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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利率下行和宽信用条件下，信用债及衍生品净融资同比多增 4 万亿。

2020 年疫情之下，利率下行以及宽信用政策，使得信用债及衍生品净融资

较上年增加约四万亿元。行业分布上，2020 年发行最多的是工业领域，占

比 37.5%，其次是金融领域占比 36.6%；再次是公用事业、材料、能源和房

地产等。 

◼ 2020 年信用债及衍生品二级市场交易额总体上升，信用分层明显。可转债、

中票和短融交易量大幅上升；受地方国企信用债违约影响，企业债、公司

债和政府支持机构债交易量下降。预计二级市场交易结构2021年变化不大。 

◼ 收益率方面：2020 年中票收益率普遍上升，3 年期上升幅度最大。城投债

收益率涨跌不一，7 年期城投债收益率全面下降。城投债信用利差分化，高

等级信用里利差缩小，低等级利差走扩。中票信用利差全面走扩，低等级

利差扩大幅度更大。 

◼ 2020 年的国企信用债违约，给煤炭行业债券发行和二级市场都构成了较大

冲击。由于全球大宗商品 CRB 现货指数，以及国内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边

际大幅改善，尤其是石油相关产业链价格持续上升，我们对 2021 年中上游

企业的盈利改善持乐观态度。2021 年城投债和地方政府债违约可能点状分

布。2021 年应该重点关注城投债的用于置换隐性债务而进行的再融资项目。 

◼ 可转债市场：2020 年成交量上升，2021 年守β。2021 年中美谈判重启，

疫苗出台同时普及率逐渐增加，风险偏好增加的基础上预计转债涨跌幅可

能跟随股市上涨。展望 2021 年转债行业配置，有几条主线：一是股市春季

躁动行情之下的顺周期板块。二是股市景气度较高的新能源、军工、食品

饮料等高弹性个券，转债市场大白马个券集中抱团策略也适用与转债（隆

20 转债、晨光转债、火炬转债）。三是目前比较确定的上游石化、煤炭、黑

色金属冶炼等行业由于大宗商品价格上行（紫金转债、华钰转债、赣锋转

债），相对应的正股盈利改善有望带来相关板块的转债行情。四是制造业行

业，由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改善导致收入改善（上机数控）。对于金融和

非银等行业的转债，也可适度关注。 

◼ 风险提示：石油价格超预期；信用债违约风险；疫苗普及率低，其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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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0 年利率下行和宽信用条件下，信

用债及衍生品净融资同比多增 4 万亿 

1.1 信用及衍生品发行上升，净融资额同比多增 4 万亿 

疫情之下宽信用的一年，2020 年信用债及衍生品净融资较上年增加约四万亿元。2020 年

信用债及衍生品发行总规模 241032.35 亿元，较 2019 年增加 59319.5 亿元；信用债及衍

生品总偿还量 10852.23 亿元，较 2019 年增加 20719.22 亿元；2020 年实现净融资额

132180.12 亿元，较 2019 年增加 38600.28 亿元。信用债及衍生品发行 18615 只，较 2019

年增加 4541 只；到期偿还量 92897.38 亿元，较 2019 年增加 21550.03 亿元；提前兑付

12182.13 亿元，较 2019 年增加 1501.78 亿元。提前兑付只数 9163 只，较 2019 年增加 2415

只。2020 年疫情之下，利率下行以及宽信用政策使得信用债的融资较往年大幅增加， 

信用债及衍生品发行行业分布上，2020 年发行最多的是工业领域，共发行 70788.67 亿元，

占比 37.5%，其次是金融领域 69148.7 亿元，占比 36.6%；再次是公用事业 14196 亿元，

占比 7.52%；然后是材料、能源和房地产。 

图 1：信用债及衍生品债券发行、总偿还和净融资额（亿元）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注：信用债及衍生品统计范围包括企业债、公司债、中期票据、短融、定向工具、国

际机构债、政府支持机构债、标准化票据、资产支持证券、可转债、可交换债、可分离转债存债，下同） 

 

表 1：2020 年信用债及衍生品总发行、到期及净融资额 

 

起始日期 

 

截止日期 

总发行量

(亿元) 

发行只

数 

总偿还量

(亿元) 

净融资额

(亿元) 

到期偿还量

(亿元) 

到期只数 提前兑付量

(亿元) 

提前兑付

只数 

2020-01-01 2020-12-31 241,032.35 18,615 108,852.23 132,180.12 92,897.38 11,621 12,182.13 9,163 

2019-01-01 2019-12-31 181,712.84 14,074 88,135.14 93,577.71 71,347.35 8,651 10,680.35 6,748 

变化 59,319.50 4,541 20,717.09 38,602.41 21,550.03 2,970 1,501.78 2,415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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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信用债行业分布（2020 年） 

行业 发行只数 发行只数占比(%) 发行金额(亿元) 发行金额占比(%) 

医疗保健 137 0.75 1,126.92 0.60 

信息技术 328 1.80 1,930.00 1.02 

日常消费 183 1.00 1,878.77 1.00 

能源 424 2.32 7,705.88 4.08 

可选消费 543 2.97 4,879.90 2.58 

金融 5,393 29.52 69,148.74 36.62 

公用事业 1,199 6.56 14,196.08 7.52 

工业 8,286 45.35 70,788.66 37.49 

房地产 907 4.96 7,600.51 4.03 

电信服务 32 0.18 903.00 0.48 

材料 838 4.59 8,651.88 4.58 

合计 18,270 100.00 188,810.34 100.00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1.2 二级市场：信用分层明显，转债和中票交易量大增 

2020 年信用债及衍生品二级市场交易额总体上升。可转债、中票和短融交易量大幅上升；

受地方国企信用债违约影响，企业债、公司债和政府支持机构债交易量下降。2020 年债

券二级市场成交总额 371213.91 亿元，较上期增加 119761.38 亿元。2020 年企业债、公司

债、中票、短融、定向工具、国际机构债、政府支持机构债、资产支持债券、可转债和

可交换债成交额分别为：13416.25 亿元、6473 亿元、113302 亿元、99747 亿元、22566.39

亿元、176.16 亿元、9341.93 亿元、7814.1 亿元、96763.51 亿元和 1612.17 亿元，较上期

分别变动-483.72 亿元、-20.99 亿元、21203.38 亿元、16415.56 亿元、7405.5 亿元、2.66

亿元、-7742.34 亿元、40.16 亿元、82564 亿元和 376.39 亿元，2020 年可转债、中期票据

和短融二级市场交易大幅上升。受永煤信用债违约影响，2020 年企业债、公司债和政府

支持机构债交易量下滑。预计二级市场交易结构 2021 年变化不大。 

图 2：利率债成交统计（亿元）  图 3：信用及衍生品成交统计（亿元）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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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票收益率普遍上升，城投债收益率有升有降 

2020 年中票收益率普遍上升，3 年期上升幅度最大。2020 年末 1 年期中票 AAA、AA+、

AA、AA-级收益率较 2019 年分别变动-3.59BP、16.31BP、45.31BP、44.31BP；3 年期中

票收益率 AAA、AA+、AA 和 AA-本周较上周收益率分别上升 11.21BP、47.1BP、60.1BP、

65.1BP；5 年期中票收益率 AAA、AA+、AA 和 AA-级本周较上周分别变动 8.54BP、34.53BP、

32.53BP、44.53BP。中票收益率整体上升，3 年期上升幅度最大。 

城投债收益率涨跌不一，7 年期城投债收益率全面下降。城投债收益率方面，3 年期城投

债收益率 AAA、AA+和 AA 级 2020 年较 2019 年分别上行 7.15BP、19.12BP、38.12BP；

5年期城投债收益率AAA、AA+和AA 级 2020年末较 2019年分别变动-0.35BP、11.63BP、

28.63BP；7 年期城投债收益率 AAA、AA+和 AA 级收益率 2020 年较 2019 年分别下降

8.64BP、1.64BP、7.64BP。3 年期收益率普遍上升，7 年期收益率普遍下降。 

表 3：中票 2020 年到期收益率普遍上升 

期限 等级 2020 年（%） 2019 年（%） 变动（BP） 

 

1 年期 

 

AAA 3.1406 3.1765 -3.59  

AA+ 3.4396 3.2765 16.31  

AA 3.8396 3.3865 45.31  

AA- 5.8896 5.4465 44.31  

 

3 年期 

 

AAA 3.5440 3.4319 11.21  

AA+ 4.0229 3.5519 47.10  

AA 4.3929 3.7919 60.10  

AA- 6.4929 5.8419 65.10  

 

5 年期 

 

AAA 3.7975 3.7121 8.54  

AA+ 4.3574 4.0121 34.53  

AA 4.7474 4.4221 32.53  

AA- 6.9174 6.4721 44.53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表 4：城投债收益率有升有降 

期限 等级 2020 年 2019 年 变动(BP) 

 

3 年期 

 

AAA 3.5587 3.4872 7.15 

AA+ 3.7784 3.5872 19.12 

AA 4.1334 3.7522 38.12 

 

5 年期 

 

AAA 3.8350 3.8385 -0.35 

AA+ 4.0848 3.9685 11.63 

AA 4.4398 4.1535 28.63 

 

7 年期 

 

AAA 4.0155 4.1019 -8.64 

AA+ 4.2855 4.3019 -1.64 

AA 4.6355 4.7119 -7.64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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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年期中票收益率（%）  图 5：5 年期中票收益率（%）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1.4 城投债信用利差分化，中票信用利差全面扩大 

城投债信用利差分化，高等级信用里利差缩小，低等级利差走扩。3 年期 AAA、AA+、

AA 和 AA-级城投债信用利差较 2019 年末分别上升 0.57BP、4.85BP、22.49BP、202.85BP；

5 年期 AAA、AA+、AA 和AA-级城投债收益率 2020 年较前期分别变动-225.99BP、24.1BP、

39.6BP、228.6BP；7年期AAA、AA+、AA和AA-级城投债收益率较上年分别变动-277.94BP、

7.06BP、1.06BP、29.06BP。城投债信用利差分化，低等级利差扩大，高等级利差收窄。 

中票信用利差全面走扩，低等级利差扩大幅度更大。1 年期中票利差 AAA、AA+、AA、

AA-级 2020 年较上年末分别变动-9.57BP、10.33BP、39.33BP、38.33BP；3 年期中票信用

利差 AAA、AA+、AA 和 AA-级 2020 年末较 2019 年分别上升 4.63BP、40.52BP、53.52BP、

58.52BP；5 年期中票信用利差 AAA、AA+、AA、AA-级 2020 年末较 2019 年末分别上

升 19.4BP、45.39BP、43.39BP、55.39BP。中票信用利差大部分上升，低等级信用利差哦

扩大幅度更大。 

图 6：1 年期城投债收益率（%）  图 7：7 年期城投债收益率（%）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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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中长期城投债高等级信用利差大幅收窄（BP） 

 3 年期 5 年期 7 年期 

 AAA AA+ AA AA- AAA AA+ AA AA- AAA AA+ AA AA- 

2020 年 57.7 51.53 82.17 281.03 57.19 82.17 117.67 347.67 58.13 85.13 120.13 365.13 

2019 年 57.13 46.68 59.68 78.18 283.18 58.07 78.07 119.07 336.07 78.07 119.07 336.07 

变动 0.57 4.85 22.49 202.85 -225.99 24.1 39.6 228.6 -277.94 7.06 1.06 29.06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表 6：中票信用利差大部分走扩（BP） 

 1 年期 3 年期 5 年期 

 AAA AA+ AA AA- AAA AA+ AA AA- AAA AA+ AA AA- 

2020 年 58.29 88.19 128.19 333.19 56.23 104.12 141.12 351.12 53.44 109.43 148.43 365.43 

2019 年 67.86 77.86 88.86 294.86 51.6 63.6 87.6 292.6 34.04 64.04 105.04 310.04 

变动 -9.57 10.33 39.33 38.33 4.63 40.52 53.52 58.52 19.4 45.39 43.39 55.39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2. 2020 年信用债违约启示录 

2.1 2020 年以来信用债违约统计 

根据 WIND 数据统计，2020 年共有 145 只债券发生违约，违约金额约 1647 亿元，

金额规模略高于 2019 年，整体上看，违约规模呈上升态势。2020 年新增首次违约主体

29 家，其中国企 8 家，民企 18 家，其他类型企业 3 家，国企违约数量占比明显提高。行

业分布来看，违约行业主要集中在工业、信息技术、材料、能源和可选消费等。前 11 个

月违约的 AAA 级债券 28 只，占 2020 年违约债券总数的 15.13%。违约主体不局限区域。

10 月下旬开始，弱资质国企违约多例。高评级国企信用债违约对地方城投和国企信用利

差冲击明显，弱资质区域国企债价格大幅下降。 

图 8：违约发生金额和只数（亿元；只）  图 9：违约行业分布（亿元；只）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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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预计 2021 年信用债中上游行业盈利将改善 

为应对疫情冲击，2020 年上半年央行进行了降准和 MLF 调降等宽松货币政策，信用债融

资在一季度以及二季度前期大幅增加。11 月 10 日，20 永煤 SCP003 超预期违约后，债市

冲击较大，信用债取消发行或推迟发行非常频繁，叠加利率上行因素，一级发行开始明

显减少。2021 年 1、3、4 月为信用债兑付高峰月份，融资压力较大。 

2020 年的国企信用债违约，给煤炭行业债券发行和二级市场都构成了较大冲击。疫情为

全球煤炭行业进行了一次去库存，加上今年的寒冬加大了对煤炭的需求，煤炭价格 5 月

份之后呈上升态势，预计 2021 年煤企整体盈利将显著改善。 

此外，由于全球大宗商品现货指数，以及国内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边际大幅改善，尤其

是石油相关产业链价格持续上升，我们对 2021 年中上游企业的盈利改善持乐观态度。 

2.3 城投债和地方政府债违约可能点状分布 

从地方政府债券余额和城投债债券余额来看，2020 年债券余额排名前十的省市分别为：

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四川、湖南、湖北、贵州、安徽、河北和河南。江苏省债券

余额 27079.1 亿元，城投债余额 9934.5 亿元，是第二名浙江的两倍，城投债债券余额占

总城投债余额的比例为 18.5%。 

存续城投债规模方面，江苏、浙江、四川、湖南、山东排名居前，江苏和浙江均在 1 万

亿元以上，四川、湖南、山东也超过 5000 亿。并且对于城投债市场的依赖度相对高的湖

南、山西、江苏、天津、安徽、重庆等省份的城投有息债务中超过 30%为债券。 

根据永煤的经验，短期内再融资的收紧将加剧弱资质平台的流动性压力。若地方融资平

台频繁进行短期融资缓解资金压力，则应该警惕兑付压力。2020 年 12 月以来，多个省份

的再融资债券发行的募集资金用途表述出现微妙变化。2020 年 12 月份发行的再融资债券

中，大部分省份再融资债券的资金均表述为用于偿还存量债务，因此 2021 年应该重点关

注城投债的用于置换隐性债务而进行的再融资项目。 

表 7：32 省市地方债和城投债情况 

    地方政府债 城投债 总计 

序号 地区 债券数量

(只) 

债券余额

(亿) 

债券余额占

比(%) 

债券数量

(只) 

债券余额

(亿) 

债券余额占

比(%) 

债券数量

(只) 

债券余额

(亿) 

1 江苏 146 17,144.63 6.72 1468 9,934.46 18.48 1614 27,079.09 

2 浙江 300 14,626.07 5.73 583 4,289.94 7.98 883 18,916.01 

3 山东 399 16,539.75 6.48 305 2,315.68 4.31 704 18,855.43 

4 广东 430 15,134.53 5.93 196 2,443.93 4.55 626 17,578.46 

5 四川 406 12,672.44 4.97 410 3,402.88 6.33 816 16,075.32 

6 湖南 201 11,753.20 4.61 371 2,682.51 4.99 572 14,435.71 

7 湖北 284 9,993.99 3.92 360 3,096.16 5.76 644 13,090.15 

8 贵州 203 10,917.25 4.28 127 1,202.79 2.24 330 12,120.04 

9 安徽 142 9,499.97 3.72 305 2,531.67 4.71 447 12,031.64 

10 河北 210 10,873.77 4.26 64 457.07 0.85 274 11,330.84 

11 河南 192 9,743.71 3.82 134 979.37 1.82 326 10,723.09 

12 云南 187 9,516.91 3.73 127 1,150.54 2.14 314 10,66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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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政府债 城投债 总计 

13 北京 150 6,635.48 2.6 194 3,230.07 6.01 344 9,865.55 

14 福建 249 8,295.08 3.25 236 1,532.51 2.85 485 9,827.58 

15 天津 264 6,355.84 2.49 309 3,455.26 6.43 573 9,811.10 

16 辽宁 245 9,357.41 3.67 44 244.11 0.45 289 9,601.52 

17 江西 162 7,111.12 2.79 290 2,458.14 4.57 452 9,569.26 

18 重庆 99 6,723.22 2.64 272 2,174.92 4.05 371 8,898.14 

19 广西 181 7,475.18 2.93 164 1,210.36 2.25 345 8,685.54 

20 陕西 228 7,281.64 2.85 114 1,113.33 2.07 342 8,394.97 

21 内蒙古 205 8,226.89 3.23 17 113.33 0.21 222 8,340.22 

22 上海 90 6,878.10 2.7 116 1,080.22 2.01 206 7,958.32 

23 新疆 193 6,068.35 2.38 110 678.26 1.26 303 6,746.61 

24 吉林 151 5,140.12 2.02 53 628.6 1.17 204 5,768.72 

25 黑龙江 149 5,551.60 2.18 31 182.9 0.34 180 5,734.50 

26 山西 192 4,565.10 1.79 58 531.26 0.99 250 5,096.36 

27 甘肃 121 3,834.99 1.5 35 256.4 0.48 156 4,091.39 

28 海南 127 2,558.69 1 8 75.43 0.14 135 2,634.12 

29 青海 144 2,404.81 0.94 11 88.8 0.17 155 2,493.61 

30 宁夏 140 1,839.93 0.72 22 139.1 0.26 162 1,979.03 

31 西藏 42 369.31 0.14 7 80 0.15 49 449.31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图 10：城投债热力图（亿元）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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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转债市场：成交量上升，2021 年守

β 

3.1 转债指数涨幅不及上证综合，二级市场交易大幅上行 

转债一级市场融资额上升，二级市场交易大幅上行。2020 年可转债二级市场成交额 96763

亿元，较 2019 年上升 82564.8 亿元。2020 年债券指数涨跌由高到低分别为：上证企业债

（4.49%）、上证公司债（4.26%）、上证国债（3.67%）、上证转债（1.72%）。上证信用 100

下跌 1.09%。转债指数上涨幅度不及上证综指。2021 年中美谈判重启，疫苗出台同时普

及率逐渐增加，风险偏好增加的基础上预计转债涨跌幅可能跟随股市上涨。当前很多债

基发行“固收+”产品，转债是这类产品的重要配置品种。展望 2021 年转债行业配置，

有几条主线：一是股市春季躁动行情之下的顺周期板块。二是股市景气度较高的新能源、

军工、食品饮料等高弹性个券，转债市场大白马集中抱团策略也适用与转债（隆 20 转债、

晨光转债、火炬转债）。三是目前比较确定的上游石化、煤炭、黑色金属冶炼等行业由于

大宗商品价格上行（紫金转债、华钰转债、赣锋转债），相对应的正股盈利改善有望带来

相关板块的转债行情。四是制造业行业，由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改善导致收入改善（上

机数控）。对于金融和非银等行业的转债，也可适度关注。 

表 8：可转债与其它指数对比（点；%） 

指标名称 上证国债指数 上证企债指数 公司债指数 上证转债指数 上证信用 100  企债 30 指数 上证综合 

2019 年 177.27 238.72 202.88 323.22 187.16 158.00 3,050.12 

2020 年 183.78 249.44 211.51 328.79 185.13 154.57 3,473.07 

变动（%） 3.67  4.49  4.26  1.72  -1.09  -2.17  13.87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3.2 2020 年医疗保健设备、材料等行业转债涨幅靠前 

转债市场 2020年涨幅超过 10%的个券 107只。2020年涨幅超过 1%的转债个券有107只，

医疗保健与服务、材料、资本货物、能源、汽车与零部件等行业转债涨幅靠前。涨幅前

十的可转债分别为：英科转债、横河转债（365.6%）、上机转债（190.36%）、永兴转债（155%）、

盛路转债（151.97%）、雅化转债（148.36%）、蓝盾转债（141.8%）、火炬转债（138.5%）、

福莱转债（133.86%）。2020 年走跌的可转债有 201 只，跌幅较大的有：游族转债（-30.5%）、

国城转债（-28.69%）、鸿达转债（-28.55%）、翔港转债（-25.39%）、城地转债（-24.14%）。 

表 9：可转债涨跌幅（%） 

转债个券 涨跌幅 正股 正股涨跌 WIND 行业分类 

英科转债 1,788.80 英科医疗 913.56 医疗保健设备与服务 

横河转债 365.60 横河模具 1.92 材料Ⅱ 

振德转债(退市) 250.18 振德医疗 176.44 医疗保健设备与服务 

上机转债 190.36 上机数控 174.05 资本货物 

龙蟠转债(退市) 167.40 龙蟠科技 247.62 能源Ⅱ 

永兴转债 155.04 永兴材料 161.18 材料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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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个券 涨跌幅 正股 正股涨跌 WIND 行业分类 

盛路转债 151.97 盛路通信 -24.97 技术硬件与设备 

雅化转债 148.36 雅化集团 182.50 材料Ⅱ 

蓝盾转债 141.80 蓝盾股份 -12.06 软件与服务 

火炬转债 138.52 火炬电子 159.51 技术硬件与设备 

福莱转债 133.86 福莱特 165.29 材料Ⅱ 

溢利转债 113.04 溢多利 9.49 制药、生物科技与生命科学 

克来转债(退市) 104.78 克来机电 45.72 资本货物 

巨星转债 103.05 巨星科技 120.17 资本货物 

赣锋转债 102.52 赣锋锂业 190.55 材料Ⅱ 

新泉转债 97.57 新泉股份 80.03 汽车与汽车零部件 

康隆转债 96.60 康隆达 -13.16 耐用消费品与服装 

模塑转债 87.41 模塑科技 38.68 汽车与汽车零部件 

通光转债 81.35 通光线缆 39.87 资本货物 

广电转债 76.95 广电网络 -27.11 媒体Ⅱ 

恩捷转债 75.02 恩捷股份 143.02 材料Ⅱ 

盛屯转债 74.05 盛屯矿业 122.87 资本货物 

富祥转债(退市) 70.20 富祥药业 -24.38 制药、生物科技与生命科学 

凯龙转债 65.90 凯龙股份 -14.54 材料Ⅱ 

千禾转债(退市) 65.65 千禾味业 75.82 食品、饮料与烟草 

福特转债(退市) 60.76 福斯特 75.72 半导体与半导体生产设备 

国轩转债(退市) 57.96 国轩高科 152.71 资本货物 

晶瑞转债 57.61 晶瑞股份 6.12 材料Ⅱ 

伊力转债 50.40 伊力特 76.29 食品、饮料与烟草 

东财转 2(退市) 50.04 东方财富 102.61 多元金融 

顺丰转债(退市) 48.07 顺丰控股 137.24 运输 

欧派转债 47.42 欧派家居 14.96 耐用消费品与服装 

银河转债 47.42 金银河 -3.80 资本货物 

百合转债(退市) 45.58 梦百合 53.58 耐用消费品与服装 

中宠转债(退市) 45.07 中宠股份 109.21 食品、饮料与烟草 

新莱转债(退市) 43.99 新莱应材 26.36 资本货物 

赣锋转 2 43.30 赣锋锂业 102.08 材料Ⅱ 

科森转债(退市) 40.69 科森科技 10.78 技术硬件与设备 

利欧转债(退市) 38.83 利欧股份 2.02 媒体Ⅱ 

尚荣转债 38.76 尚荣医疗 40.69 医疗保健设备与服务 

蓝思转债(退市) 37.89 蓝思科技 121.49 技术硬件与设备 

华夏转债(退市) 37.72 华夏航空 3.86 运输 

顾家转债(退市) 36.73 顾家家居 54.19 耐用消费品与服装 

太阳转债 36.36 太阳纸业 46.65 材料Ⅱ 

九洲转债 36.05 九洲集团 37.36 资本货物 

金能转债 35.23 金能科技 51.53 能源Ⅱ 

中矿转债 32.79 中矿资源 33.02 材料Ⅱ 

蔚蓝转债 32.28 蔚蓝锂芯 217.36 运输 

隆 20 转债 31.05 隆基股份 45.20 半导体与半导体生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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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个券 涨跌幅 正股 正股涨跌 WIND 行业分类 

蓝晓转债 28.36 蓝晓科技 21.92 材料Ⅱ 

桐昆转债(退市) 28.35 桐昆股份 37.36 材料Ⅱ 

拓邦转债(退市) 28.15 拓邦股份 45.86 技术硬件与设备 

万信转 2(退市) 28.03 万达信息 40.57 软件与服务 

海大转债(退市) 27.43 海大集团 56.40 食品、饮料与烟草 

旭升转债(退市) 27.42 旭升股份 -7.84 汽车与汽车零部件 

石英转债 27.39 石英股份 25.11 材料Ⅱ 

金禾转债 26.76 金禾实业 43.43 食品、饮料与烟草 

安图转债(退市) 26.59 安图生物 50.63 制药、生物科技与生命科学 

仙鹤转债(退市) 25.34 仙鹤股份 72.89 材料Ⅱ 

明阳转债 25.14 明阳智能 42.39 资本货物 

金农转债 24.69 金新农 -10.05 食品、饮料与烟草 

先导转债(退市) 24.39 先导智能 86.98 资本货物 

桐 20 转债 24.32 桐昆股份 60.61 材料Ⅱ 

钧达转债 23.91 钧达股份 13.42 汽车与汽车零部件 

特发转债 23.42 特发信息 -15.12 技术硬件与设备 

一心转债(退市) 22.82 一心堂 43.21 食品与主要用品零售Ⅱ 

圣达转债(退市) 22.24 圣达生物 -45.76 制药、生物科技与生命科学 

红相转债 22.12 红相股份 30.22 资本货物 

凯发转债 21.87 凯发电气 -4.20 资本货物 

晨光转债 21.72 晨光生物 44.75 食品、饮料与烟草 

海容转债 21.20 海容冷链 24.58 资本货物 

乐歌转债 20.45 乐歌股份 -26.97 耐用消费品与服装 

艾华转债 19.18 艾华集团 22.82 技术硬件与设备 

同德转债 18.99 同德化工 50.87 材料Ⅱ 

伟明转债(退市) 18.36 伟明环保 -17.48 商业和专业服务 

万里转债(退市) 18.23 万里马 22.90 耐用消费品与服装 

新天转债 17.78 新天药业 -9.06 制药、生物科技与生命科学 

寒锐转债 16.69 寒锐钴业 15.20 材料Ⅱ 

安 20 转债 16.48 安井食品 33.12 食品、饮料与烟草 

日月转债(退市) 16.17 日月股份 36.02 资本货物 

沪工转债 16.15 上海沪工 29.53 资本货物 

利尔转债 16.08 利尔化学 47.91 材料Ⅱ 

至纯转债 15.68 至纯科技 19.48 资本货物 

常汽转债 15.54 常熟汽饰 3.69 汽车与汽车零部件 

鹏辉转债 15.23 鹏辉能源 21.22 资本货物 

天铁转债 14.65 天铁股份 -28.37 材料Ⅱ 

文灿转债 14.49 文灿股份 12.57 汽车与汽车零部件 

众兴转债 14.30 众兴菌业 67.15 食品、饮料与烟草 

启明转债(退市) 14.23 启明星辰 -13.58 软件与服务 

东时转债 14.23 东方时尚 22.38 消费者服务Ⅱ 

雨虹转债(退市) 13.96 东方雨虹 47.47 材料Ⅱ 

索发转债(退市) 13.70 索通发展 10.33 材料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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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个券 涨跌幅 正股 正股涨跌 WIND 行业分类 

威帝转债(退市) 12.63 威帝股份 -10.37 汽车与汽车零部件 

宝莱转债 12.29 宝莱特 -27.33 医疗保健设备与服务 

麦米转债(退市) 12.22 麦格米特 45.56 资本货物 

紫金转债 12.15 紫金矿业 3.80 材料Ⅱ 

裕同转债 12.14 裕同科技 38.87 材料Ⅱ 

智能转债 11.69 智能自控 -16.34 资本货物 

雷迪转债 11.39 雷迪克 7.53 汽车与汽车零部件 

小康转债 11.31 小康股份 49.82 汽车与汽车零部件 

飞鹿转债 11.30 飞鹿股份 8.08 材料Ⅱ 

高能转债(退市) 11.23 高能环境 47.58 商业和专业服务 

久立转 2 10.86 久立特材 16.20 材料Ⅱ 

机电转债(退市) 10.69 中航机电 64.99 资本货物 

明泰转债 10.36 明泰铝业 22.64 材料Ⅱ 

司尔转债 10.10 司尔特 25.42 材料Ⅱ 

精测转债 9.68 精测电子 0.18 技术硬件与设备 

再升转债(退市) 9.58 再升科技 78.43 材料Ⅱ 

蓝天转 S1(退市) 9.32 ST 蓝天 0.00 资本货物 

应急转债 9.07 中船应急 15.57 资本货物 

奥佳转债 8.67 奥佳华 5.08 医疗保健设备与服务 

正裕转债 8.66 正裕工业 -8.82 汽车与汽车零部件 

九州转债 8.61 九州通 28.34 食品与主要用品零售Ⅱ 

林洋转债 8.52 林洋能源 62.96 资本货物 

东缆转债 8.38 东方电缆 10.20 资本货物 

益丰转债 8.26 益丰药房 7.43 食品与主要用品零售Ⅱ 

中环转债(退市) 7.80 中环环保 23.97 商业和专业服务 

南航转债 7.79 南方航空 8.36 运输 

正元转债 7.78 正元智慧 12.88 软件与服务 

淮矿转债 7.76 淮北矿业 10.57 能源Ⅱ 

中天转债 7.30 中天科技 30.60 技术硬件与设备 

今飞转债 7.11 今飞凯达 1.25 汽车与汽车零部件 

华钰转债 6.96 华钰矿业 19.06 材料Ⅱ 

中鼎转 2 6.90 中鼎股份 29.39 汽车与汽车零部件 

华海转债 6.52 华海药业 11.73 制药、生物科技与生命科学 

三星转债 6.48 三星新材 10.84 耐用消费品与服装 

博特转债(退市) 6.41 苏博特 12.60 材料Ⅱ 

视源转债(退市) 6.35 视源股份 34.22 技术硬件与设备 

华通转债 6.35 浙农股份 11.27 医疗保健设备与服务 

长证转债 6.33 长江证券 17.65 多元金融 

万顺转 2 6.18 万顺新材 2.01 材料Ⅱ 

瀚蓝转债 6.08 瀚蓝环境 14.02 商业和专业服务 

荣晟转债 5.95 荣晟环保 -28.13 材料Ⅱ 

财通转债 5.91 财通证券 8.30 多元金融 

滨化转债 5.86 滨化股份 13.39 材料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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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转债 5.74 今天国际 10.39 资本货物 

万孚转债 5.68 万孚生物 3.66 制药、生物科技与生命科学 

泛微转债 5.45 泛微网络 29.39 软件与服务 

福 20 转债 5.21 福斯特 -1.66 半导体与半导体生产设备 

深南转债(退市) 5.21 深南电路 -36.95 技术硬件与设备 

岱勒转债 5.20 岱勒新材 2.97 资本货物 

无锡转债 5.15 无锡银行 9.55 银行 

美联转债 5.12 美联新材 4.36 材料Ⅱ 

玲珑转债(退市) 5.01 玲珑轮胎 53.38 汽车与汽车零部件 

欣旺转债 4.90 欣旺达 16.28 资本货物 

金牌转债(退市) 4.87 金牌厨柜 -25.11 耐用消费品与服装 

希望转债 4.85 新希望 30.76 食品、饮料与烟草 

骆驼转债 4.79 骆驼股份 -0.32 资本货物 

张行转债 4.73 张家港行 2.69 银行 

祥鑫转债 4.67 祥鑫科技 -5.28 汽车与汽车零部件 

佳都转债(退市) 4.65 佳都科技 -19.08 软件与服务 

三超转债 4.52 三超新材 0.00 资本货物 

百姓转债(退市) 4.43 老百姓 -1.95 食品与主要用品零售Ⅱ 

新凤转债 4.37 新凤鸣 12.55 材料Ⅱ 

楚江转债 4.33 楚江新材 -3.61 材料Ⅱ 

精研转债 4.33 精研科技 4.37 技术硬件与设备 

洪涛转债 3.92 洪涛股份 -19.00 资本货物 

中金转债 3.89 中金岭南 6.17 材料Ⅱ 

亚太转债 3.67 亚太股份 33.86 汽车与汽车零部件 

金力转债 3.65 金力永磁 -6.72 材料Ⅱ 

中装转债(退市) 3.41 中装建设 -35.29 资本货物 

时达转债 3.39 新时达 16.35 资本货物 

洪城转债 3.31 洪城水业 0.90 公用事业Ⅱ 

洽洽转债 3.31 洽洽食品 -1.64 食品、饮料与烟草 

飞凯转债 3.12 飞凯材料 1.72 材料Ⅱ 

海印转债 3.11 海印股份 17.41 资本货物 

海波转债 2.95 海波重科 -3.69 资本货物 

永东转债 2.90 永东股份 8.43 材料Ⅱ 

立讯转债 2.57 立讯精密 8.76 技术硬件与设备 

运达转债 2.53 运达股份 -3.72 资本货物 

起步转债 2.53 起步股份 11.79 耐用消费品与服装 

三祥转债 2.35 三祥新材 16.28 材料Ⅱ 

远东转债 2.29 远东传动 9.98 汽车与汽车零部件 

景兴转债 2.26 景兴纸业 -4.88 材料Ⅱ 

侨银转债 2.10 侨银股份 -12.01 商业和专业服务 

北陆转债 2.04 北陆药业 -0.62 制药、生物科技与生命科学 

青农转债 1.98 青农商行 -6.95 银行 

润建转债 1.89 润建股份 -0.04 技术硬件与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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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兴转债 1.86 合兴包装 4.73 材料Ⅱ 

奥瑞转债 1.84 奥瑞金 18.75 材料Ⅱ 

鸿路转债 1.84 鸿路钢构 -4.12 资本货物 

星宇转债 1.61 星宇股份 2.46 汽车与汽车零部件 

辉丰转债 1.53 *ST 辉丰 -13.64 材料Ⅱ 

洁美转债 1.39 洁美科技 2.26 技术硬件与设备 

华安转债 1.39 华安证券 2.70 多元金融 

交科转债 1.39 浙江交科 -2.08 资本货物 

桃李转债(退市) 0.98 桃李面包 39.26 食品、饮料与烟草 

水晶转债(退市) 0.75 水晶光电 -28.28 技术硬件与设备 

岩土转债 0.73 中化岩土 -17.65 资本货物 

天目转债 0.61 天目湖 11.72 消费者服务Ⅱ 

联泰转债 0.60 联泰环保 -29.78 商业和专业服务 

广汽转债 0.54 广汽集团 13.69 汽车与汽车零部件 

万顺转债 0.52 万顺新材 -15.89 材料Ⅱ 

永高转债(退市) 0.49 永高股份 4.59 资本货物 

歌尔转 2 0.45 歌尔股份 8.17 技术硬件与设备 

寿仙转债 0.32 寿仙谷 3.75 制药、生物科技与生命科学 

鼎胜转债 0.14 鼎胜新材 -3.59 材料Ⅱ 

百川转债 0.12 百川股份 2.78 材料Ⅱ 

好客转债 0.11 好莱客 -1.35 耐用消费品与服装 

凯中转债 0.10 凯中精密 11.37 资本货物 

南威转债(退市) 0.02 南威软件 -17.92 软件与服务 

继峰定 02 0.00 继峰股份 -2.46 汽车与汽车零部件 

赛腾定转 0.00 赛腾股份 -1.32 半导体与半导体生产设备 

17 旭杰转(退市) 0.00 旭杰科技 68.89 资本货物 

道氏转债 -0.04 道氏技术 10.35 材料Ⅱ 

航新转债 -0.20 航新科技 -1.08 资本货物 

现代转债 -0.21 现代制药 6.38 制药、生物科技与生命科学 

哈尔转债 -0.28 哈尔斯 -17.90 耐用消费品与服装 

光大转债 -0.38 光大银行 -9.52 银行 

太极转债 -0.47 太极股份 -32.91 软件与服务 

国投转债 -0.51 国投资本 -6.36 多元金融 

泰晶转债(退市) -0.57 泰晶科技 4.55 技术硬件与设备 

嘉泽转债 -0.65 嘉泽新能 7.26 公用事业Ⅱ 

洲明转债(退市) -0.67 洲明科技 -5.05 技术硬件与设备 

聚飞转债 -0.74 聚飞光电 -13.30 半导体与半导体生产设备 

浙商转债(退市) -0.75 浙商证券 37.47 多元金融 

恒逸转债 -0.76 恒逸石化 -10.86 材料Ⅱ 

东音转债(退市) -0.91 罗欣药业 -23.19 制药、生物科技与生命科学 

博世转债 -0.99 博世科 14.72 商业和专业服务 

兄弟转债 -0.99 兄弟科技 5.94 制药、生物科技与生命科学 

盈峰转债 -1.09 盈峰环境 -8.44 商业和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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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森转债 -1.10 迪森股份 -0.52 商业和专业服务 

久其转债 -1.15 久其软件 -23.56 软件与服务 

曙光转债(退市) -1.22 中科曙光 -1.01 技术硬件与设备 

赛意转债 -1.29 赛意信息 -14.34 软件与服务 

伟 20 转债 -1.38 伟明环保 -10.45 商业和专业服务 

维尔转债 -1.53 维尔利 7.38 商业和专业服务 

铁汉转债 -1.65 铁汉生态 3.59 资本货物 

利群转债 -1.74 利群股份 10.83 零售业 

凌钢转债 -1.74 凌钢股份 15.14 材料Ⅱ 

川投转债 -1.95 川投能源 2.03 公用事业Ⅱ 

长城转债 -1.98 长城科技 -7.43 资本货物 

迪贝转债 -2.03 迪贝电气 -33.25 资本货物 

参林转债(退市) -2.09 大参林 49.95 食品与主要用品零售Ⅱ 

嘉澳转债 -2.10 嘉澳环保 -31.98 材料Ⅱ 

永鼎转债 -2.13 永鼎股份 -16.89 技术硬件与设备 

济川转债 -2.16 济川药业 -16.34 制药、生物科技与生命科学 

联创转债 -2.31 联创电子 -23.41 技术硬件与设备 

康弘转债(退市) -2.41 康弘药业 22.27 制药、生物科技与生命科学 

双环转债 -2.44 双环传动 28.75 资本货物 

紫银转债 -2.49 紫金银行 -9.27 银行 

天能转债 -2.51 天能重工 -7.41 资本货物 

航电转债(退市) -2.55 中航电子 37.99 资本货物 

清水转债 -2.58 清水源 -4.69 材料Ⅱ 

未来转债 -2.60 德尔未来 -7.33 材料Ⅱ 

白电转债 -2.75 白云电器 -5.50 资本货物 

汉得转债 -2.83 汉得信息 -10.88 软件与服务 

永安转债 -2.96 永安行 -7.43 商业和专业服务 

光华转债 -3.02 光华科技 0.24 材料Ⅱ 

三力转债 -3.08 三力士 -5.85 材料Ⅱ 

杭电转债 -3.47 杭电股份 2.73 资本货物 

吉视转债 -3.56 吉视传媒 -6.10 媒体Ⅱ 

英联转债 -3.64 英联股份 -26.91 材料Ⅱ 

迪龙转债 -3.67 雪迪龙 -15.19 技术硬件与设备 

景 20 转债 -3.73 景旺电子 -10.21 技术硬件与设备 

长青转 2(退市) -3.75 长青股份 -12.44 材料Ⅱ 

久吾转债 -3.76 久吾高科 -0.35 资本货物 

奇精转债 -3.76 奇精机械 -9.13 耐用消费品与服装 

江银转债 -3.76 江阴银行 -8.15 银行 

齐翔转 2 -3.81 齐翔腾达 -5.22 材料Ⅱ 

国君转债 -3.83 国泰君安 -5.19 多元金融 

龙净转债 -3.93 龙净环保 -1.77 资本货物 

宏辉转债 -3.94 宏辉果蔬 -29.25 食品、饮料与烟草 

大禹转债 -4.12 大禹节水 -12.52 资本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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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转债 -4.24 中国核电 -1.60 公用事业Ⅱ 

大业转债 -4.25 大业股份 -16.20 材料Ⅱ 

乐普转债(退市) -4.30 乐普医疗 -14.82 医疗保健设备与服务 

苏农转债 -4.32 苏农银行 -6.24 银行 

华源转债 -4.35 华源控股 -14.13 材料Ⅱ 

海澜转债 -4.43 海澜之家 -16.41 耐用消费品与服装 

核建转债 -4.49 中国核建 2.10 资本货物 

万青转债 -4.52 万年青 -3.55 材料Ⅱ 

星帅转债 -4.60 星帅尔 -36.43 资本货物 

龙大转债 -4.68 龙大肉食 8.57 食品、饮料与烟草 

华菱转 2 -4.68 华菱钢铁 -13.56 材料Ⅱ 

法兰转债 -4.74 法兰泰克 -6.90 资本货物 

木森转债(退市) -4.81 木林森 6.65 半导体与半导体生产设备 

纵横转债 -4.92 纵横通信 -44.02 技术硬件与设备 

荣泰转债 -5.23 荣泰健康 -10.34 医疗保健设备与服务 

汽模转 2 -5.47 天汽模 -13.61 汽车与汽车零部件 

敖东转债 -5.52 吉林敖东 -0.36 制药、生物科技与生命科学 

大族转债 -5.58 大族激光 6.88 技术硬件与设备 

博彦转债 -5.65 博彦科技 -9.17 软件与服务 

冀东转债 -5.74 冀东水泥 -11.29 材料Ⅱ 

国贸转债 -5.74 厦门国贸 -8.99 资本货物 

华统转债 -5.90 华统股份 -38.05 食品、饮料与烟草 

崇达转 2 -5.90 崇达技术 -16.48 技术硬件与设备 

银信转债 -5.95 银信科技 -13.94 软件与服务 

塞力转债 -5.96 塞力医疗 -6.42 医疗保健设备与服务 

台华转债 -6.00 台华新材 -11.27 材料Ⅱ 

环境转债(退市) -6.05 上海环境 -1.80 商业和专业服务 

唐人转债(退市) -6.14 唐人神 -3.29 食品、饮料与烟草 

文科转债 -6.19 文科园林 -9.35 资本货物 

威派转债 -6.27 威派格 -16.18 资本货物 

灵康转债 -6.31 灵康药业 -11.41 制药、生物科技与生命科学 

弘信转债 -6.34 弘信电子 -9.61 技术硬件与设备 

斯莱转债 -6.36 斯莱克 -19.06 资本货物 

联诚转债 -6.45 联诚精密 -15.39 资本货物 

春秋转债 -6.50 春秋电子 -34.42 技术硬件与设备 

华森转债 -6.60 华森制药 -19.45 制药、生物科技与生命科学 

天路转债 -6.64 西藏天路 -4.23 资本货物 

中信转债 -6.71 中信银行 -17.18 银行 

浦发转债 -6.74 浦发银行 -21.75 银行 

隆利转债 -6.74 隆利科技 22.69 技术硬件与设备 

海环转债 -6.80 海峡环保 -10.98 公用事业Ⅱ 

蒙电转债 -7.18 内蒙华电 -6.55 公用事业Ⅱ 

福能转债 -7.27 福能股份 -13.80 公用事业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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璞泰转债(退市) -7.38 璞泰来 19.08 材料Ⅱ 

苏银转债 -7.45 江苏银行 -24.59 银行 

华锋转债 -7.57 华锋股份 -26.80 汽车与汽车零部件 

博威转债(退市) -7.80 博威合金 -9.82 材料Ⅱ 

电气转债 -7.87 上海电气 8.43 资本货物 

全筑转债 -7.95 全筑股份 -15.61 资本货物 

联得转债 -8.28 联得装备 -23.26 资本货物 

永创转债 -8.29 永创智能 -25.06 资本货物 

鲁泰转债 -8.33 鲁泰 A -18.76 耐用消费品与服装 

胜达转债 -8.38 大胜达 -35.71 材料Ⅱ 

交建转债 -8.42 新疆交建 -24.29 资本货物 

众信转债 -8.45 众信旅游 -16.99 消费者服务Ⅱ 

亨通转债 -8.51 亨通光电 -13.96 技术硬件与设备 

精达转债 -8.62 精达股份 -17.29 资本货物 

开润转债 -8.70 开润股份 -26.60 耐用消费品与服装 

招路转债 -8.77 招商公路 -21.44 运输 

东风转债 -8.90 东风股份 -17.81 商业和专业服务 

亚泰转债 -8.97 郑中设计 -44.76 资本货物 

强力转债 -9.03 强力新材 -25.22 材料Ⅱ 

瑞达转债 -9.06 瑞达期货 -16.81 多元金融 

和而转债(退市) -9.13 和而泰 33.57 技术硬件与设备 

多伦转债 -9.21 多伦科技 -24.33 软件与服务 

中来转债(退市) -9.41 中来股份 -10.35 半导体与半导体生产设备 

建工转债 -9.57 重庆建工 -19.91 资本货物 

湖盐转债 -9.57 雪天盐业 -21.02 食品、饮料与烟草 

淳中转债 -9.91 淳中科技 -20.83 技术硬件与设备 

特一转债 -9.95 特一药业 -30.39 制药、生物科技与生命科学 

天康转债 -10.06 天康生物 -17.14 食品、饮料与烟草 

湖广转债 -10.18 湖北广电 -17.01 媒体Ⅱ 

维格转债 -10.22 锦泓集团 -27.30 耐用消费品与服装 

利德转债 -10.39 利亚德 -17.08 技术硬件与设备 

百达转债 -10.41 百达精工 -40.88 资本货物 

北方转债 -10.56 北方国际 -13.76 资本货物 

金轮转债 -10.59 金轮股份 -25.37 资本货物 

烽火转债 -10.73 烽火通信 -12.28 技术硬件与设备 

新北转债 -11.06 新北洋 -22.15 技术硬件与设备 

岭南转债 -11.12 岭南股份 -23.62 资本货物 

苏试转债 -11.18 苏试试验 -17.64 资本货物 

健友转债 -11.24 健友股份 -42.62 制药、生物科技与生命科学 

长久转债 -11.36 长久物流 -24.38 运输 

特发转 2 -11.68 特发信息 -18.28 技术硬件与设备 

比音转债 -11.70 比音勒芬 -14.39 耐用消费品与服装 

新星转债 -11.84 深圳新星 -21.99 材料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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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鹰转债 -11.84 山鹰国际 -19.89 材料Ⅱ 

思特转债 -12.02 思特奇 -21.08 软件与服务 

新春转债 -12.23 五洲新春 -8.45 资本货物 

大丰转债 -12.29 大丰实业 -33.48 资本货物 

国祯转债 -12.30 节能国祯 -14.72 商业和专业服务 

正邦转债 -12.46 正邦科技 -14.24 食品、饮料与烟草 

鹰 19 转债 -12.47 山鹰国际 -18.82 材料Ⅱ 

翔鹭转债 -12.48 翔鹭钨业 -21.22 材料Ⅱ 

佳力转债 -12.62 佳力图 -24.95 资本货物 

星源转债(退市) -12.96 星源材质 0.20 材料Ⅱ 

柳药转债 -13.03 柳药股份 -37.93 医疗保健设备与服务 

道恩转债 -13.04 道恩股份 -24.12 材料Ⅱ 

宏川转债 -13.18 宏川智慧 -15.91 运输 

长信转债 -13.33 长信科技 -13.44 技术硬件与设备 

贵广转债 -13.42 贵广网络 -32.17 媒体Ⅱ 

宁建转债 -13.53 宁波建工 -21.76 资本货物 

金诺转债 -13.83 川金诺 -25.56 材料Ⅱ 

大参转债 -13.86 大参林 -21.02 食品与主要用品零售Ⅱ 

雪榕转债 -13.96 雪榕生物 -23.68 食品、饮料与烟草 

蓝帆转债 -14.12 蓝帆医疗 -27.55 医疗保健设备与服务 

华体转债 -14.29 华体科技 -47.14 资本货物 

海亮转债 -14.48 海亮股份 -27.90 材料Ⅱ 

通威转债(退市) -14.58 通威股份 192.76 半导体与半导体生产设备 

兴森转债 -14.64 兴森科技 -27.62 技术硬件与设备 

森特转债 -14.66 森特股份 -24.17 资本货物 

航信转债 -14.76 航天信息 -45.62 技术硬件与设备 

宝通转债 -14.81 宝通科技 -28.26 软件与服务 

嘉友转债 -15.03 嘉友国际 -31.63 运输 

天创转债 -15.04 天创时尚 -33.40 耐用消费品与服装 

孚日转债 -15.07 孚日股份 -32.57 耐用消费品与服装 

科华转债 -15.10 科华生物 -24.63 制药、生物科技与生命科学 

君禾转债 -15.38 君禾股份 -36.80 资本货物 

创维转债 -15.61 创维数字 -33.36 技术硬件与设备 

长集转债 -15.95 长青集团 -23.08 公用事业Ⅱ 

搜特转债 -16.03 搜于特 -46.92 耐用消费品与服装 

国光转债 -16.60 国光股份 -25.36 材料Ⅱ 

花王转债 -16.90 花王股份 -28.86 资本货物 

广汇转债 -17.41 广汇汽车 -24.34 零售业 

科达转债 -18.26 苏州科达 -38.19 技术硬件与设备 

瀛通转债 -18.77 瀛通通讯 -31.92 技术硬件与设备 

家悦转债 -19.18 家家悦 -51.70 食品与主要用品零售Ⅱ 

润达转债 -19.59 润达医疗 -27.36 医疗保健设备与服务 

华阳转债 -19.79 华阳国际 -42.87 商业和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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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钢转债 -20.55 本钢板材 -9.35 材料Ⅱ 

同和转债 -20.57 同和药业 -25.27 制药、生物科技与生命科学 

德尔转债 -20.76 德尔股份 -48.56 汽车与汽车零部件 

贝斯转债 -21.08 贝斯特 -25.50 汽车与汽车零部件 

奇正转债 -21.88 奇正藏药 -3.03 制药、生物科技与生命科学 

圆通转债(退市) -22.30 圆通速递 -9.09 运输 

亚药转债 -23.05 亚太药业 -41.68 制药、生物科技与生命科学 

城地转债 -24.14 城地香江 -42.12 软件与服务 

翔港转债 -25.39 翔港科技 -48.04 材料Ⅱ 

鸿达转债 -28.55 鸿达兴业 -27.88 材料Ⅱ 

国城转债 -28.69 国城矿业 -59.29 材料Ⅱ 

游族转债 -30.50 游族网络 -43.45 软件与服务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图 11：2020 年可转债涨幅为正的部分个券及正股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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