

2%的幸运者，懵对了 13 这个数字。

那么是不是 13 永远对呢？ 美国的

纽约时报紧接着也发了一个几乎一

模一样的游戏，这次有 6 万个玩家

踊跃参加， 所猜数字的均值是 28。

也就意味着最终获奖数字是该值的

2/3，即 19。两次猜数字游戏相似的

是， 大部分玩家选择了 22、33、0、1

这些数字。然而，获奖数字却是不固

定的，取决于这个游戏的参与者们，

无论是数学家还是不动脑筋的人，

都在影响着结果。 而最终猜对的获

奖者，与其说他是一个聪明人，不如

说他是一个幸运儿。

塞勒的猜数字游戏， 源于英国

经济学家凯恩斯的“选美比赛”理

论。 凯恩斯认为选择股票就像是在

投票选择“最佳人气奖”，资金竞逐

的股票最可能上涨。 所以选择股票

的过程就像从 100 张照片中选出

最美的面孔， 如果选中投票数最高

的面孔，投资人就赢了。所以在凯恩

斯看来， 普通人投资股票与选美比

赛没有什么差别，为了获胜，不应该

选择自己觉得最美的面孔， 而是要

思考其他大多数人会认为哪一张面

孔最美。

我们曾经发布过一篇专栏《赚

企业的钱还是别人的钱》 时曾谈

到， 在市场上赚钱要想清楚是赚流

动性的钱、市场博弈的钱，还是企业

增长的钱。显然，流动性的钱可遇不

可求； 市场博弈的钱就是在做数字

游戏， 胜利属于极少数的 “幸运

儿”；选股，或者说企业长期的业绩

增长，虽然也具有不确定性，但却是

有机会通过超常的努力与研究提高

胜率，甚至是成为最终的大赢家。

如果投资是一场数字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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