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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亿转债排队难掩短期遇冷 投资价值显现？
证券时报记者 朱雪莲 付建利

特斯拉及锂电概念股大涨
宁德时代股价创新高

在今年股债双双疲弱的市况下，
进可攻退可守的可转债市场同样受到
波及， 近日湖广转债网下发行无有效
申购引发市场关注。 在转债进入信用
打新时代后，转债一级、二级市场割裂
明显，但二级市场的频频破发，仍然向
上传导至一级市场。
在这种背景下， 可转债的投资机
会如何？ 上市公司通过可转债融资的
热情是否会进一步“
降温”？ 接受证券
时报记者采访的上市公司和机构投资
者表示， 可转债虽然短期发行节奏转
冷，但在股市低迷的情况下，仍将成为
上市公司融资的重要渠道。目前，可转
债市场的调整， 已经提供了更好的安
全边际。

证券时报记者 陈丽湘
7 月 11 日，美国再度挑起贸易
战，全球股市避险情绪升温。受此影
响，A 股股指集体大幅低开，大部分
板块飘绿。 不过，受“
特斯拉中国工
厂落户上海临港”消息提振，特斯拉
及锂电概念股逆势走强。其中，宁德
时代低开高走，收盘大涨逾 6%，全
天成交额接近 37 亿元， 居所有 A
股首位。

宁德时代股价创新高

5000亿转债排队待发
尽管股市债市不尽如人意， 不过
上市公司争相发行可转债的热情并未
消退。
Wind 统计显示，截至 7 月 10 日，
不包括交换债， 今年以来 154 家公司
新发布转债预案，合计拟募资约 3600
亿元。 如果加上去年已提出尚未实施
的预案，包括巨额募资的民生、浦发转
债等， 当前仍有近 180 家公司发布转
债预案， 需累计募集大约 5000 亿元。
其中，在预案中，发行规模超百亿的有
8 家公司，除了中国交建、中国铁建，
其他 6 家公司都来自于银行体系。
继 2017 年民生银行、浦发银行双
双拟发行转债募资 500 亿元后， 上市
银行成为转债大户已成常态。对此，中
信建投证券宏观债券首席分析师黄文
涛曾向证券时报·e 公司记者解释，近
年来监管趋严， 对银行的资本约束提
升， 导致银行特别是受监管调整更大
的中小银行的资本补血需求普遍提
升，转债转股后可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这是 IPO、 定增方式以外的能补充核
心一级资本的工具， 因而银行持续青
睐转债的融资方式。目前来看，这一趋
势尚未改变。
当然， 转债融资额偏低的公司也
不在少数。 在今年发布预案的 154 家
公司中，89 家募资规模在 10 亿元以
下，占比超过半数，融资规模最小的是
熙菱信息，不超过 1.38 亿元。 与之相
对应的是， 在今年上市的 27 只转债
中，17 只转债募资额都低于 10 亿元。
整体来看， 上市公司实施转债融
资的热情依然高涨。 中部一家制造业
上市公司董秘向证券时报·e 公司记
者表示，目前股票市场比较低迷，通过
股票市场融资面临的不确定性较大，
而市场资金面趋紧， 不少上市公司在
资金面上存在“
饥渴症”，具有股票和
债券双特性的可转债存在一定期限，
具备一定的调整空间， 成为上市公司
融资争抢的渠道，也是理所当然。

发行节奏生变
转债发行到上市大致有 5 个重要
节点： 董事会预案日、 股东大会通过
日、发审委通过日、获得发行批文日和
发行公告日，一般都历时一年左右。具
体流程中， 从董事会预案到股东大会
通过所需时间一般在一至两个月，少
则二十来天； 股东大会通过日至发审
委通过日则耗时最长， 一般需要 5-6
个月甚至更长时间； 从过会到批文大
概需要 3 个月； 拿到批文后到最后成
功发行转债， 按规定存在 6 个月的有
效期，快的一般也需要 1-2 个月。
据 Wind 统计， 截至 7 月 10 日，
转债预案处于股东大会通过至发审委
通过的公司最多，接近 140 家，占比超
过 7 成，发行规模逾 4000 亿元；已获
发审委批准的可转债共有 25 只，总发
行规模约 220 亿元。
自今年二季度起， 证监会审批节
奏有所放缓：3 月转债预案获发审委
通过的公司有 8 家，4 月这一数字降
至一半，仅有 4 家，而 5 月、6 月均只
有 1 家。期间，发审委还否决了三七互
娱、会稽山的转债申请，暂缓表决长盈
精密、天成自控的转债申请。
与此同时， 上市公司主动撤回转
债发行预案的例子明显增加， 包括华
海药业、积成电子、美盈森等多家公司
纷纷公告终止发行转债， 甚至不乏个
别公司成功过会后仍然放弃。
典型如海利得。 1 月 10 日，海利
得获证监会核准文件， 拟发行 10.87
亿元可转债， 但在 6 月下旬海利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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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批复到期自动失效。公司称，由于资
本市场环境变化， 导致发行条件不够
成熟； 同时公司目前经营性净现金流
良好， 预计以自有资金和银行借款等
方式筹措的资金能够满足需要。
对此， 华创证券债券分析师王文
欢表示，6 月新上市的转债明显增多，
考虑到还有大量转债在排队， 目前的
节奏只是短期调整， 根据市场环境变
化会随时加快。
此外， 对于银行等上百亿的转债
融资一直未能明确进展， 王文欢说：
“
包括民生银行在内的不少拟发行转
债的银行股股价跌破了净资产， 短期
内应该难以回到净资产之上。”在他看
来，未来一段时间，过会上市的更多都
将是一些中小规模的转债。

一级市场申购退潮
受股市疲弱及新债上市大量破发
的影响，在一级市场上，投资者信用申
购转债的热情已逐渐退潮。
近日发行的湖广转债同时采用原
股东优先配售、 网上网下配售的发行
方式。在信用申购时代，实施网下配售
的转债并不多，今年仅长证转债、湖广
转债、广电转债采取这类方式，其动机
也是因为原股东配售积极性不高，承
销商为了防止包销太多， 才实施针对
机构等投资者的网下配售。不过，这次
湖广转债的网下配售并未成功， 公告
显示“
网下发行无有效申购”，即意味
着没有机构网下主动申购。受此影响，
湖广传债的网上中签率高达 1.01%，
承销商包销比例达 33.55%，均创出了
信用打新以来的新高。

实际上，在湖广转债之前，社会公众
投资者对于转债的申购热情已逐渐回
落，今年上市转债中，七成转债网上申购
中签率都超过了 0.1%，券商包销比例超
过 5%的也不在少数。
一家大型机构的债券投研人士表
示，目前转债发行审批速度加快，从去年
开始供给放量，市场规模也是迅速增加，
转债市场总体比较弱势， 上市首日破发
已成常态，转债市场赚钱效应太弱了，而
且投资者对可转债的标的即正股后期走
势也有担忧， 所以导致投资者信用申购
积极性不高。

二级市场表现分化
今年以来，受股市低迷影响，转债市
场出现大规模破发， 同时随着转债大扩
容，两极分化也日益明显。 截至 7 月 10
日， 在当前正常交易的 73 只转债中，仅
有 32 只转债处于面值之上，占比 44%。
包括已停牌的宝信转债， 目前超过 120
元的转债有 7 只， 康泰转债收报 200.99
元，价格最高，其他 41 只转债目前价格
都在 100 元面值以下，其中 13 只转债价
格低于 90 元，辉丰转债价格最低，只有
78.198 元。
“
上市公司发行转债的最终目的还
是为了转股， 近年转债与正股的联动加
大， 转债的分化主要是基于正股的分
化。”王文欢建议投资者积极关注那些基
本面良好的正股对应的转债。
另一方面，条款博弈也是投资者获
取转债收益的重要来源之一。 在正股股
价步步走低的市况下，江阴银行、无锡
银行、 雪迪龙等公司纷纷下修转股价。
此外，生益科技、江南水务都触发了回

售条款， 期间相关转债也存在一定的博
弈机会。

转债市场底部临近?
值得注意的是，中证转债(000832)指
数已先于上证综指企稳回升， 昨日虽然
A 股大盘出现较大幅度下跌， 但中证转
债(000832)指数仅微跌 0.39%。
目前来看， 转债市场接近底部的观
点增多，但分析师整体仍相对谨慎。 海通
证券认为，转债尚未到大规模反击时点，
下半年股市仍会有结构性行情， 建议投
资者关注创新+稳定收益板块，规避信用
风险和股权质押风险较高的个券。
上海一家大型私募机构负责债券业
务的投研负责人表示， 近期权益市场持
续调整，转债表现也较弱，但目前正股风
险逐步释放， 且转债的债性保护逐渐提
升，转债的防御性特征逐步显现出来，下
行空间有限。 当前权益市场估值接近历
史底部， 长期而言转债类资产是一个较
好的左侧机会。 同时美方挑起的贸易战、
金融监管未来一两个季度可能边际缓
和，正股如有修复反弹，部分转债在低估
值背景下也会有一定的机会。 目前股市处
于低位，波动增加，转债估值较低，市场给
予转债的期权价值低，同时部分转债纯债
收益率较高， 部分转债溢价率已经为负
值。 多方面看，许多转债标的长期投资价
值已经开始逐步显现，在现有的大类资产
比较中已具备较明显的投资性价比。
对于专业投资者来说， 正是这种正
股风险释放、债性保护较突出、转债供给
量增加， 为投资者投资转债提供了更好
的安全边际、更高的风险收益比，也提供
了更多的个券和行业的阿尔法机会。

7 月 10 日晚间，特斯拉公司与
上海临港管委会、临港集团共同签
署了纯电动车项目投资协议，将在
临港地区独资建设集研发、 制造、
销售等功能于一体的特斯拉超级
工厂。
据了解，该项目规划年生产 50
万辆纯电动整车，是上海有史以来
最大的外资制造业项目，上海市政
府和特斯拉公司已签署合作备忘
录。 受此消息提振，昨日特斯拉概
念股早盘逆势拉升，多只个股先后
涨停。
除特斯拉概念股外， 上海建厂
或将为上游供应商带来更大规模的
订单， 上游锂离子电池产业链也有
望受益。
因此，A 股锂电池板块盘中逆
势攀升， 科达利率先涨停， 合纵科
技、寒锐钴业大涨 7%，星源材质、
星云股份等股票跟涨。 锂电池龙头
股宁德时代低开高走， 盘中一度涨
逾 8%。 截至收盘， 宁德时代收涨
6.44%，总市值为 1674 亿元，创上
市以来新高。
实际上， 宁德时代股价近期表
现强势， 自 7 月 5 日以来累计涨幅
为 16.9%，振幅超过 20%。 盘面上，
据外媒报道， 宝马汽车将从宁德时
代采购约 40 亿欧元（
47 亿美元）的
电池， 为后者在德国建立生产基地
的计划提供基石。
不过，宁德时代 7 月 10 日晚间
发布澄清公告， 称公司仅获得宝马
相关车型的定点信， 并不代表公司
已与宝马签订对销售量有明确约束
力的协议。 该定点信表达了宝马向
公司采购动力电池产品的意向，按
相关车型预计销售量对应电池需求
量折算约 40 亿欧元，但并未明确约
定具体采购量。
但澄清公告发布后， 仍然无法
阻挡市场对宁德时代的投资热情。7
月 11 日， 宁德时代成交额为 36.95
亿元，大单净流入接近 11 亿元。
7 月 10 日晚间， 宁德时代在
互动平台回答投资者提问时表
示， 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具有较
明显的季节性特征， 但随着公司
业务规模的扩张， 季节性波动有
所平缓。 公司下半年的主营业务
收入及占比高于上半年， 主要是
因为下游新能源汽车生产也具有
季节性特征， 一般下半年是新能
源汽车产销旺季。

发布股权激励计划
消息面上， 宁德时代近期曾公
告称， 计划在欧洲建设海外生产研
发基地， 开展动力电池生产和研发
业务。据其预计，前两期项目投资金
额 2.4 亿欧元， 产品主要面向欧洲
地区销售， 目标客户为欧洲地区的
整车厂。
分析指出，宁德时代研发人员、
研发投入均远超行业其他企业。 截
至 2017 年底， 拥有研发人员 3425

人，全年研发投入 16.3 亿元，公司
核心管理与技术团队掌握材料、工
艺与设备、电池模组、BMS 及电池开
发的全产业链技术。
7 月 10 日，宁德时代发布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拟首
期授予 1700 多名中层管理及核心
骨干员工超过 2500 万股限制性股
票，授予价格为 35.15 元/股。
不过， 股权激励计 划 的 股 票
设置了与公司业绩挂钩的锁定
期，对中层管理人员的激励部分，
将在未来 5 年内， 满足业绩考核
目标后每年解禁 20%； 针对核心
员工的限售期则是 2 年内， 满足
考核目标后每年解禁 50%， 不满
足标准当年不能解除限售的股
票， 将由公司回购注销。 其中，
2018 年的营收考核目标为不低于
220 亿 元 ，2018 -2019 年 累 计 营 收
不低于 460 亿元。
消息发出后，东北证券、天风
证券、 新时代证券等多家券商发
布研究报告， 称宁德时代此次股
权激励重点在于绑定核心人才，
确保公司在动力电池领域的长期
竞争力。
东北证券分析师认为，激励计
划中的解锁业绩目标几乎没有压
力，预计宁德时代 2018 年 EPS 为
1.61 元，对应的 PE 为 44 倍。 天风
证券、 新时代证券则分别预计其
2018 年 EPS 为 1.4 元、1.45 元。
据 Wind 数据显示， 券商分析
师对宁德时代评级的一致目标价，
从 7 月 6 日的 71.4 元，调高至 7 月
11 日的 78.05 元。 其中，东北证券分
析师将其目标价调高至 85 元，此前
的目标价为 60 元。

龙头次新股走势分化
近期 A 股市场震荡加剧，一些
龙头次新股走势分化明显。 宁德时
代 5 个交易日累计涨幅 17%， 药明
康德横盘震荡， 工业富联则一路绵
绵阴跌，几近破发。
与宁德时代走势背道而驰的工
业富联， 股价自 6 月 13 日开板以
来持续下挫，累计跌幅超过 30%。 7
月 11 日，股价跌逾 4%，最新收盘
价为 16.65 元/股。 值得注意的是，
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均参与了工
业 富 联 IPO 战 略 配 售 ， 各 获 配
2178.6 万股。
消息面上，6 月 29 日， 在工业
富联 2017 年度股东大会上，董事长
陈永正表示， 美国挑起的贸易战目
前尚未对工业富联产生较大影响，
公司有充分应对贸易摩擦的能力和
对策。
同时，对于股价波动，陈永正
在股东大会上表示，受整个市场影
响股价出现波动， 这是难以避免
的。 他同时表示，二季度来，公司业
务正常进行，有信心提供比较好的
回报。
工业富联中报业绩预告显示，
今年上半年公司有望实现净利润约
为 53.8 亿元至 56 亿元， 同比增长
幅度约为 0.9%至 5.1%。
相比宁德时代和工业富联，药
明康德近期则表现得不温不火，略
有上涨。 7 月份以来，药明康德累计
涨幅为 2.69%，超过大盘。
近期药明康德正在筹划在港交
所主板上市并发行 H 股，该议案已
通过 7 月 1 日的董事会会议。 募集
资金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用于
扩大运营规模、项目投资建设、收购
兼并、 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
金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