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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_Summary] 报告摘要 

二级市场：权益转债指数均上涨，个券涨多跌少 

本周权益市场先涨后跌，整体收涨。节奏上看，前三天市场持续

上扬，属于对上周下跌的反弹，周四，茅台降价的消息导致白酒

股下跌，指数下挫；周五市场继续弱势。从板块看，除科创板下

跌外其余板块均有所上涨。本周中证转债指数较权益指数更为强

势，后两日并没有下跌，周五还收出大阳线，一周上涨 1.20%。

成交量方面，本周成交共 3151亿，较上周的 3574亿元继续下跌，

呈现缩量上涨的局面。个券方面，268只个券上涨，5只收平，110

只下跌，整体涨多跌少。 

一级市场：新上市 3只标的，隆华、帝尔与富瀚微 

本周新上市 3 只转债：隆华转债、富翰转债与帝尔转债，分别为

7.99 亿、5.81 亿与 8.40 亿,合计 22.2 亿。三者上市首周表现均

很好，涨幅全市场排名靠前。本周并没有公司发布发行公告，但

上周发布公告的晨丰转债已经在本周网上发售并公布中签结果。 

股性标的估值提升，债性标的债底保护更弱，高价券数量与

占比提升 

本周有 183个标的具有股性，较上周增加 10个，而且平均转股溢

价率为 10.97%，较上周的 10.07%略有提升。所有转债的平均到期

收益率为-3.5%，是负的收益。另外具有债性的 201只转债平均纯

债溢价率为 24.73%，较上周的 23.39%有所提升，债底保护更弱。

从转债绝对价格看，高价券数量与占比继续提升，超过低价券 9

个百分点。 

后市展望:周期转债仍然可期 

周期涨价行业利润高增长，贡献 72%工业利润增量，因此我们继

续推荐周期转债，具体标的如下：金能转债、本钢转债、嘉元转

债、鼎胜转债、金力转债、中矿转债、盛虹转债、震安转债、利

尔转债、彤程转债、星源转 2与恩捷转债。 

风险提示 

正股业绩表现不及预期，宏观经济增速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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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级市场：权益转债指数均上涨，个券涨多跌少 

（一）权益放量上涨，周期领涨 

本周权益市场先涨后跌，整体收涨。节奏上看，前三天市场持续上扬，属于对

上周下跌的反弹，周四，茅台降价的消息导致白酒股下跌，指数下挫；周五市场继

续弱势。从板块看，除科创板下跌外其余板块均有所上涨。中证 500涨幅最大，周

涨幅 3.76%。成交金额方面，量能明显反弹，日均成交达到 1.35 万亿，而上周为

1.24万亿。 

 

图表 1：各板块涨跌幅  图表 2：两市成交金额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申万一级行业中，大部分行业上涨，仅 6个行业下跌，且涨跌幅不对称，涨幅

最高的达 12.2%，跌幅最大的近 3.4%。涨幅靠前的仍然是周期如采掘、有色、电气、

钢铁与化工，它们周涨幅均达到 5%以上。跌幅靠前的则是家电、通信、地产与银

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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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申万一级涨幅居前的行业  图表 4：申万一级跌幅居前的行业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二）可转债指数缩量上涨，个券涨多跌少 

本周中证转债指数较权益指数更为强势，后两日并没有下跌，周五还收出大阳

线，一周上涨 1.20%。成交量方面，本周成交共 3151亿，较上周的 3574亿元继续

下跌，呈现缩量上涨的局面。 

 

图表 5：上证转债指数走势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个券方面，268 只个券上涨，5 只收平，110 只下跌，整体涨多跌少。涨幅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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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公募转债个券主要是新上市的隆华转债、富翰转债与帝尔转债，闻泰转债也是

上周上市才 1日的次新标的。 

光华转债、华自转债与盛屯转债则是典型的存量标的，周涨幅在 30%以上。光

华转债 9月7日强制赎回，最后的疯狂上涨不够理性。华自转债作为公共事业标的，

中报表现亮眼，布局光伏、风电、储能领域，踏上新能源赛道，涨势较大。盛屯转

债作为钴标的，8月 28日不提前赎回公告到期，转债上演最后的疯狂。 

跌幅靠前的转债有长信转债、久吾转债与百川转债，周跌幅在 10%以上。长信

科技半年报公布，利润同比下滑股价大跌。久吾高科同样因为半年报业绩同比下滑

而股价调整。 

 

图表 6：涨幅靠前的个券  图表 7：跌幅靠前的个券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二、一级市场：新上市 3 只标的，隆华、帝尔与富瀚微  

（一）本周新上市 3 只标的，隆华、帝尔与富瀚微。  

本周新上市 3只转债：隆华转债、富翰转债与帝尔转债，分别为 7.99亿、5.81

亿与 8.40亿,合计 22.2亿。三者上市首周表现均很好，涨幅全市场排名靠前。 

隆华科技主营节能环保，但是布局电子新材料与高分子复合材料，三者营收占

比分别为 55%、20%与 24%，且后两项业务高速发展，被市场看好，上市首周上涨近

90%。帝尔激光主营太阳能电池激光加工设备，踏上新能源赛道，被市场追捧，上

市首周涨幅也达到 45%。富瀚微作为安防芯片龙头，同样被市场欢迎，上市首周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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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 56%。 

 

图表 8：本周上市可转债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转债价格 
正股代码 正股代码 

申万行业

一级 

发行金额

(万元) 

转股溢价

率 

123120.SZ 隆华转债   189.00  隆华科技 300263.SZ 公用事业     79,893      5.82  

123121.SZ 帝尔转债   145.00  帝尔激光 300776.SZ 机械设备     84,000     52.44  

123122.SZ 富瀚转债   156.43  富瀚微 300613.SZ 电子     58,119     18.65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二）本周发行 0只转债 

本周并没有公司发布发行公告，但上周发布公告的晨丰转债已经在本周网上发

售并公布中签结果。 

 

图表 9：本周发行可转债 

发行 

公告日 
债券代码 

债券 

简称 
正股 

代码 正股 

发行规模

(亿元) 
申万

行业 

正股市

值(亿

元) 

2021-08-19 113628.SH 晨丰转债 603685.SH 晨丰科技      4.15  电子 24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三、股性标的估值提升，债性标的债底保护更弱，高价券

数量与占比提升 

（一）股性标的数量增多，转股溢价率略有提升 

本周有 183个标的具有股性，较上周增加 10个，而且平均转股溢价率为 10.97%，

较上周的 10.07%略有提升。目前 383 只转债里有 90 只转债正股价大于转股价 30%

以上，且有 74只已经进入转股期具有触发强赎的可能，占所有转债数量比例为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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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0：转股溢价率与股性散点图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二）到期收益率平均为负，纯债溢价率提升，债底保护更弱 

1 年期 AA 产业债的到期收益率为 5.6%，而目前转债中仅 2 只转债的到期收益

率高于此水平：亚药转债与花王转债。而且，所有转债的平均到期收益率为-3.5%，

是负的收益。另外具有债性的 201只转债平均纯债溢价率为 24.73%，较上周的 23.39%

有所提升，债底保护更弱。 

 

图表 11：纯债到期收益率居前的个券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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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价券数量与占比继续提升，超过低价券 9个百分点 

转债绝对价格看，100 以下的低价个券只有 10 个，占比 3%；110 至 100 之间

的低价券有 86个，占比 22%，合计 25%，低价券占比以及数量均有所下降。而 130

以上的高价券达到 131个，占比 34%，较上周有所提升。尤其是 150以上的超高价

个券也有 85个，较上周提升 12个。 

 

图表 12：转债价格区间统计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四、后市展望：周期转债可期 

（一）周期涨价行业利润高增长，贡献 72%工业利润增量 

7月工业企业利润总额近两年几何同比增速为 20.2%，较上月下降 0.4%，连续

6个月下降。但绝对增速仍然很高，疫情前的 2019年底同比增速为负。 

分行业看，制造业持续下滑，采矿业持续提升，电热水低位运行且下降，三者

7月几何增速分别为 22.2%、19.5%与 1.0%。采矿业中煤炭与油气增速都是提升的，

尤其是煤炭行业表现较好，7 月为 23.8%，较上月提升 2.5 个百分点；油气则由负

转正，由-2.3%变为 1.1%。电热水中电热增速跌幅扩大，由-0.5%变为-3.2%。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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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里，利润增量占比较大的包括化学原料、石油加工、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医药

与 TMT，合计占了 72.3%，6个行业利润总额几何平均增速均在 35%以上，可见大宗

涨价对相关行业的影响偏积极，主要是因为他们对出厂价格的传导很有效。而医药

与 TMT的高利润则是疫情以及国产替代化带来的机遇。不过也需要注意，除了医药

与化学原料，其他 4个行业几何增速较 6月是有所下滑的。 

（二）继续推荐周期转债 

由于工业企业盈利仍然较好，我们推荐煤炭、钢铁、化学原料、石油加工与有

色等周期涨价行业标的，具体标的如下：金能转债、本钢转债、嘉元转债、鼎胜转

债、金力转债、中矿转债、盛虹转债、震安转债、利尔转债、彤程转债、星源转 2

与恩捷转债。 

 

七、风险提示 

正股业绩表现不及预期，宏观经济增速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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