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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盛农产品期货价格系列指数（郑商所）（2月18日）

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商品指数（2月18日）

指数名称 开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收盘价 涨跌 结算价

易盛农期指数

954.97 955.44 944.74 948.01 -5.19 949.72

易盛农基指数

1249.16 1253.77 1242.75 1246 1.44 1247.46

安图转债交易终止

多只转债即将强赎

□本报记者 罗晗

又一只转债终止交易了。 2月18日收市后，未完成转股的安图转债

将会被赎回。 2020年以来，参林转债、伟明转债相继完成赎回并退市，

还有多只转债正在或即将实施强赎。年初就出现赎回小高峰较为罕见，

分析人士指出，此前有类似情况还是在2015年。 今年转债市场是否会

出现“赎回潮” ？ 这主要还得看A股走势。

刚能转股就强赎

从2月19日起，安图转债将停止交易与转股。 赎回完成后，就会摘

牌退市。

2月3日，安图转债发行人———安图生物发布了提前赎回“安图转

债” 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显示， 安图生物的股票自2020年1月6日至

2020年2月3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安图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已

触发“安图转债”的赎回条款。

安图转债于2019年7月22日上市，转股价格为64.11元，赎回触发

价（转股价的130%）为83.34元。 2019年9月中旬以后，正股安图生物

的收盘价就持续高于83.34元。 2月3日，安图生物收盘价达117.64元，为

转股价格的183%。

业内人士称，安图转债实施强赎可谓“光速” 。 1月6日刚进入转股

期，就开始“积蓄” 强赎势能：1月6日至2月3日的15个交易日内，正股

安图生物每日收盘价都高于赎回触发价。

如果安图转债可以在下周四（2月27日）及之前完成赎回并摘牌

退市，其从上市到退市的速度将快于用时221个自然日的平银转债。

多只转债待赎回

安图转债强赎之前，2020年以来市场已有多只转债因完成强赎而

退市。 1月17日、2月6日，参林转债、伟明转债相继完成强赎并退市。 上

周，蓝思转债、水晶转债也已被全额赎回，赎回流程结束后将退市。

目前，还有多只转债正在或将要实施强赎。 和而转债、中装转债已

停止交易，分别拟于2月19日、3月19日收市后停止转股。 旭升转债已经

公告强赎，最后交易日和转股日为2月27日，洲明转债、启明转债交易

和转股时限在3月份，正逐渐临近。

Wind数据显示，除了上述实施赎回的转债品种外，目前仍有14只

转债已经触发强赎条款但还未公告赎回。不过，这些转债中相当一部分

余额占比已降至较低水平。例如，利欧转债、盛路转债、广电转债和凯龙

转债的余额占比都不足10%。

业内人士指出，“强赎”是发行人的权利而非义务。 转债赎回条款

被触发时，发行人可以选择不赎回。 对于发行人来说，实施强赎有利有

弊。 强赎将在短期内促进大规模可转债转股，扩充公司股本，也不用到

期后偿还本息；但强赎可能导致原股东股权在短期内被稀释。

今年转债市场是否会出现“赎回潮” ？ 分析人士认为，开年不到两

个月，就有多只转债强赎退市，此类情形比较罕见。 上次在第一季度就

出现可转债密集赎回潮是在2015年。

华创证券认为，大部分转债赎回都发生在A股牛市期间，这主要取

决于股市的走向。 2015年上半年上证综指一路冲高超越5000点。

事实上，自2019年12月以来，A股经历了一轮上涨，部分转债正股

价格持续大幅高于转股价格， 导致强赎条款被触发。 当前A股涨势强

劲。 2月3日开盘后，沪指一度大幅下跌，但次日就开始反弹。 2月4日以

来的11个交易日中，上证综指仅有1日收跌。 2月18日，上证综指盘尾翻

红收涨，报2984.97点；同时，中证转债指数收报360.41点，盘中最高涨

至360.62点，创下2015年8月12日以来新高。

两市成交近万亿 机构热议“科技创新风”

□本报记者 牛仲逸

增量资金踊跃入场

本轮反弹中增量资金入场迹象明显，

2月18日两市成交额接近万亿元， 直追

2019年春季躁动时行情，当时也是增量资

金跑步进场，这一次相似情况再次发生。

首先看两市融资余额。 Wind数据显

示，1月23日两市融资余额为10269.37亿

元， 目前的最新数据 （2月17日）为

10508.2亿元，增加238.93亿元。 其中，融

资余额在2月17日单日增加了118.69亿

元，从行业角度看，当日融资客对申万一

级28个行业中的24个行业板块进行了加

仓，融资净买入居前的行业为电子、计算

机、非银金融行业，分别净买入29.48亿

元、13.12亿元、11.61亿元。 电子、计算机

板块在2月18日涨幅居前。

其次看北向资金持续净流入。 Wind

数据显示，1月23日北向资金累计净买入A

股规模为10318.68亿元，2月18日累计净买

入A股为10662.7亿元，增加344.02亿元。

分析人士指出， 除了可统计的资金

流向外，这段时间“日光基” 频现，也是

增量资金入场的重要标志。 2月17日交银

施罗德基金公告称， 交银施罗德瑞思三

年封闭混合基金提前结束募集， 仅发行

一天就超过50亿元的发行限额。而在1月

8日发行的交银施罗德内核驱动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也是一日售罄， 触发比例

配售。 发行不到半日，认购资金就达到了

60亿元的首募上限。 此外，2月12日开始

发售的永赢科技驱动混合基金， 经过半

天多的发售， 就已达到80亿元的首募规

模上限，触发比例配售。

近期增量资金踊跃入场， 从中长期

看，A股有望迎来更多资金。 兴业证券策

略分析师王德伦表示，A股将迎来居民配

置、机构配置、全球配置的热潮。 在机构

配置方面，以保险、养老金等长线资金为

代表的机构投资者正在加速进入股票市

场。 从全球配置角度看，王德伦认为，借

鉴日本、韩国以及印度、巴西、南非等国

的经验，对外开放的红利将使股、债、汇、

房等中国优质资产价值长期得到支撑，

其中最为受益的是股市。

成长风格受追捧

本轮反弹中创业板走势最为突出，

以其为代表的科技成长主线越来越深入

人心。 那么，下一步创业板将如何演绎？

莫尼塔研究指出， 从创业板指相对

于沪深300指数的比值上来看， 一方面，

目前该比值相较于2015年的历史高点还

有50%的上涨空间；另一方面，考虑到比

值的底部抬升， 在上一轮创业板指行情

中，比值从底部上涨了接近150%，本轮

行情目前则从底部上涨了近30%。

中金公司认为，创业板指2019年8月

以来的走势与2013年有一定可比性，目

前或正处于行情中段位置， 后市仍有一

定空间。

那么在创业板带动下，科技成长风格

能否强者恒强？天风证券指出，在全球5G

周期、半导体周期、云计算周期带来的科

技产业景气度扩散的背景下，大概率使得

中长期风格难以逆转。虽然短期受到疫情

干扰， 但在科技产业周期的内生推动下，

新科技领域全年业绩趋势较确定。

国信证券最新策略研究指出， 科技

创新大时代的方向有望继续， 这主要基

于三点逻辑： 一是中小创企业的盈利周

期在向上， 蓝筹白马和中小创的盈利位

置发生了变化。从2016年下半年以来，蓝

筹白马龙头公司表现出了更强的盈利能

力， 也就是过去几年市场中常说的产业

集中逻辑。从2019年三季度开始，中小创

公司的盈利周期上行拐点出现了。 从目

前已经公布2019年年报业绩预告的情况

来看， 创业板公司在2019年四季度业绩

增速出现了明显上升， 盈利周期向上的

趋势在持续。 二是在稳增长的政策基调

下，市场流动性略显宽松。 三是资本市场

的制度建设在不断完善， 再融资新规的

出台有助于提升市场风险偏好。

关注两大主线

近期市场结构性行情突出，显现出较

强的赚钱效应，投资者该如何布局后市？

银河证券表示， 战略层面可把握新

能源汽车、半导体、5G建设及应用等成长

性科技主线的投资机会， 战术层面可择

优配置基本面受疫情冲击较大的餐饮、

旅游、超市百货、物流仓储等板块，同时

警惕高位题材股的回调压力。

国金证券表示， 建议关注疫情之后

部分板块的修复性机会， 重点布局两条

主线：一是疫情结束后，国内需求逐步企

稳回升，企业加快复工恢复生产，供需两

旺，加上逆周期对冲政策的陆续出台，钢

铁、建材、化工、机械等周期行业或迎来

修复行情。 二是疫情结束后，前期被抑制

的消费需求或迎来爆发式增长， 需求回

暖将带动消费企业盈利和现金流改善。

特别是电影、航空、餐饮、旅游、商贸等服

务型消费行业， 疫情的影响只是让消费

者延后了消费，后续随着疫情结束，消费

需求将集中释放。

海通证券表示， 本轮科技周期正由

硬件带动软件革新和内容发展， 即从

2019年电子到2020年计算机、传媒、新能

源车产业链。 科技产业技术周期特征明

显， 往往10年左右大变革中间叠加若干

改进小周期。 如今5G有望引发新一轮科

技周期，2019年主要是订单引发硬件设

备端业绩改善，股价上行，借鉴上轮科技

行情的经验： 硬件-软件-内容-应用场

景，随着5G基础网络搭建完成，其他领域

也会逐步好转，下一步计算机、传媒、新

能源产业链等板块将陆续表现。

长江证券策略研究表示， 当前或已

观测到部分风格分化见顶的交易信号，

叠加估值分化进一步扩张的空间较小，

政策基调对复工、扩大内需明显重视，低

估值板块性价比需重视。 结构上短期推

荐计算机、传媒等基本面受影响较小、行

业逻辑改善的行业。 中长期依然看好弹

性角度的细分制造业中隐形冠军， 以及

低估值板块。

券商调研青睐TMT及医药生物板块

□本报记者 赵中昊

Wind数据显示，截至2月18日，春节

后机构调研股票达136只，其中证券公司

调研的股票有121只，TMT及医药生物颇

受券商青睐。

机构分析人士指出，随着再融资新规

落地、直接融资比重提升，创新型企业融

资成本料进一步下降，科技引领的结构性

行情仍将延续，提供直接股权融资的金融

龙头也有望持续受益。

TMT及医药生物受到青睐

Wind数据显示，从调研次数看，广发

证券春节后调研34次，排名居券商之首；

其次为中信证券，调研次数为33次；中信

建投证券节后调研28次，排名第三。

从调研的股票数量来看，中信证券春

节后调研了32只股票，排名居首，其中主

板5只、中小板10只、创业板17只；排名第

二的是广发证券，节后调研了30只股票，

其中主板3只、中小板15只、创业板12只；

排名第三的是中信建投证券，节后调研了

27只股票，其中主板3只、中小板10只、创

业板14只。

从股票来看，吸引调研券商家数最多

的为迈瑞医疗， 春节后总计有40家券商

对其进行了调研；其次为创业慧康，总计

有35家券商对其进行了调研； 排名第三

的是博雅生物， 总计有30家券商对其进

行了调研；排名第四的是美亚柏科，总计

有29家券商对其进行了调研； 排名第五

的是周大生， 总计有27家券商对其进行

了调研。 吸引调研券商家数超20家的股

票还有卫宁健康、金科文化、国祯环保，调

研券商家数分别为26家、23家、21家。

从行业来看，调研券商家数排名前十

的股票所属Wind行业分别为医疗保健设

备、应用软件、生物科技、应用软件、服饰

与奢侈品、应用软件、互联网软件与服务、

环境与设施服务、 人力资源与就业服务、

调查和咨询服务。从板块分属来看，TMT

及医药生物被券商所青睐。

科技主线仍将延续

近日再融资新规落地，在机构分析人

士看来，正式稿较征求意见稿松绑幅度更

大、规模放宽超预期，展望后市，科技引领

的结构性行情仍将延续。

平安证券认为，再融资是民营企业融

资的重要渠道，放宽有助于上市公司补充

现金流，短期抗击疫情、恢复生产；新兴产

业融资更依赖于股权融资，且受盈利及资

产负债率的条件限制更大，松绑更有助于

其融资。 2020年会是股权融资的大年，并

将见证并购重组规模回暖和新兴产业估

值的向上空间打开。科技引领的结构性行

情仍将延续，当前更看好受益最大的新兴

行业， 例如新能源汽车产业链、5G产业

链、云计算产业链、生物医药行业、电子行

业、传媒行业等。 中游制造业（化工、机械

制造、公用事业）和龙头券商也将相对受

益。

兴业证券认为，随着直接融资比重不

断提升、 创新型企业融资成本系统性下

降，各领域的优质资产都有望享受到这一

长期的红利。 此外，金融龙头也有望持续

受益，因为直接融资发展离不开金融体系

的支持， 保障直接融资规模健康稳定发

展、培育创新型企业也需要实力强大的金

融龙头。

银河证券认为，科技产业周期与金融

政策周期共振利好5G建设及应用、新能源

汽车、创新药械、高端制造等成长性题材，

农业、周期类板块受政策催化或将表现较

优，金融、食品饮料等板块稳健性突出。

2月18日申万一级行业指数行情

融资客积极加仓抢筹科技股

□本报记者 吴玉华

2月18日,沪深两市震荡反弹，上证

综指上涨0.05%，深证成指上涨0.58%，创

业板指上涨1.15%。 Wind数据显示，在2

月17日，融资客单日加仓金额达118.69亿

元，其中科技板块备受融资客的青睐。

分析人士表示，A股市场有望持续保

持强势，虽然连续上涨后，可能有日内调

整压力，但当下A股的结构性趋势行情可

能已经启动，投资者应着眼于中长期的战

略配置，忽略指数短期波动。

融资客大手笔加仓

Wind数据显示，作为市场风险偏好

的重要指标，融资资金在2月17日单日增

加了118.69亿元。

融资客2月17日大举加仓，具体加仓

了什么板块个股？

Wind数据显示，2月17日融资客对

申万一级28个行业中的24个行业板块进

行了加仓， 融资净买入居前的行业为电

子、计算机、非银金融行业，分别净买入

29.48亿元、13.12亿元、11.61亿元，此外，

对有色金属行业的净买入金额超过10亿

元。 仅对采掘、公用事业、纺织服装、建筑

装饰行业进行了小幅减仓。

分析人士认为， 从行业偏好上看，融

资客偏爱科技板块，对电子、计算机、通信

三大科技行业合计加仓49.68亿元，占2月

17日加仓总额的四成以上。

从个股情况来看，融资客对科技股的

偏爱也体现得非常明显。 Wind数据显示，

2月17日融资客对1033只股票进行了加仓

操作， 对其中27只股票的加仓金额超过1

亿元。 从2月17日融资客加仓前20位的个

股情况来看，科技股是融资客重点加仓的

部分，如京东方A、中兴通讯、深南电路、浪

潮信息、晶方科技、紫光国微等均为科技

股，其中对京东方A加仓金额达5.27亿元。

2月18日沪深两市震荡反弹，科技板

块的电子、 计算机、 通信行业分别上涨

2.75%、2.45%、2.26%。融资客前一交易日

加仓金额最多的京东方A上涨3.05%。

行业配置紧盯三大主题

科技股持续强势，融资客积极加仓科技

股。 对于受融资客青睐的科技股如何看？

海通证券表示， 全年牛市格局不变，

但节奏变了，市场仍需要时间消化新冠肺

炎对短期基本面的冲击。目前市场仍处于

盘整蓄势期。 在流动性宽松的背景下，市

场将有结构性行情，这轮结构性行情将以

科技类为主。

中信建投证券表示，在新冠肺炎疫情

没有出现二次爆发情况的背景下，市场大

概率将进入均衡震荡，短期上下行空间有

限。 在行业配置上，后市宜持续关注三大

主题。 一是科技创新转型升级主题，可关

注云计算、医疗信息化、新能源汽车等板

块；二是逆周期调节主题，基建相关建材

水泥、化工等周期行业以及机械、建筑行

业存在一定机会，有望获得绝对收益。 三

是需求压缩后恢复主题，例如地产、家电

和家居等行业。

平安证券预计，A股将受政策红利推动

继续向上，科技估值的向上空间被打开。 科

技引领的结构性行情将延续， 当前更看好

受益最大的新兴行业， 如新能源汽车产业

链、5G产业链、云计算产业链、生物医药行

业、电子行业、传媒行业等；在疫情拐点到来

后，可重点关注待修复的工业周期板块。

� 近期A股市场的反弹行

情可谓“火爆” 。 2月18日沪

深两市合计成交达9999.5

亿元，接近万亿元。三大股指

全线上扬， 上证综指上涨

0.05%， 报2984.97点，重

临3000点，创业板指数上涨

1.15%，再创反弹阶段新高。

这一轮大盘反弹，市场

都发生了哪些现象？ 创业板

的“结构牛” 下一步会如何

演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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