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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點評
2017 年 2 季度基金轉債持倉分析
基金轉債持倉減少，佔轉債市值比重創新低。2017 年 2 季度公募基金轉債持倉 213 億元，環比減少 50 億元。
開放式基金中，債券型和混合型持倉分別減少 19.4 億元和 25.8 億元，股票型持倉從 2017Q1 的 5.43 億元大幅
減至 0.80 億元。其中，混合一級和混合二級債基轉債持倉分別減少 7.4 和 4.2 億元。轉債持倉佔轉債市值的
比重降至 23.7%（一季度為 28.6%），創 09 年以來的新低。
基金倉位減少，一方面源於轉債市場規模減少；另一方面，基金 5 月因市場大跌減倉，6 月因市場轉暖加倉，
但加倉程度仍有限。具體來看，轉債規模減少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歌爾和白雲兩檔基金偏好的白馬轉債退
市，二是廣汽、寶鋼等轉股規模較大（如廣汽 Q2 因轉股大約減少 7 億元），三是新發轉債規模較小（久其、
模塑、永東、山高共計 44 億元）。上交所資料顯示 6 月末上交所可轉債市值為 527 億元、環比減少 32 億元，
但基金上交所可轉債持有市值增加 7.7 億元（而 5 月減少 22.9 億元)。
從持有基金數來看，洪濤轉債位列第一。有 178 家基金將洪濤轉債列為重倉券，多為債券型和混合型基金持
有。持倉量最大的為興全可轉債，持倉市值 5014 萬元。其次為三一和海印轉債，分別有 141 和 129 家基金
將其列為重倉券。
從持倉總市值來看，三一轉債居首，其基金重倉券總市值 21.39 億元，佔三一轉債餘額的 48%，而電氣、光
大、寶鋼 EB、國貿、廣汽和國盛 EB 位居 2~7 位，持倉總市值在 9.72~18.58 億元之間。從基金重倉券佔轉債
餘額比重來看，九州、格力、以嶺 EB、順昌和汽模轉債 50%以上的餘額被列入基金重倉券名單。
從持倉變動情況來看，大幅增持皖新三一，大幅減持電氣廣汽。基金重倉券增持前三位個券為皖新 EB
（+4.71 億元）、三一轉債（+4.47 億元）和以嶺 EB（+3.72 億元），減持前三位個券為電氣（-9.03 億元）、
廣汽（-4.74 億元）和海印轉債（-1.25 億元）。
轉債基金規模增加，槓桿下降，轉債倉位縮減。2017 年二季度末未新增轉債基金，轉債基金資產淨值為
61.71 億元，環比增加 4%。其中，富國轉債和興全可轉債環比增幅最大，分別為 21.7%和 21.1%。轉債基金
整體槓桿率為 107%，較 2017Q1 小幅減少。具體來看，民生加銀轉債槓桿率最高，為 132%，興全可轉債、
申萬菱信可轉債和銀華中證轉債槓桿率最低，基本沒有槓桿。轉債基金配臵可轉債 41.27 億元，較一季度末
減少 1.87 億元，配置金額佔轉債總市值的 4.7%，與一季度持平。轉債基金平均可轉債市值佔基金資產淨值
的比重從 2017Q1 的 86%下降至 2017Q2 的 82%。

風險提示：基本面變化、股市波動、貨幣政策不達預期、價格和溢價率調整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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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與主題熱點點評
傳媒：2017 年 H1 遊戲資料點評
2017 年 H1 中國遊戲市場收入達 997.8 億元（同比+26.7%），整體仍維持較高增速。其中手游市場收入達
561.4 億元（同比+49.8%），仍為遊戲市場增長的核心引擎，佔比整體遊戲市場比重已達 56.3%。上半年端
游市場規模達 319.5 億元（同比+13.7%），增速在連續三年下降後首度回升至 10%以上。細分領域，遊戲出
海和電競是未來遊戲市場增長的亮點。上半年我國遊戲出海市場規模約 39.9 億美元（同比+57.7%）。此外
我們認為電子競技是遊戲產業成熟後在中下游產業鏈上重要的投資機會。上半年中國電子競技收入達到
359.9 億元（+43.2%）。
標的推薦：完美世界、三七互娛、遊族網路、中文傳媒。

風險提示：端游頁遊增長持續下滑；市場競爭激烈；新產品表現不及預期，政策風險。

有色金屬：電解鋁自備電廠補繳政府性基金及附加，成本提升或刺激產能收縮
1. 發改委和能源局宣佈清理電解鋁自備電廠欠繳的政府性基金及附加。
網易財經等媒體報導，7 月 25 日，國家發改委和能源局在政策宣講會上表示將全面清理自備電廠欠繳的政
府性基金及附加。對於自備電廠的整頓，自 2015 年 11 月國務院公佈《關於加強和規範燃煤自備電廠監督管
理的指導意見》就已經開始，《指導意見》中指出企業自備電廠自發自用電量應承擔並足額繳納國家重大水
利工程建設基金、農網還貸資金、可再生能源發展基金、大中型水庫移民後期扶持基金和城市公用事業附加
等依法合規設立的政府性基金及政府性交叉補貼，各地政府均不得隨意減免或選擇性徵收。2017 年 5 月，
國家發改委、能源局下發《關於開展燃煤自備電廠規範建設及運行專項監督的通知》，並會同工信部、財政
部、環保部等赴新疆、山東、內蒙古、江蘇、廣西和甘肅六省對自備電廠的基本情況進行督查，並在 7 月
25 日的政策宣講會上表示將全面清理自備電廠欠繳的政府性基金及附加。
2. 補繳政府性基金及附加大幅提升電解鋁成本，或刺激產能收縮。
據 wind 資料顯示，至 2016 年底全國建成約 4300 萬噸電解鋁產能，其中超過 3300 萬噸產能配備自備電廠，
電力自給率高達 77%以上。據安泰科，一噸電解鋁約需 13000 度電，電力約佔電解鋁成本的 40%。假設每度
電需徵收 0.05 元的政府性基金及附加，每 100 萬噸電解鋁需補繳 100w＊13000*0.05=6.5 億元。擁有自備電廠
的電解鋁企業依靠電價優勢帶來的成本優勢，取得豐厚利潤，產能不斷擴張。此次國家嚴格執行清理自備電
廠欠繳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的政策，不但大幅提升未來的電解鋁行業平均成本，而且補繳所欠基金費或從經濟
角度刺激企業縮減不合規產能，助力電解鋁供給側改革更快地推進。
3. 補繳政府性基金消除電價不平等，助力電解鋁行業規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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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自備電廠欠繳政府性基金的政策從根本上消除了該行業的電價不平等導致的成本不平等情況，有利於規
範電解鋁行業，淘汰高能耗高排放的落後產能，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產能的無序擴張，有利於為電解鋁行
業提供一個更加公平、規範的市場競爭環境，從根本上實現去產能和產能結構性升級。
4. 規範自備電廠＋去產能多管齊下，供需改善利好鋁價。
據亞洲金屬網，中國電解鋁違規產能約 487 萬噸。截至 7 月中旬，中國電解鋁供給側改革已經影響約 395 萬
噸產能，包括 100 萬噸在建產能，160 萬噸左右建成未投產產能和 135 萬噸左右的運行產能。目前我國電解
鋁違規產能主要集中在新疆地區和山東魏橋，也是自備電配置率較高的地區和企業。隨著包括山東魏橋和信
發集團在內的電解鋁巨頭主動減產，以及後續企業受自備電政策或執行的被動減產，供給側改革必將繼續深
化，國家對供給側改革的決心和執行力已充分體現並將進一步增強。去產能、規範自備電廠、碳交易制度疊
加上採暖季減產等一系列政策的實施，電解鋁的供需將得到極大改善，基本面和成本支撐同向利好鋁價，電
解鋁企業的盈利也將大幅改善，建議關注電解鋁行業龍頭企業：神火股份、雲鋁股份、南山鋁業、中孚實業
等。

風險提示：政策的不確定性及下游需求不及預期的風險等。

農業：轉基因專題：風雲際會，蓄勢待發
轉基因技術：天使還是惡魔。轉基因技術可以更加快速、高效地改變目標物種的性狀特徵，從而極大地加快
育種的速度、提高育種的效率，在提升作物產量、減輕環境壓力方面相較於傳統種子產品具有明顯的比較優
勢。同時，轉基因技術安全風險一直是公眾關注的最大焦點，其對人體健康的潛在危害以及對生態環境的影
響是主要的爭議點。
全球轉基因作物產業化現狀。全球轉基因市場規模達 158 億美元，佔全球商業化種子市場規模的 35%。2016
年，全球轉基因作物的種植面積從 1996 年的 170 萬公頃增加到 1.85 億公頃，21 年間增加了 110 倍，成為近
年應用最為迅速的作物技術。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大小的影響因素較多，包括農產品的價格，生物質能的需
求量，畜禽飼料需求量，生態環境的壓力，政府的監管政策以及消費者的觀念等。目前，大豆、玉米、棉花
和油菜是種植最多的四大主要轉基因作物，其中轉基因大豆的種植面積最大，佔全球轉基因作物總種植面積
的一半。
轉基因在我國的發展歷程。我國政府對轉基因技術一直非常重視，轉基因的科研工作在我國起步較早，自主
創新能力持續提升。目前為止，我國只批准轉基因抗蟲棉和轉基因抗病毒的番木瓜兩個農作物的商業化應用，
同時我國允許從國外進口轉基因大豆、轉基因玉米、轉基因油菜和轉基因棉花及相關的直接加工產品，這些
組成了當前在我國市場上流通的所有轉基因相關產品。2016 年國內轉基因作物的種植面積達 280 萬公頃，
主要是轉基因抗蟲棉。
我國主要種企的轉基因研發實力。從世界範圍來看，憑藉轉基因種子產品在成熟市場的高種植率，孟山都等
種業巨頭能實現近百億美金的銷售收入。我們認為，我國轉基因作物商業化推廣範圍的擴大將會循序漸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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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可能不會有實質性的變化，但一旦放開，一方面對存量的傳統種子產品市場形成較大的衝擊，另一方面
也將由於產品門檻的大幅提高，在市場份額上會集中在少數幾家公司。這對於轉基因技術儲備深厚的企業而
言，將是爆發式的發展突破機會。我們重點推薦轉基因育種走在最前列的大北農，同時建議關注隆平高科、
荃銀高科和登海種業。

風險提示：轉基因推廣進度不及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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