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泰 6 月定增月报：总体折价率提升！未来将重点捕捉高折价与精选

项目 

 

2017 年 5 月减持新规后，定增市场的需求收缩，折价率出现一定程度的上

升。 

 

九泰基金定增投资中心认为，未来随着定增发行规模的减少，预计定增市场将

逐渐有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定增折价率也将逐步提升，九泰基金作为专业

定增投资机构，未来的定增投资将更加依托于公司的基本面与内生价值能力，

更加注重企业中长期竞争格局与核心竞争力优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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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 2017 年 6 月的定增市场数据 

文章摘要 

 

2017 年 6 月，A 股市场概览：6 月份市场普涨，中小板指表现最好，上证指数

和创业板指上涨幅度稍小。经济在一季度确认高点后缓慢下行，流动性维持紧

平衡格局，政策层面近期出现边际改善，市场结构机会延续盈利主导的思路。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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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4.98，6.74，7.78，3.08。行业层面，6 月除石油石化外所有行业均取

得正收益。表现较好的行业是家电（12.60%）、煤炭（8.08%）、有色金属

（7.96%）和电子元器件（7.94%）；表现较差的行业是石油石化（-

0.80%）、纺织服装（1.12%）和电力及公用事业（1.61%）。 



 

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当月新增 74 宗定增公布了董事会预案，总募资额

1129.3 亿，新增预案数量仍然呈现出季度末上升，但募资总额环比 2017 年 5

月有一定程度下降。6 月新增的定增项目中，按融资目的进行分类，融资收购

数量 32 宗，较上月增加 15 宗，融资规模为 786.8 亿元，环比下降约 300

亿，规模占比 69.7%；项目融资新增 17 宗，较上月增加 3 宗，募资规模

294.3 亿，环比下降 200 亿，规模占比 26.1%。从认购方式进行分类，以现金

认购的预案数新增 43 宗，合计募资 428 亿；以资产认购的预案数新增 30 宗，

合计募资 606 亿元。 

 

审批节奏：发审委审核通过及证监会通过项目数量环比增加。6 月，新增 50 个

项目获发审委审核通过，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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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了一倍，证监会核准发行的项目数比上月增加 9

个。 

 

存量定增：总存量募资规模及现金认购的 1 年期存量募资规模与上月基本持

平。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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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6 个处于不同进度的定增项目，预计募集金额

17881.5 亿元，数量与规模相比上月略微下降；其中以现金方式认购的 1 年期

定增存量数目有 437 个，募资规模 7954.6 亿，与上月基本持平。取得证监会

批文的存量项目共 121 个，募资金额 1745.9 亿元，存量项目数量增加 15 个，



募资总额与上月基本持平。其中以现金方式认购的 1 年期定增存量获批项目共

74 宗，较上月增加 21 宗，募资金额 1134 亿，环比增加 338 亿。 

 

6 月定增公告发行总规模小幅回升，发行折价率总体上升，1 年期定增折价率

有所下降。以增发公告日计，2017 年 6 月份共有 27 个项目完成发行，较上月

增加 5 个，募集资金 530 亿，环比增加 193 亿，较上月有小幅回升。其中 1

年期定增发行 15 个，募资额 292 亿；3 年期定增发行 12 个，募资额 238

亿，二者募资规模均有所回升。6 月定增发行折价率 22.9%，环比上升 7.6%；

其中 1 年期发行折价率 24.3%，较上月上升 11.2%，3 年期发行折价率

21.1%，较上月上升 3.1%。以现金方式认购的 1 年期定增折价率为 6.5%，环

比下降 3.9%。 

 

定增解禁：六月解禁规模环比上升，综合解禁收益率环比上升，1 年期解禁收

益率显著下降。6 月份共有 49 个定增解禁，共解禁市值 1297 亿，解禁规模环

比显著上升。综合解禁收益率为 16.3%，环比上升 4.7%；以现金方式认购的 1

年期定增解禁收益率为-16.5%，环比大幅下降 17.8%。 

 

本月关注组合：亨通光电、泸州老窖、洛阳钼业、歌力思、新澳股份、宁波高

发、晨鸣纸业、山东路桥、四川路桥、顺络电子、烽火通信、亚太科技及桃李

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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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A股市场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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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主要市场指数涨跌及估值 

 

6 月份市场普涨，中小板指表现最好，上证指数和创业板指上涨幅度稍小。经济在一季度

确认高点后缓慢下行，流动性维持紧平衡格局，政策层面近期出现边际改善，市场结构机

会延续盈利主导的思路。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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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4.98%，6.74%，7.78%，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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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除石油石化外所有行业均取得正收益。家电、煤炭、有色、电子元器件涨幅居前，石

油石化、纺织服装、电力及公用事业涨幅靠后。行业层面，表现较好的行业是家电

（12.60%）、煤炭（8.08%）、有色金属（7.96%）和电子元器件（7.94%）；表现较差

的行业是石油石化（-0.80%）、纺织服装（1.12%）和电力及公用事业（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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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两市成交略微上行，全月平均的日均两市成交额 3837 亿，环比下降 202 亿；沪深两

市全月平均的年化换手率为 184%，比上月上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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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97 亿，相比上月底上升了

101 亿。融资买入额在总交易额中的占比（周移动平均）上升 1.74 个百分点至 9.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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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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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预案及审核结果 

新增预案数上升，新增预案募资规模环比下降 

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当月新增 74 宗定增公布了董事会预案，总募资额 1129.3 亿，

新增预案数量仍然呈现出季度末上升，但募资总额环比 2017 年 5 月有一定程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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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新增的定增项目中，按融资目的进行分类，融资收购数量 32 宗，较上月增加 15 宗，

融资规模为 786.8 亿元，环比下降约 300 亿，规模占比 69.7%；项目融资新增 17 宗，较

上月增加 3 宗，募资规模 294.3 亿，环比下降 200 亿，规模占比 26.1%。另外，本月还

新增壳资源重组 1 宗，无新增补充流动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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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宗，合计募资 428 亿；以资产认购的

预案数新增 30 宗，合计募资 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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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6 月，新增 50 个项目获发审委审核通过，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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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了一倍，证监会核准发行的项目数比上月增加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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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期存量募资与上月基本持平 

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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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6 个处于不同进度的定增项目，预计募集金额 17881.5 亿元，数量与规模

相比上月略微下降；其中以现金方式认购的 1 年期定增存量数目有 437 个，募资规模

79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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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年期获批项目较上月有明显增加 

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取得证监会批文的存量项目共 121 个，募资金额 1745.9 亿元，

存量项目数量增加 15 个，募资总额与上月基本持平。其中以现金方式认购的 1 年期定增

存量获批项目共 74 宗，较上月增加 21 宗，募资金额 1134 亿，环比增加 338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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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增发行情况 

 

六月定增发行总规模环比小幅回升 

以增发公告日计，2017 年 6 月份共有 27 个项目完成发行，较上月增加 5 个，募集资金

530 亿，环比增加 193 亿，较上月有小幅回升。其中 1 年期定增发行 15 个，募资额 292

亿；3 年期定增发行 12 个，募资额 238 亿，二者募资规模均有所回升。 

 

图九：定增发行情况 

 
来源：WIND，九泰基金整理 

 

六月发行折价率总体上升，现金认购的 1 年期定增折价率有所下降 

6 月定增发行折价率 22.9%，环比上升 7.6%；其中 1 年期发行折价率 24.3%，较上月上

升 11.2%，3 年期发行折价率 21.1%，较上月上升 3.1%。以现金方式认购的 1 年期定增

折价率为 6.5%，环比下降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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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解禁规模环比上升 

2017 年 6 月份共有 49 个定增解禁，共解禁市值 1297 亿，解禁规模环比显著上升。解禁

项目中，6 个项目限售期为三年，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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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解禁收益率环比上升，1 年期解禁收益率显著下降 

2017 年 6 月份所有定增项目综合解禁收益率为 16.3%，环比上升 4.7%；以现金方式认购

的 1 年期定增解禁收益率为-16.5%，环比大幅下降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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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关注组合为亨通光电、泸州老窖、洛阳

钼业、歌力思、新澳股份、宁波高发、晨鸣纸业、山东路桥、四川路桥、顺络电子、烽火

通信、亚太科技及桃李面包。 

 

表五：本月关注组合 

 
来源：WIND，九泰基金整理 

 

 
四、定增牛九泰基金六月公司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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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创业界多次第一 

第一只五年期封闭定增基金 

第一只投资三年期定增基金 

第一只实现高分红定增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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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人与股东之间施行业务隔离制度，股东并不直接参与基金财产的投资运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