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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转债发行加速 投资者热情骤减
屡屡破发行情下，有人逢低买入，有人放弃打新

农行乐分易
沉寂了一段时间的可转债，近期

事实上，数据显示今年前 5 个月

又活跃了起来，据悉新一轮可转债打

可转债市场成交额较去年增加了

新将在本周提速，预计可转债新券仍

186.11%，可转债发行数量也较去年

5 月末，新一轮可转债打新正式

将源源不断发行。

同期出现成倍增长。受益于一季度 A

开启。进入本周后，可转债发行明显

告别了可转债高收益的盛宴后，

看好的。”据悉，上述新上的两只可转
债，
沈先生都参与打新了。

乐在其中
分享美好生活

股的行情，可转债打新者热情高涨。

提速。据悉往年新券发行多半集中在

“乐分易”是我行为满足客户消

投资者对于可转债的热情也出现了两

而到了 4 月份，随着股市的调整，一

6 月下旬，但今年由于转债发行主体

费信贷需求提供的一款信用卡分期付

级分化。有人逢低入手，积极买入，有

部分投资者的投资热情渐渐熄火。

的增多，发行时间也明显提前，发行

款产品，客户成功办理后可在指定类

节奏加快。

型商户消费。

人则选择观望，打新热情大不如前。
“4 月 24 日，未来转债上市，开
盘 就 有 15% 的 收 益 ， 后 来 继 续 涨 ，

面对低迷的可转债行情，投资者
的投资态度自然而然出现了分歧。

据有关人士统计，目前已有 13

“今日有新债申购，请留意。”6 月

家公司满足了启动可转债发行的条

涨到 20%的时候我就卖了，其实当

10 日早上八点多，股民郑先生收到一

件，8 家公司已经通过发审会，162

天票面最高涨到了 123.9 元。”谈到

家券商微信号发来的提醒，
他点开来一

家公司发行可转债预案通过了股东大

可转债，投资者赵先生告诉记者，

专属额度：专设分期额度，最高
30 万元。
申请便捷：申请手续简便，资金
迅速到账。

看，有两只可转债可申购，
分别是文灿

会审议。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可转债

“那时候打新的人多，我只打到了

发债和中环发债。
“我手上还持有 5 只

新券发行将重新开启一股热潮。

100 张票，涨了 20%，也才赚了 200

可转债，
三只票面价值目前都跌破 100

“转债只能说是相对安全，
等于看

块。”虽说赚的是小钱，但这样的行

元，
最低的一只仅有 95 元了，
盈利的那

涨期权。
”浙商证券一位工作人员徐先

情给予了赵先生极大的打新热情。然

两只也不好，
一只涨了2%，
一只仅涨了

生告诉记者，
“即使股价暴跌，
你还是可

费率超优惠，最低每月仅需

而，行情并没有持续多久，4 月 30

0.15%。”郑先生看着这两只新发可转

以拿回 100 块一张的票面和相应的利

0.3%，以十万元为例，每月还款金

日，可转债就迎来了转折点。

债犯愁了，
打还是不打这是个问题。

息，目前的利息是 2%左右，具有一定

额如下：

4 月 30 日，赵先生打中的鼎盛

在破发面前有人急流勇退，也有

转债和招路转债都上市了，早上 9 点

人逆流而上，
投资者沈先生放言
“越是

你可以选择转股，也可以选择直接卖

半，他带着兴奋的心情打开炒股软

恐慌，越要投入。”沈先生手中持有的

出，
玩法比较多，
但是归根结底还是股

件，打算高位卖出时，却被两只新券

长江电力可转债“G 三峡 EB1”于 4 月

价。可转债与正股的关联度很高。
”

都破发的行情给惊到了。“鼎盛转债

25 日上市，当天收盘价是 97 块多，隔

对于投资者犹豫不决的态度，有

收盘时只有 96 块多，现在更低了，

了两天价格仍未上去，沈先生当机立

分析师认为，
对于转债而言，
市场均价

只有 95 左右。招路转债是一直被看

断以 97 块的价格买进了 600 张票。
“6

为 102.3 元，已回落到历史底部区间，

好的，但是当天上市开盘的时候也破

月 10 日的价格已经接近 100 元了，这

转股溢价率也处于历史底部区间，因

发了，后来非常艰难地保持到了 100

600 张已经赚了。”沈先生表示，
“这只

此，
对于转债市场无需盲目悲观。

元票面价值，不涨不跌。”

可转债的正股比较坚挺，所以我比较

用途广泛：资金转借记卡，灵活
刷卡消费。
期数更长：最长可达 5 年期限，
按月分期偿还。

的防御性，
股票涨了，
债券票面也会涨，

《钱江晚报》/梅丹

招商银行绍兴柯桥支行推出

乐分易
期数

6

12

24

36

48

60

收取
方式

手续费率
0.45% 0.45% 0.4% 0.4% 0.4% 0.4%
（每月）
分期
手续费
收取
2.7% 5.4% 9.6% 14.4% 19.2% 24%
率（总）

农行各网点均可办理。

“爱购工行卡
月刷月开心”
一、
活动时间：

金葵花服务新模式

2019 年 1 月 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

近期，走进招商银行绍兴柯桥支

断更新服务内容，从产品销售、资产

重在家庭及个人财务规划。为保证

行的客户会发现，招商银行金葵花服

配置到财务规划，为招商银行零售金

财富顾问专业素质，新模式支行的财

务已进行全新升级。柯桥支行作为招

融的发展打下了半壁江山。本次招

富顾问是由绍兴分行择优选送，经过

总行试点全面推出金葵花服务新模

商银行总行推出的金葵花服务新模

层层筛选，由招总行进行系统专业培

式，客户来行可享受到更贴心周到的

式整合了团队资源，将原来一对一服

训并认证通过。

服务和更专业的财务规划体系。

务升级为“1+1+N”服务，为金葵花客

我们相信市场虽然复杂，但理财

招商银行金葵花服务自 2002 年

户提供 RM+FC，即客户经理+财富

可以很容易。因您而变，招商银行金

发展至今已形成品牌优势，
“ 金葵花

顾问的双重服务，其中客户经理 RM

葵花理财延续品质生活。

理财”以一对一服务模式为核心，不

重在日常事务管理，财富顾问 FC 则

二、
活动对象：
浙江省内(除宁波外）工银信用卡
客户。
三、
活动内容：
活动期间，持工银信用卡每月消
费满 188 元（包含银联云闪付、微信、
支付宝等平台绑卡消费），
即有机会参
与兑换 e 生活消费券和“爱购浙江”商
城优惠券，其中 e 生活消费券最低 20
元，最高 2000 元，每月共 11111 名，先
到先得；未抽中 e 生活消费券的，系统
自动赠送一张 3-5 元商城通用券。

“中银闪汇”跨境汇款服务升级

四、
活动形式：
1、兑现方式。由客户登陆“工银 e

中国银行助您实现国际汇款快速到账的梦想
汇款产品相比，有什么优势呢？

生活 APP”—
“本地专属”—
“爱购浙
江”参与抽奖。客户中奖后，可根据页
币、日元、澳元、加元、韩元、澳

汇款更快捷。优先处理集团内部

门元、新西兰元、新加坡元、南非

客户间资金往来，处理时效优于普通

兰特 12 种货币，可汇往 40 个中银集

汇款。

团境外分支机构，居行业同类产品

费用更透明。提前告知客户汇款
中转费用。

领先地位。
“中银闪汇”如此先进，那么不

进程可追踪。中行作为汇款银行

禁有人要问，如果国际汇款汇往的不

将全程追踪汇款处理进程，并及时向

是中银集团呢？不用担心，中行有先

汇款人反馈处理情况。

进的国际汇款产品——“中银全球智

近日，中国银行推出一款跨境汇

体验更优越。个人网银/手机银

款新产品——“中银闪汇”
，这款新产

行端可根据客户输入的收款人信息自

“全程追踪”
“费用透明”等优点，收

品是对向境外中行汇款服务的全面升

动显示收款行相关信息，并提供收付

款银行涵盖许多国际性银行。中国银

级，适用于收、付款人均在中银集团

款人汇款信息查询功能。

行，只等您来！

电子消费券。
2、奖励内容。e 生活电子消费券
适用商户：
爱购浙江商场商户（悦享积
分、车生活、白金尊享、爱购开元）。
3、奖 励 使 用 方 式 。客 户 可 登 陆
“工银 e 生活”—
“本地专属”—
“爱购
浙江”
版块。

汇”等着您，同样有“快速到账”

开户的跨境汇款业务，通过集团内部

目前，中国银行的“中银闪

客户的专属汇款通道，汇款速度大幅

汇”可通过中行营业网点、智能柜

提升。

台、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渠道办

公司汇款咨询电话：84130511

理，支持美元、欧元、英镑、港

个人汇款咨询电话：84130509

那么，“中银闪汇”和其他国际

面提示信息，由系统自动发送 e 生活

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柯桥支行各
营业网点。

本版面理财产品收益率测算
依据和方式见销售文件，测算收
益不等于实际收益。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