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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票简称 对标股
1 睿创微纳 高德红外、大立科技、久之洋
2 华兴源创 精测电子、长川科技、联得装备
3 天准科技 赛腾股份、精测电子、万讯自控
4 杭可科技 星云股份、先导智能、赢合科技
5 澜起科技 汇顶科技、兆易创新
6 中国通号 思维列控、众合科技、世纪瑞尔
7 光峰科技 海信电器、鸿合科技
8 乐鑫科技 汇顶科技、富瀚微、紫光国微
9 铂力特 无
10 中微公司（中微半导体） 北方华创、长川科技
11 安集科技（安集微电子） 上海新阳、晶瑞股份、南大光电
12 福光股份 舜宇光学、联合光电、联创电子
13 西部超导 西部材料、宝钛股份
14 新光光电 高德红外、大立科技、久之洋
15 宁波容百（容百科技） 当升科技、杉杉股份、格林美
16 心脉医疗 乐普医疗、迈瑞医疗
17 虹软科技 科大讯飞、川大智能、汉王科技
18 瀚川智能 克来机电、天永智能、天奇股份
19 天宜上佳 中国中车
20 南微医学 乐普医疗、迈瑞医疗、维力医疗
21 方邦电子 无
22 沃尔德 三超新材、岱勒新材、四方达
23 嘉元科技 超华科技、诺德股份
24 航天宏图 合众思创、北斗星通、超图软件
25 交控科技 思维列控、众合科技、世纪瑞尔

7月8日 澜起科技

7月10日 容百科技、光峰科技、中国通号、福光股份、新
光光电、中微公司、乐鑫科技、安集科技、铂力特

7月11日 心脉医疗、南微医学、虹软科技、西部超导

7月12日 方邦股份、瀚川智能、沃尔德、天宜上佳、交控
科技、航天宏图、嘉元科技

申购日期 申购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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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交所宣布第一批 25 家
科创板拟上市企业中，有 4 家
企业 IPO已完成了网上、网下
申购，其他21家在本周开启打
新“盛宴”。而且，7月10日有
9 只新股同一天进行申购，这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历史上尚
属首次。这 25 家科创板公司
涉及保荐机构一共 11 家。其
中，中信建投保荐公司数量达
6家，华泰证券、中信证券分别
以4家、3家紧随其后。

科创企业的吸金能力有
多强？华兴源创、睿创微纳、天
准科技、杭可科技 4 家企业
IPO 已完成了网上、网下申
购。总体来看，发行市盈率较
高。从发行价格来看，4 家企
业中睿创微纳发行价格最低，

为20元；华兴源创、天准科技、
杭可科技均在 24 元以上。从
市盈率来看，睿创微纳市盈率
居首，高达79.09倍；其他也都
在40倍以上。券商表示，目前
A股 IPO一般企业发行市盈率
约在23倍，科创板企业发行市
盈率较高，体现了市场对优质
科创企业给予较高溢价。

21 只新股中有一只 500
亿市值的“巨无霸”——中国通
号，属于铁路、船舶、航空航天
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该股
票申购市值需252万元，网上
申购上限高达 25.2 万股。业
内人士预计，中国通号更大的
意义在于，预计其将成为科创
板首只顶格申购100%中签的
个股，甚至有人可能中几个签。

本月新一批国债又要开售啦！7
月 10 日至 7 月 19 日发行今年第九
期、第十期新一批储蓄国债。两期国
债均为固定利率、固定期限品种，最
大发行总额为300亿元。3年期票面
利率 4%，5 年期票面利率 4.27%，按
年付息。值得一提的是，本批国债均
为电子式国债，除了在柜台购买，还
可以通过网银、手机银行等购买。

本月发行的第九期国债期限为3
年，最大发行额为150亿元；第十期国
债期限为5年，最大发行额为150亿
元。两期国债 2019 年 7 月 10 日起
息，按年付息，每年7月10日支付利

息。“本批国债须100元起购，购买面
值须为百元的整数倍，最高购买上限
为500万元。”江苏省扬州市建设银行
琼花支行工作人员提醒。

“本批国债利率与上月持平，不
过相较于今年年中理财市场产品利
率‘不升反降’的局面，收益相对稳定
的国债，对投资人的吸引力将有所提
升。”江苏银行扬州营业部工作人员
表示，由于国债起投门槛低，安全性
高，尤其是五年期国债利率与目前市
面理财产品收益相当，预计本周国债
的“购买热”还将持续。（摘编自《扬州
日报》）

新一批国债本月发行

“年利率20%-24%，
每月返还利息”“两年到期后，
本息一次性还清”……如此高
的收益率，手头正好有点钱的
老人们动心了……日前，南宁
市公安局青秀分局经济犯罪
侦查大队对外披露一起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案件，广东颐邦
商贸发展有限公司广西分公
司涉嫌诱骗南宁、柳州、梧州
600多名老人“投资”，涉案资
金有6000多万元。

2015年3月，徐立看到路
边有人发宣传单，介绍广东颐
邦商贸有限公司有家具厂进
行实体经营，发展前景很好。
徐立有些心动，便参加了彭某
主持的活动。彭某介绍，颐邦

公司现在因公司扩张需要借
钱进行经营，许诺给予年利率
20%-24%的回报。徐立当场
拿出10万元，并签订了“借款
合同”。同年12月，韩女士接
到宣传单后，受到蛊惑，将10
万元交给公司财务人员。她
领到了几个月的利息后，再也
拿不到任何钱。之后，她查询
到该公司已改名，并了解到彭
某在广东和广西开设有20多
家公司，一些公司因提供虚假
地址被工商查处。

去年，醒悟过来的受害者
向公安机关报案。经讯问，彭
某对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供
认不讳。据交代，他之前经营
家具生意，但经营不善，于是

就动起歪心思，雇大学毕业生
为客户经理，在菜市、街头等
地方散发小传单，虚构公司有
营利项目要募集资金，利用退
休老人法律意识淡薄、求财心切
的特点，吸收公众存款。所得款
项已用于生产经营，现已无力偿
还投资人的投资款、借款。

被骗的人中，年纪最大的
接近90岁，年纪最小的50余
岁，他们基本是退休在家，手
上有一定积蓄的老人。“彭某
很懂得打‘亲情牌’。”办案民
警介绍，他招聘的业务员年轻
嘴甜，对老人的生活与健康状
态很是关心，无形中拉近了与
老人的心理距离。（摘编自《南
宁晚报》《柳州晚报》）

在很多人看来，废钢、废
纸、废塑料只是一些非常不起
眼的废弃品，然而这些废弃品
的市场价格变化恰恰是经济
大环境的一个缩影。经济兴
衰与民生息息相关。

扑克牌 扑克牌销量越
多，说明失业的人越多。

男士内裤 美联储前主
席格林斯潘曾提出过著名的

“男性内裤销量反映经济形
势”的理论，即经济形势良好，
内裤销量会平稳上升，反之则
下降。因为经济萧条时，男性
会节俭开支，少买内裤。

啤酒 市场上有“啤酒销

量萎缩经济必然低迷”的看
法。当失业率高企，男性没心
情与同伴喝酒，大多买酒回家
消愁，但在家中不能痛快狂
饮，啤酒销量自然下降。

领带 领带销售多寡与
经济盛衰成反比，销售高意味
着经济不振，表明更多男性要
身着正装去求职，需要领带。

口红 在美国，每当经济
不景气时，口红销量会直线上
升。这是因为人们认为口红
是较廉价的消费品，经济不景
气时，仍会有强烈的消费欲
望，所以会转而购买较廉价的
商品。（摘编自《三湘都市报》）

大打亲情牌，骗取6000多万元 日常消费品
透露经济兴衰

7月5日，上海证券交
易所宣布，科创板将于7月
22日正式鸣锣开张。目
前，科创板IPO注册申请
已获得上交所通过的25
家企业均处于不同的发
行阶段。其中，本周投资
者迎来21只科创板新股
打新机会。那么，首批挂
牌的科创板企业有哪
些？相关的对标股又有哪
些呢？（摘编自《重庆商
报》《中国证券报》《扬子
晚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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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人士指出，短期内市
场对科创板的打新热度较高，
但中长期看，科创公司的投资
价值要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
优胜劣汰，这将更加考验长线
投资者的专业投研能力。前

海开源基金建议投资者用一
级市场的思路投资二级市场，
投资者首先要控制资金，投资
科创板的资金比例不超过
20%；其次是通过分散投资降
低组合风险。

21只新股奉上“打新盛宴”A B

科创板打新勿忘防风险

投顾建议

依葫芦画瓢来寻找对标股

科创板打新市场盛况空前，和科创板申购新股同类的A股对
标股也走出了一波上涨行情。本周二，三超新材、扬帆新材等近
10股涨停。投资者不妨关注手里的股票有没有科创板对标股。

对于科创板这一新生事
物，上海证券认为，科创板企业
上市一方面受到市场资本的关
注将享受估值溢价，同时自身
所处的企业生命周期和盈利能
力都将导致市场对相关标的形

成新的估值体系。市场人士建
议，无论是科创板新股，还是对
标A股，其估值博弈都不可避
免出现短线投机现象，散户投
资者应该保持慎之又慎的投资
心态加以应对。

投顾建议

新股效应应理性对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