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3投资2017年3月16日星期四
责任编辑吴炜 美术编辑陆轶

联系我们 qnbcjb@163.com

■资讯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时隔半年后，可转
换公司债券发行再度重启，光大
银行本周五将发行人民币300亿
元可转债，市场重新将眼光投向
可转债这一投资品种，300亿元的
规模对市场资金面会否带来冲
击？令不少投资者有些担忧。

冻结资金上千亿元
个人投资者如何参与可转

债投资呢？一般有三个方式，包
括老股东配售、一级市场申购和
二级市场配置。

本次发行的光大转债实行
老股东配售优先配售，优先配售
后余额部分（含老股东放弃优先
配售的部分），采用网上向社会
公众投资者发售与网下对机构
投资者配售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老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光
大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
（3月16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
股份数，按每股配售0.753元面
值可转债的比例计算可配售可
转债的金额，并按1000元/手的
比例转换为手数，每 1 手（10
张）为一个申购单位，即每股配
售0.000753手可转债。

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可以
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参加网上
申购，每个账户最小认购单位为
1手，每个账户申购上限为60万
手，超出部分为无效申购。当有
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最终确定
的网上发行数量时，采取摇号抽
签方式确定发售结果。

据悉，光大银行本周五发行
人民币300亿元可转债，每张面
值为人民币100元，共计3亿张、
3000万手。光大银行披露，本次
发行的可转债期限为自发行之日
起六年，即自2017年3月17日至
2023年3月16日，票面利率为第
一年0.2%、第二年0.5%、第三年
1%、第四年1.5%、第五年1.8%、第
六年2%。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
期满后5个交易日内，发行人将
以本次发行可转债票面面值
105%（含最后一期年度利息）的
价格向投资者兑付全部未转股的
可转债。光大转债募集资金将用
来支持未来业务发展，在转股后
可按照相关要求补充核心一级资

本，初始转股价4.36元/股。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时间安

排，光大银行将在本月31日披露
2016年度年报。兴业证券表示，
赶在年报披露前发行可转债，既
能避免利润分配因素推迟发行，
同时也能压低转股价格，有利于
促转股，季末前资金解冻，对资金
面的影响也降到较低的水平。

可转债扩容或开启
过去，由于非公开增发的快

速发展，可转债的作用逐渐被边
缘化。可转债作为一种股债结
合的品种，相对于其他融资渠道
有着独特优势，包括溢价发行，
融资成本低等。

此前证监会宣布对非公开
发行股票规则进行修订，规定再
融资必须间隔（包括首发、增发、
配股、定增）18个月，但发行可
转债、优先股不受此限制。此次
加速放行上市公司发行可转债
申请的批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
解读为对该修订的一种延续，机
构认为，政策层面上，可转债融
资已经得到监管部门的积极支
持，未来审批速度有望加快，新

一轮可转债扩容大幕已经开
启。除了光大银行，目前还有多
家公司正在等待批复中。

机构分析称，目前的可转债
市场处于厚积阶段，供给未来会
加速，短期内大盘可转债的发
行，对二级市场可转债的估值或
有所冲击，但由于目前可转债的
估值并不高，整体接近历史均值
水平，短期供给增加对市场冲击
有限。以长远眼光看，可转债市
场规模小、成交低迷，供给的扩
大将有助于提升市场流动性丰
富投资品种，吸引更多资金，总
体有利于可转债市场的发展。

尽管光大银行本周五启动
可转债发行，不过兴业证券认
为，并不意味着供给因素已经落
地，还需要看后续审批和核准的
节奏如何，是不是会明显加快，
以及企业发行意愿是否会明显
增强。待这些信息逐步落地后，
供给的情况才会预期充分。而
光大银行可转债上市后，或成为
市场新的基准，如果整体表现略
好，那么不排除市场由担忧供给
转向乐观，届时市场反而有机会
迎来上涨的可能。

青年报见习记者 洪伟

本报讯 就在近几个月纸浆
不断上涨的情况下，上海期货
交易所纸浆期货的立项申请获
得中国证监会批复同意。中国
是世界第一造纸大国，也是全
球第一大纸浆净进口国。开发
上市纸浆期货将有助于我国纸
浆产业链企业运用期货市场的
风险管理工具规避经营风险，
使期货市场更好地为实体经济
服务。

在现货市场，纸浆近几个月
呈现上涨趋势，对于以纸浆为原
料的造纸行业来说，原来的大幅
波动将成为经营的一大风险。
据港口数据统计，2月末青岛港
纸浆总库存约46.8万吨，环比
增加47%，同比增加30%；常熟港
纸浆总库存约40万吨，环比增
加19%，同比减少11%。从价格
看，3月国际阔叶浆、针叶浆上
涨 30 美元/吨。2 月 7 日至 28
日，国内阔叶浆从4781元/吨涨
至5124元/吨，涨幅约7.17%，针

叶浆从4891元/吨涨至5208元/
吨，涨幅6.48%。

而在成品价格上。从2016
年10月至2017年3月，铜版纸
从 4800 元/吨涨到 6400 元/吨，
胶版纸从 5300 元/吨涨到 6500
元/吨，白卡纸从5000元/吨涨到
6600元/吨，瓦楞纸从3000元/吨
涨到4600元/吨，低端复印纸从
5600 元/吨涨到了 6500 元/吨。
据了解，今年纸浆涨价的部分原
因是因为环保趋严，导致产能有
所被削弱。

由于造纸工业是国民经济
重要基础原材料产业之一，我国
造纸产量和消费量目前均排在
世界第一位，而纸浆是造纸工
业的重要原材料，近年来我国
已成为第一大纸浆净进口国。
因此，为了助推纸浆市场的长期
稳定发展，适时推出纸浆期货，
发挥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和套
期保值功能，对填补我国纸浆期
货品种的空白，为相关产业企业
提供套期保值工具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上期所纸浆期货立项获批
造纸行业迎来风险对冲工具

青年报见习记者 洪伟

本报讯 今年以来，大部分
沪港深主题基金凭借业绩“一骑
绝尘”，成为爆款产品，然而业绩
分化却日趋明显。截至昨日，近
三个月来超过八成以上沪港深
基金取得可观的正收益，但仍有
近两成产品业绩大幅下跌。对
此，分析人士指出，沪港深基金
业绩大分化与持仓风格有很大
关系，部分产品只是挂名沪港
深，却没有持仓港股，因此错失
一波上涨机遇。

沪港深主题基金业绩差异大
自从深港通开通以来，内地

市场对港股的投资热情不断高
涨，基金公司也都争相踊跃发行
沪港深主题基金。据东方财富
Choice数据显示，目前市场上以
沪港深命名的主题基金多达56
只。但就在这56只基金中，近
六个月的市场表现却呈现两边
倒的局面。

从近六个月的时间来看，统
计数据显示，目前市场上56只
沪港深主题基金中，超过8成取
得了正收益。其中，创金沪港深
精选混合、嘉实沪港深精选股票
和东方红沪港深混合，阶段涨幅
分 别 高 达 19.29% 、16.43% 和
12.33%。

但有意思的是，仍有近两成
沪港深基金业绩大幅落后。具
体到单只基金，短短六个月内，
宝盈医疗健康沪港深股票、宝盈
国家安全沪港深股票和国富沪
港深成长精选股票，近六个月的

收益分别为-5.08%、-3.84%和-
3.30%，这些基金不仅没能抓住
港股上涨机会，更是严重跑输恒
生指数。

部分沪港深基金“名不符实”
可以看出，虽然名称都挂着

“沪港深”，但业绩表现却截然相
反。究其原因，基金选择的品种
成为季度表现差异的最主要因
素。

记者梳理发现，尽管沪港
深基金被冠以投资港股市场的
名号，但不少沪港深基金也有

“挂羊头卖狗肉”之嫌，虽然有
56只基金名字带有“沪港深”字
样，但有不少沪港深基金仍然
是以投资A股市场为主。而港
股与A股持有的比例不同是造
成沪港深基金业绩分化的原因
之一，落后的几只基金中有些
只是“挂名”沪港深，并没有太
多港股仓位。

从年报的数据来看，宝盈国
家安全战略沪港深的前十大重
仓股全部是 A 股，没有一只港
股。此外，大摩沪港深新价值、
融通沪港深智慧生活等基金在
去年四季报公布的重仓股中也
均没有出现港股配置。同时，同
一家基金公司旗下不同沪港深
产品也可能出现不同的港股配
置，如前海开源沪港深核心资源
并未配置港股。一位沪港深基
金的基金经理提醒指出，“其实
沪港深基金的差异是非常大的，
一只基金的重仓股里面，有的买
了一半以上的港股，有的可能就
买一两只港股

沪港深基金业绩差异大
投资者可选指数型产品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昨天，70多万人次
在围观一项网上的股权拍卖，上
午10点起，雷士照明创始人吴
长江所持1.3亿股进入第二次
拍卖，已经有神秘人缴纳数千万
保证金，目前分开的两个拍卖标
各有一人报名，各有一次出价，
不清楚是否为同一人，一旦成交
将会创下淘宝“闲鱼拍卖”最大
的个人资产拍卖纪录。

据悉，雷士照明创始人吴长
江用于偿债的这部分德豪润达
股权高达1.3亿股，上月被分作
两个拍卖标的，按每股 6 元定

价，起拍价分别为4.33亿元和
3.47 亿元，共计 7.8 亿元人民
币。网上拍卖上月流拍后，广
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昨
天再次启动拍卖程序，起拍价
打折，1.3 亿股仍被分成两个
标，分别为 7222 万股和 5778
万股，每股起拍价为 5.7元，是
上一次设定价格6元的95%，起
拍价随之有所下调，分别为
4.117亿元和3.293亿元，共计
7.41亿元。

两个拍卖标的报名竞拍者
需要缴纳的保证金分别为2058
万元及1647万元。按照规定，
拍卖竞价前淘宝系统将锁定竞

买人支付宝账户内的资金作为
应缴的保证金，拍卖结束后未能
竞得者的保证金自动释放，锁定
期间不计利息。标的物竞得者
原锁定的保证金自动转入法院
指定账户，拍卖余款通过银行转
账在3月26日前缴入法院指定
账户.如果本次拍卖流拍，依照
法律规定，申请执行人有权向法
院申请以物抵债。

淘宝“闲鱼拍卖”的流程是
先报名交保证金再出价，这场拍
卖将会在今天上午10时结束，
倘若有同一人将两个拍品同时
收入囊中，则将取代吴长江成为
德豪润达第二大股东。

吴长江7亿多股权再次拍卖
两个拍卖标各有一次出价

光大银行发300亿元可转债

对市场资金面是否会带来冲击？

光大银行本周五启动可转债发行。 青年报记者 蒋宝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