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泰基金二月定增月报：月均浮盈超 10% 定增配置

价值仍具有明显优势 
 

文章摘要 

 

2017年 2月，市场在经历了 1月份市场的震荡走势之后，2月伴随着二线蓝

筹，消费股以及建材周期股的轮动上涨之后，整体市场迎来春季萌动，各板块

行业均出现较好涨幅。2月份上证综指，沪深 300，深证成指，中小板指以及创

业板指涨幅分别为 2.61%，1.91%，3.38%，4.48%，2.17%。分行业来看，综

合、建材、家电、轻工制造以及建筑、交运等板块涨幅居于前列。两市成交上

行，融资融券余额有所回升。 

 

 

截止 2017年 2月 28日，当月新增 50宗定增公布了董事会预案，总募资额 831.7亿，新增

预案数量及募资总额环比 2017年 1月略微下降。按融资目的进行分类，融资收购与项目融

资的规模占比均环比下降，融资收购方案新增 14宗，规模为 493.5亿，规模占比 59.3%；

项目融资新增 13宗，募资规模 204.9亿，规模占比 24.6%。从认购方式进行分类，以现金

认购的预案数新增 36 宗，合计募资 611亿；以资产认购的预案数新增 14宗，合计募资

220亿元。 

 

 

2月份，新增 20个项目获发审委审核通过，34个项目获得了证监会核准发行的

批文，两项指标环比 2017年 1月均环比下降，其中发审委审核通过的项目数量

比上月减少 23个，为 12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共有 913个处于不同进度的定

增项目，预计募集金额 19504亿元，比上月大幅减少 960亿；共有 44个项目完

成发行，较上月减少 20个，募集资金 733 亿，环比大幅减少 2554 亿，定增发

行折价率 22.4%，环比下降 12%。 

 

2017 年 2月 17日证监会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部分条文进

行修订，发布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九泰基金定增投资

中心认为，新规的出台将使定增投资全面转向深耕基本面的价值投资，未来定

增投资将转向主动管理，定增投资策略将更加丰富、多元。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2月份九泰基金参与了亿利达（002686）和亿利洁能

（600277）等定增项目，目前这两只项目浮盈均在 10%以上。欢迎投资者继续

关注九泰基金系列定增拼盘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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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A 股市场概览 

1、A股主要市场指数涨跌及估值 

在经历了 1 月份市场的震荡走势之后，2 月伴随着二线蓝筹，消费股以及建材周期股

的轮动上涨之后，整体市场迎来春季萌动，各板块行业均出现较好涨幅。2 月份上证综

指，沪深 300，深证成指，中小板指以及创业板指涨幅分别为 2.61%，1.91%，3.38%，

4.48%，2.17%。 

 
表一：一月 A 股主要市场指数涨跌及估值 

 
来源：WIND，九泰基金整理 

 

 
2、行业及概念涨跌回顾 

2 月各板块行业均出现较好涨幅，其中综合、建材、家电、轻工制造以及建筑、交运

等板块涨幅居于前列，而房地产、银行军工以及非银在 2 月的表现相对乏力，上涨幅度有

限，石油石化全月有 0.55%跌幅。 
图一：中信一级行业一月涨跌幅（%） 

 
来源：WIND，九泰基金整理 

 

 



3、两市交易及资金状况 

2 月两市成交上行，全月平均的日均两市成交额 4462亿，环比上涨 737 亿；沪深两市

全月平均的年化换手率为 211%，较上月回升 26%。 

 
图二：一月两市成交额及换手率（%） 

 
来源：WIND，九泰基金整理 

 

 

融资融券余额有所回升，2017 年 2 月底融资融券余额 9103 亿，相比上月底回升 424

亿。融资买入额在总交易额中的占比（周移动平均）亦提升至 8.2%左右。 

 

 

图三：融资融券余额与融资交易占比 

 
来源：WIND，九泰基金整理 

 

       2 月两市每周新增投资者数量显著提升，由月初 22 万人提升到月末 48 万人。另投

资者活跃度数据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还未发布新的数据，此数据仅更新到 2017 年 2

月 3 日为 9%。（投资者活跃度指标值=期间参与交易的投资者数量/期末投资者数量） 

 

图四：两市新增投资者数量及投资者活跃度 



 
来源：WIND，九泰基金整理 

 

 
二、定增市场数据深度分析 

1、再融资新规出台，定增规则发生改变 

2 月 17 日证监会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部分条文进行修订，发布

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 

第一，突出市场化定价机制的约束作用，取消了将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日作为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定价基准日的规定，今后定价基准日只能是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发行期的首日。2014 年以来的 2167 次定增案例中有 1983 次是以董事会决议

日为定价基准日，占比高达 91.5%；仅有 168 次是以发行期首日作为定价基准日，占比

7.8%。 

第二，上市公司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拟发行的股份数量不得超过本次发行前总股

本的 20%。2014 年以来的 2167 次定增预案中，有 751 次的定增融资规模超过了总股本

的 20%，占比达到 35%。 

第三，上市公司申请增发、配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距离前

次募集资金到位日原则上不得少于 18 个月。前次募集资金包括首发、增发、配股、非公

开发行股票。发行可转债、优先股和创业板小额快速融资的不受此期限限制。 

第四，上市公司申请再融资时，除金融类企业外，原则上最近一期末不得存在持有金

额较大、期限较长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款项、委托理财等

财务性投资的情形。 

新规规定仅作用于非公开募集资金、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过程中的配套募集资金的情

况，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重大资产重组项目不受此限制。为了实现规则平稳过渡，监管部

门新受理的再融资申请将即予执行，已经受理的则不受影响。此举重在规范上市公司过度

融资倾向、规范定价机制选择且改善再融资结构，引导资本市场脱虚向实，但短期内对非

公开发行新增规模将造成压缩。 



 
2、新增预案及审核结果 

 新增预案数及新增募资规模环比略微下降 

截止 2017 年 2 月 28 日，当月新增 50 宗定增公布了董事会预案，总募资额 831.7

亿，新增预案数量及募资总额环比 2017 年 1 月略微下降。 
 

图五：新增董事会预案数量与新增募集资金 

 

2 月新增的项目中，按融资目的进行分类，融资收购与项目融资的规模占比均环比下

降，融资收购方案新增 14 宗，规模为 493.5 亿，规模占比 59.3%；项目融资新增 13 宗，

募资规模 204.9 亿，规模占比 24.6%。本月补充流动资金规模占比为至 16%，无新增的壳

资源重组及实际控制人资产注入方案。 

（统计方式：数量上，将融资收购和配套融资视为一次融资收购方案；规模上，将融资收购规模和

配套融资相加得到融资收购发生的总规模。二者均会去掉壳资源重组及实际控制人资产注入所附带的配套

融资。） 

从认购方式进行分类，以现金认购的预案数新增 36 宗，合计募资 611 亿；以资产认

购的预案数新增 14 宗，合计募资 220 亿元。 

 

图六：新增定增方案中融资收购与项目融资状况对比 



 
来源：WIND,九泰基金整理 

 

 发审委审核通过及证监会通过项目数量环比下降 

2 月，新增 20 个项目获发审委审核通过，34 个项目获得了证监会核准发行的批文，

两项指标环比 2017 年 1 月均环比下降，其中发审委审核通过的项目数量比上月减少 23

个，为 12 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图七：发审委与证监会的项目数 

 
来源：WIND,九泰基金整理 

 
3、存量定增市场 

 总存量募资规模与现金认购的 1 年期存量募资规模环比持续减少  



截止 2017 年 2 月 28 日，剔除上市公司停止实施、股东大会未通过、发审委未通过

等项目，目前共有 913 个处于不同进度的定增项目，预计募集金额 19504 亿元，比上月大

幅减少 960 亿；其中以现金方式认购的 1 年期定增存量数目有 359 个，募资规模 7172

亿，比上月大幅减少 1775 亿。 

 

图八：总存量募资规模与项目数量统计 

 

 

图九：现金认购的一年期存量统计 

 

来源：WIND，九泰基金整理 

 

 存量获批规模环比减少 



截止 2017 年 2 月 28 日，取得证监会批文的存量项目共 127 个，募资金额 2280 亿

元，存量项目数量减少 10 个，但是募资总额比上月减少 53 亿，连创新低。其中以现金方

式认购的 1 年期定增存量获批项目共 51 个，募资金额 971 亿，环比减少 234 亿。 

 
4、定增发行情况 

 二月定增发行总规模环比大幅减少 

以增发公告日计，2017 年 2 月份共有 44 个项目完成发行，较上月减少 20 个，募集

资金 733 亿，环比大幅减少 2554 亿，项目募资总额均较小。其中 1 年期定增发行 28

个，募资额 411 亿；3 年期定增发行 15 个，募资额 312 亿，二者募资规模均大幅下降。 

 

图十：定增发行情况 

 

来源：WIND，九泰基金整理 

 

 二月发行折价率环比下降 

2 月定增发行折价率 22.4%，环比下降 12.0pct；其中 1 年期发行折价率 13.7%，较

上月下降 20.4pct，3 年期发行折价率 34.6%，与上月基本持平。以现金方式认购的 1 年期

定增折价率为 6.2%，环比下降 2.7pct。 

 

表二：本月一年期发行折价率前十的项目 



 

 

 

表三：本月三年期发行折价率前十的项目 

 

来源：WIND，九泰基金整理 

 

 

图十一：以现金方式认购的 1 年期定增募资额及折价率 



 

 

 

图十二：一年期定增募资额及折价率 

 

图十三：三年期定增募资额及折价率 

 

来源：WIND，九泰基金整理 

 
5、定增解禁情况 



 二月解禁综述 

2017 年 2 月份共有 32 个定增解禁，共解禁市值 648.8 亿，解禁项目数量和规模均环

比大幅减少。解禁项目中，4 个项目限售期为三年，27 个项目限售期为一年，同时，本月

发行的创业板项目鼎龙股份的发行价高于前一交易日的交易均价，无限售安排。 

 

表四：本月解禁收益率排名前十的项目 

 

来源：WIND，九泰基金整理 

 

 二月解禁收益率环比下降 

2017 年 2 月份所有定增项目综合解禁收益率为 29.8%，环比上月下降 4.5pct；以现

金方式认购的 1 年期定增解禁收益率为-4.0%，环比回落 4.3pct，再次跌至 0 以下。 

 

图十四：定增综合解禁市值与收益率 

 

 

图十五：一年期现金认购定增的解禁市值与收益率 



 

来源：WIND，九泰基金整理 

 

 
三、本月关注组合 

从基本面分析和预案折价率等多个维度出发，本月关注组合为东方精工、山东路桥、

福鞍股份、银轮股份、新澳股份、太阳纸业、惠博普、九阳股份、宁波高发、太安堂、富

春环保、桃李面包及顺网科技。 
 

表五：本月关注组合 

 
来源：WIND，九泰基金整理 

 

 
四、定增牛九泰基金二月公司动态 



证监会于 2017 年 2 月 17 日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进行了修订，

并同时发布了《发行监管问答-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此次再融资

新规针对部分上市公司存在过度融资倾向、非公开发行定价机制选择存在较大的套利空

间、再融资品种结构失衡等现象，意在规范上市公司的再融资行为。新规的落实将引导社

会资金“脱虚向实”，构建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长效机制,再融资制度的完善也将对二级

市场构成中长期利好。 

 

作为业内领先的投资机构，九泰基金定增投资中心从未来定增市场的发展和定增投资

策略的变化两个方面做了分析。从对未来定增市场的影响来看，该新规对 2017 年竞价定

增市场影响有限，规模预期仍将维持在 6000 至 7000 亿，折价预期维持在 5%。但三年期

锁价发行面临萎缩，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规模预期将上升，好的公司将

更容易定增融资。 

 

未来的定增投资策略也会发生变化，投资机构应该从获取折价率收益转为深耕基

本面做好价值投资，以主动管理为主，定增投资策略将更加丰富、多元。 
 

在此之前，九泰基金定增投资中心陆续推出了洛阳钼业（603993）、拓普集团

（601689）、首航节能（002665）、晨鸣纸业（000488）、亨通光电（600487）、东山

精密（002384）、鼎泰新材（002352）、东方精工（002611）、山东路桥（000498）、

中国电建（601669）、胜宏科技（300476）、绿盟科技（300369）、泸州老窖

（000568）等项目的定增拼盘介绍，引起了市场的积极反响。 

 

业绩是对投资者最好的回报，也是对公司品牌最好的宣传。根据九泰锐智基金 2016

年四季报显示，截止到 2016 年 12月 31 日九泰锐智基金净值为 1.164元。据 WIND 统

计，该只基金自成立以来，截止到 2017年 2月 13 日，基金份额净值累计增长率为

3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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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九泰锐智基金 2016 年四季报 

文章来源：九泰基金定增投资中心 

 



 

 

风险提示 

基金不同于银行储蓄和债券等能够提供固定收益预期的金融工具，投资人购买基金，既可能按其持有份额分享基金投资所产生

的收益，也可能承担基金投资所带来的损失。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基金的过

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本月报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已经公开的信息，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对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

证，也不保证本公司基于上述信息做出的建议在未来不发生修正。 

本月报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发布本资讯当日的判断，本月报所载的基金的净值等数据可能会不时波动。本

月报所载的资料、工具、意见及推测只供参考使用，并非作为或被视为出售基金的要约；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不对本月报的

使用人基于本资讯观点和信息进行的投资所引致的任何损益承担任何责任。 

本公司可能已经或即将对本月报涉及的相关证券进行交易。本公司的关联机构或个人可能在本月报发布前已经使用或了解其中

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