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尚融讲堂
第八十一课

可转换债券的介绍（二）

可转换债券，简称可转债，又称作

可换股债券，是债券的一种，它可以转

换为债券发行公司的股票，其转换比率

一般会在发行时确定。

可转换债券通常具有较低的票面利

率，因为可以转换成股票的权利是对债

券持有人的一种补偿。由于将可转换债

券转换为普通股时，所换得的股票价值

一般会大于原债券价值。但是一旦转换

成股票就有下跌风险，不再有债券保值

特性。

从本质上讲，可转换债券是在发行

公司债券的基础上，附加了一份期权，

并允许购买人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将其

购买的债券转换成指定公司的股票。当



可转债失去转换意义，就作为一种低息

债券，它依然有固定的利息收入。如果

实现转换，投资者则会获得出售普通股

的收入或获得股息收入。

对投资者而言可转债具备了股票和

债券两者的属性，结合了股票的长期增

长潜力和债券所具有的安全和收益固定

的优势。此外，可转债比股票还有优先

偿还的要求权。

对公司而言发行可转债有以下两个

好处：一是取得较低的票面利率，减少

利息支出；二是实现推迟的股权融资。

因此，它适合那些处于成长阶段，或处

于暂时的财务困境期的企业。

可转债的历史

1843 年美国 New York Erie 铁道公

司发行第一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但此后

100 多年，可转换公司债券一直在证券市



场中处于非常不清晰的地位，没有得到

市场的认同和重视。直到 20 世纪 70 年

代，美国经济极度通货膨胀使得债券投

资人开始寻找新的投资工具，可转换公

司债券由此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在此后

30 年在全球迅速发展起来。

我国最早发行可转债的是非上市公

司。1991 年 8 月，琼能源首次用转债发

行了新股。1992 年 11 月,深宝安发行 A

股可转债,是我国第一只由上市公司发

行的转债。但之后由于“宝安转债”转

股失败,我国转债市场的发展陷于停滞。

直到1997年 3月 25日,国务院证券

委颁布了《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暂行办

法》，同时国务院决定在 500 家重点国

有未上市公司中进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试点工作。我国可转债才得以再次得到

发展。此时的转债肩负了扶植国有企业

脱困、成长的重任。



2001 年 4 月底管理层出台了《上市

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办法》及《上

市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可

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三个配套文

件。成为了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热潮的助推器，从政策上保证和强调

了可转换公司债券合法的市场地位。这

一年可转换公司债券市场有了很大改

观，陆陆续续有 50 多家上市公司公布了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计划。

2005 年，对于转债市场来说可谓灾

难性的一年。一级市场来看，由于让路

股权分置改革，转债发行进入暂停，全

年无一只转债发售。

2006 年末管理层出台的《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首次将分离交易可

转债列为上市公司再融资品种，由于条

款设计更加灵活能够实现一次审批两次

融资，再加上权证可以实现 T+0 及杠杆



交易，深受上市公司和投资者欢迎，之

后的几年分离交易可转债一度占据主导

而传统可转债则逐渐淡出。

2010 年由于权证的过度非理性投机，

作为当时权证的唯一增量来源，分离交

易可转债的审批陷入停滞并逐步退出市

场。随着分离交易可转债的退出，传统

可转债再一次得到快速发展。至此可转

债进入平稳发展期。

我国可转债现状及前景

从 1991 年第一支可转债发行，通过

可转换公司债券在资本市场上进行融资

的公司不断增多。目前可转债已经经历

了 20 余年的发展壮大和完善的过程，正

在逐渐步入成熟。截止 2013 年年初，市

场上现存的可转债已经达 22 只。由于其

所特有的双重属性，正逐步被广大投资

者的所接受，尤其在近几年的不断发展

正显示出巨大的发展潜力。



现阶段我国发行可转债的公司条件

相当严格，包括最近 3 年连续盈利且净

资产利润率平均在 10%以上（能源、原材

料、基础设施类公司可以略低，但不低

于 7%），可转债发行后资产负债率不高

于 70%等严格的准入条件。

与此同时监管部门支持业绩优良、

成长性强、运作规范的上市公司发行可

转债。这也就决定了发行可转债的上市

公司均为金融、保险、公用事业(诸如水

电、能源、交通运输)、制造业、冶金、

化工、纺织等我国优势行业中的质地优

秀的企业,具备良好的盈利能力和偿债

能力。进一步从基本面上保证了这些企

业发行的可转债具备良好的投资价值。

从行业分布上看，我国当前正在流

通的可转债多集中在金融、制造、原材

料和能源等行业，而信息技术、电讯、

医药和生物工程等行业的高科技上市公



司可转债发行仍是空白。而从美国和欧

洲市场的数据来看，高成长高风险性行

业(如 IT 和生命科学行业)、资本密集型

行业(如电信和医疗保健行业)以及资本

成本较为昂贵行业(如金融和消费品行

业)最倾向于发行可转换债券。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对可转

换债券发行企业过于严格的要求在很大

程度上抑制了我国可转换债券市场的发

展和交易规模的扩大，市场规模远远落

后与股票市场的发展。但是对于投资者

而言，较高的门槛反而更有利于保护投

资者的利益。

也难怪在比较了中美两国的可转债

之后，著名的投资大师索罗斯不禁感叹，

中国的可转债被低估得不可思议。与美

国发行的可转债相比，中国的可转债可

以说几乎没有信用风险，因为所有发债

公司都有包括四大行在内的实力机构做

担保。索罗斯的这句感慨算是国际投资



行业对当前我国可转债市场投资价值最

权威的认可了。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可转债一

直是资本市场上的一个重要融资品种。

资料显示，目前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可

转债市场。2012 年末，美国可转债市场

存量已愈 2500 亿美元。

而与之形成巨大差距的是，中国的

可转债市场发展则相对滞后，呈现出个

券数量少，规模占资本市场的比例偏低

的特点。对比国外成熟市场的发展路径，

未来我国可转债市场具有较大的扩容空

间。并且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不断推进，

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已写入我国中长期金

融发展规划，届时可转债将迎来新一轮

跨越式的发展。

关于非上市公司发行可转债的探讨



根据《公司法》及《证券法》的规

定，我国的可转债指的是上市公司发行

的可转债。目前，我国对上市公司发行

可转债有较高的要求，对公司净资产，

平均可分配利润等审核的标准较高，但

同时也鼓励优质的上市公司发行可转

债。具体要求为：

1、最近 3年连续盈利，且最近 3年净

资产收益率平均在 10%以上；属于能源、

原材料、基础设施类的公司可以略低，

但是不得低于 7%

2、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后，资产负债率

不高于 70%；

3、累计债券余额不超过公司净资产额的

40%；

4、募集资金的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5、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利率不超过银行同

期存款的利率水平；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39335&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39335&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1777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45902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2903&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2903&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265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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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额不少于人民

币 1亿元。

股票市场低迷时持有债券,股票市

场火暴时进行债转股，获得更高收益,投

资者应该积极参与可转债需要在发行时

申购,或者发行前买入对应的股票来获

得优先认购权，通常会形成积极的影响,

因为筹集的资金投入新的项目一般都会

带来更多的利润，对股价影响不大，机

构大多积极认购,股价在短期内会有个

小幅上涨，在认购除权的当日会出现明

显的小幅下跌。

目前证监会尚未出具非上市公众公

司可转债发行的相关文件。按照我国现

行的法律体系，也没有专门针对非上市

公司可转债的立法。现在涉及公司债的

主要由 《公司法》、《证券法》和证监

会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来

作出相关的规定。2006 年 5 月 6 日。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废止

《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暂行办法》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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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经国务院批准，《可转换公司债券

管理暂行办法》（国务院 1997 年 3 月 8

日批准，国务院证券委 1997 年 3 月 25

日发布）于 2006 年 5 月 8 日予以废止。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

以铭2013年曾向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十八次会议报告了证券法修订草案的审

议结果。他介绍，有常委会委员提出，

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只有上市公司可以

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证券法

在规范证券发行条件时，应与公司法的

上述规定相衔接。为此，修订草案增加

条款规定，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为股票

的公司债券，除应当符合第一款规定的

条件外，还应当符合本法关于公开发行

股票的条件，并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

机构核准。

从实务角度，非上市公众公司，很

难获得投资者的认可，发行很容易流标，

没有券商愿意承销的。而对于拟上市企



业来讲，按照股权在申报前须确定的原

则，必须要转完股才能报。

《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出台，其中涉及到低信用等级高收益债

券和私募可转债等创新金融产品有望率

先引入战略性新兴产业。以私募可转债

为例，私募可转债一直被誉为中小企业

的融资利器，对于中小企业的成长帮助

巨大，但是目前的法律界定还十分模糊。

对于私募可转债未来的前景，专家认为，

私募可转债就好比是股权和债权之间的

桥梁，如果能够得到相关政策的指引和

扶持，那么肯定是利大于弊。但是，整

个的立法过程要符合国家金融发展的整

体步伐。

目前国内可转债主要表现形式为：

1 上市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公

募性质的可转债）



2 部分PE机构与被投资方发生类

似于可转债的交易（类可转债）

目前国内尚未建立私募可转债的相

应法律法规、监管体系。所以，狭义地

认为，私募性质的可转债目前尚未在国

内出现。

私募可转债在国外

在海外市场私募可转债被广泛的应用

于：

1 股权基金和创业资本对中小企

业的投资

2 企业引入战略投资者

3 兼并收购

4 职工股权激励

美国私募可转债市场的发展

自 1990 年颁布了 144A 规则之后，

美国大量的可转债的发行从公募市场转



移到私募市场。如今可转债 80%以上的初

始发行是在私募市场（144A 市场）进行

的。

144A 市场之所以能够如此的吸引可

转债发行，主要是因为发行速度更快，

获得机构投资者的欢迎。美国可转债在

私募市场发行之后，如果后续重新在 SEC

登记注册或者获得 SEC 的注册豁免就可

以转为公开发行。

国内私募可转债尚存在的问题

 目前私募可转债在国内没有实质性

的法律障碍

1 现行《公司法》和《证券法》

并没有排他性的禁止私募可转债发行，

从法律上来讲，没有对私募可转债构成

障碍。

 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 贷款通则的限制：目前法律还

不允许公司间相互直接借债，而是必须



通过第三方委托授权（例如银行），进

行企业间的借贷。

2 我国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以

投资人以可转债等债权方式出资的验资

问题以及“债转股”问题仍需取得相关

主管部门的成文指导。

3 是否属于《公司法》第 159 条

规定的公司债券？是否受《公司法》第

155 条的限制？

4 国有控股公司发行私募可转

债，则会涉及到国有资产监管的问题。

5 IPO 审核期间，尚未转股的私募

可转债如何处置？

6 外资机构是否可以认购私募可

转债？

几点探讨

 关于发行主体

– 建议为股份有限公司及有限责任

公司。

 关于发行对象



– 建议采用宽松的原则，任何机构

和个人均可以投资私募可转债。

 发行条件

– 对盈利不设定要求。

– 净资产标准降低至 1000 万元。

– 对现金流水平不做特别限制。

 登记托管及流通环节，建议参考已经

运作的其他私募债券产品的模式，并

实现以下功能：

– 为保障投资者权益，私募债券应

该实名制托管在具有公信力，被监管

机构认可的登记托管机构登记托管。

– 为保持市场流动性，应该允许私

募可转债在合格投资者之间流通转

让，并向监管机构进行备案。

 信用评级及增进

– 2008 年 4 月 9 日发布的《银行间

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

理办法》规定“第九条：企业发行债

务融资工具应由在中国境内注册且具



备债券评级资质的评级机构进行信用

评级。”

– 中小企业内部信用增级能力有

限，应着眼于外部信用增级。

– 成立专门的中小企业信用增级机

构，是私募可转债市场发展的重要条

件。

 私募可转债与 IPO 审核之间的矛盾

– 中国证监会对于 IPO 的审核要求

“上市前公司股权不存在重大不确定

性”。

– 私募可转债的存在将导致企业

IPO 申报出现障碍。

 私募可转债的发行可以引入券商作

为承销商

– 私募可转债涉及的股权定价。

– 券商较早介入，有利于提高企业

上市成功率和降低私募可转债的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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