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泰基金 5 月定增月报：项目发行折价率明显提高 获批存量项目今年

以来首次回升 

 
文章摘要 

 

2017 年 5 月，市场整体大幅分化，板块方面，蓝筹股表现远好于中小创个

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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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1.54%，-3.61%，-2.94%，-4.70%。分行业来看，银行、非银金

融涨幅居前，农林牧渔、综合和国防军工跌幅较大。少部分行业取得正收益，

大部分行业跑输沪深 300 指数。 

 

截止 2017 年 5 月 31 日，当月新增 48 宗定增公布了董事会预案，总募资额

1690.8 亿，新增预案数量基本持平，新增预案募资总额环比 2017 年 4 月有一

定程度上升。5 月新增的项目中，按融资目的进行分类，融资收购数量与上周

基本持平，但融资规模大幅上升，项目融资的数量及规模均环比下降，融资收

购方案新增 17 宗，规模为 1072.5 亿，规模占比 63.4%；项目融资新增 14

宗，募资规模 498.3 亿，规模占比 29.5%。从认购方式进行分类，以现金认购

的预案数新增 33 宗，合计募资 872.49 亿；以资产认购的预案数新增 14 宗，

合计募资 777.39 亿元。 

 

5 月，新增 26 个项目获发审委审核通过，37 个项目获得了证监会核准发行的批文，其中

发审委审核通过的项目数量比上月减少 8 个，证监会核准发行的项目数比上月减少 3 个。 

 



存量定增：总存量募资规模及现金认购的 1 年期存量募资规模环比略微上升。截止 2017

年 5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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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7 个处于不同进度的定增项目，预计募集金额 18252.2 亿元，数量与规模相比上月略

微上升；其中以现金方式认购的 1 年期定增存量数目有 430 个，募资规模 8085.6 亿，与

上月基本持平。取得证监会批文的存量项目共 106 个，募资金额 1742.2 亿元，存量项目

数量增加 14 个，募资总额比上月增加 130 亿，为今年以来首次回升。其中以现金方式认

购的 1 年期定增存量获批项目共 53 个，募资金额 795.8 亿，环比增加 97.3 亿。 

 

5 月定增公告发行总规模环比大幅下降，发行折价率有明显上升。以增发公告日计，2017

年 5 月份共有 22 个项目完成发行，较上月减少 22 个，募集资金 337.6 亿，环比减少 601

亿，为 2016 年以来最低水平。其中 1 年期定增发行 11 个，募资额 187.1 亿；3 年期定增

发行 11 个，募资额 150.4 亿，二者募资规模均大幅下降。5 月定增发行折价率 15.3%，

环比上升 4.6%；其中 1 年期发行折价率 13.1%，较上月上升 7.3%，3 年期发行折价率

18.0%，较上月上升 4.4%。以现金方式认购的 1 年期定增折价率为 10.4%，环比上升

3.7%。 

 

5 月解禁规模及解禁收益率环比下降。5 月份共有 50 个定增解禁，共解禁市值 845 亿，

解禁规模环比大幅下降。综合解禁收益率为 11.6%，环比下降 8%；以现金方式认购的 1

年期定增解禁收益率为 1.4%，环比大幅下降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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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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份市场整体大幅分化，蓝筹股表现远好于中小创个股。一季度经济确认高点，流动性

收紧以及监管趋严延续，市场整体风险偏好不高，抱团上证 50 等蓝筹股迹象较为明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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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1.54，-

3.61，-2.94，-4.70。 

 
 

表一：五月 A 股主要市场指数涨跌及估值 

 
来源：WIND，九泰基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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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及概念涨跌回顾 

 



5 月银行、非银金融涨幅居前，农林牧渔、综合和国防军工跌幅较大。行业层面，少部分

行业取得正收益，大部分行业跑输沪深 300 指数，表现较好的行业是银行（5.88%）、非

银金融（4.13%）、家电（1.60%）和食品饮料（1.57%）；表现较差的行业是国防军工

（-14.71%）、农林牧渔（-8.36%）和综合（-8.29%）。 

 

图一：中信一级行业五月涨跌幅（%） 

 
来源：WIND，九泰基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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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市交易及资金状况 

 

 
 

5 月两市成交略微上行，全月平均的日均两市成交额 4039 亿，环比下降 1053 亿；沪深两

市全月平均的年化换手率为 196%，比上月上升 53 个百分点。 

 
 

图二：五月两市成交额及换手率（%） 



 

来源：WIND，九泰基金整理 

 

 

融资融券余额有所下降，2017 年 5 月底融资融券余额 8696 亿，相比上月底下降了 396

亿。融资买入额在总交易额中的占比（周移动平均）下降 0.4 个百分点至 8.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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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定增市场数据深度分析 

1 

新增预案及审核结果 

 

新增预案数较上月基本持平，新增预案募资规模环比上升 

截止 2017 年 5 月 31 日，当月新增 48 宗定增公布了董事会预案，总募资额 1690.8 亿，

新增预案数量基本持平，募资总额环比 2017 年 4 月有一定程度上升。 

 

图四：新增董事会预案数量与新增募集资金 

 

来源：WIND，九泰基金整理 

5 月新增的项目中，按融资目的进行分类，融资收购数量与上周基本持平，但融资规模大

幅上升，项目融资的数量及规模均环比下降，融资收购方案新增 17 宗，规模为 1072.5

亿，规模占比 63.4%；项目融资新增 14 宗，募资规模 498.3 亿，规模占比 29.5%。另

外，本月还新增补充流动资金 1 宗，无新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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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宗，合计募资 872.49 亿；以资产认购

的预案数新增 14 宗，合计募资 777.39 亿元。 

 

图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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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 

5 月，新增 26 个项目获发审委审核通过，37 个项目获得了证监会核准发行的批文，其中

发审委审核通过的项目数量比上月减少 8 个，证监会核准发行的项目数比上月减少 3 个。 

 

图六：发审委与证监会的项目数 



 

来源：WIND，九泰基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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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量定增市场 

 

总存量募资规模及现金认购的 1 年期存量募资规模环比略微上升 

截止 2017 年 5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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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7 个处于不同进度的定增项目，预计募集金额 18252.2 亿元，数量与规模

相比上月略微上升；其中以现金方式认购的 1 年期定增存量数目有 430 个，募资规模

8085.6 亿，与上月基本持平。 

 

图七：总存量募资规模与项目数量统计 



来源：WIND，九泰基金整理 

 

图八：现金认购的一年期存量统计 

 

来源：WIND，九泰基金整理 

 

存量已获得批文项目规模今年以来首次回升 



截止 2017 年 5 月 31 日，取得证监会批文的存量项目共 106 个，募资金额 1742.2 亿元，

存量项目数量增加 14 个，募资总额比上月增加 130 亿，为今年以来首次回升。其中以现

金方式认购的 1 年期定增获批存量项目共 53 个，募资金额 795.8 亿，环比增加 97.3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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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增发行情况 

 

五月定增发行总规模环比大幅下降 

以增发公告日计，2017 年 5 月份共有 22 个项目完成发行，较上月减少 22 个，募集资金

337.6 亿，环比减少 601 亿，为 2016 年以来最低水平。其中 1 年期定增发行 11 个，募

资额 187.1 亿；3 年期定增发行 11 个，募资额 150.4 亿，二者募资规模均大幅下降。 

 

图九：定增发行情况 

 

来源：WIND，九泰基金整理 

 

五月发行折价率有明显上升 



5 月定增发行折价率 15.3%，环比上升 4.6%；其中 1 年期发行折价率 13.1%，较上月上

升 7.3%，3 年期发行折价率 18.0%，较上月上升 4.4%。以现金方式认购的 1 年期定增折

价率为 10.4%，环比上升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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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图表来源：WIND，九泰基金整理 

 

 

图十：以现金方式认购的 1年期定增募资额及折价率 

 

 

 

图十一：一年期定增募资额及折价率 



 

 

图十二：三年期定增募资额及折价率 

 

以上图表来源：WIND，九泰基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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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增解禁情况 

 

五月解禁规模环比下降 



2017 年 5 月份共有 50 个定增解禁，共解禁市值 845 亿，解禁规模环比大幅下降。解禁

项目中，10 个项目限售期为三年，39 个项目限售期为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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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解禁收益率环比下降 

2017 年 5 月份所有定增项目综合解禁收益率为 11.6%，环比下降 8%；以现金方式认购的

1 年期定增解禁收益率为 1.4%，环比大幅下降 2.9%。 

 

图十三：定增综合解禁市值与收益率 



 

 

图十四：一年期现金认购定增的解禁市值与收益率 

 

以上图表来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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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关注组合为晨鸣纸业、山东路桥、亨通

光电、泸州老窖、新澳股份、洛阳钼业、宁波高发、顺络电子、四川路桥及紫金矿业。 

 

表五：本月关注组合 

 
来源：WIND，九泰基金整理 

 
四、定增牛九泰基金五月公司动态 

2017 年 5 月 27 日，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简称减

持新规），九泰基金定增投资中心认为，减持新规的出台，使得短期定增投资面临巨大投

资机遇，定增市场或将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预计未来定增项目折价率将大幅提

升。 

 

 

证监会的政策措施目标明确，意在消除定增市场长期存在的短期投机性、套利性机会，引

导投资者回归长期投资、价值投资，实现资本市场的自我净化与自我修复能力。针对监管



部门的政策导向，九泰及时调整投资理念与思路，新的政策对于九泰基金这样始终注重价

值投资的定增机构来说无疑是一个机遇。 

 

 

未来的定增投资将更加依托于公司基本面与内生增长能力，更加注重企业中长期竞争格局

与核心竞争优势，选取真正具备长期投资价值的公司进行投资，实现中长期相对稳健的回

报。 

 

 
九泰基金定增牛在定增投资领域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获得了市场一致好评。对于九泰基

金这样拥有综合投资集团背景和股权投资基因的基金公司，充分汲取过往定增投资的丰富

经验，九泰基金将进一步加强与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各类投资者等方面的合作，做大做

优综合性的定增投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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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一季度

报告显示，截止到 2017 年 3 月 31 日九泰锐智基金净值为 1.226 元。据 WIND 统计，

该只基金自成立以来，截止到 2017 年 6 月 7 日，基金份额净值累计增长率为 29.08%。 

 



 

数据来源：九泰锐智 2017 年一季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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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