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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歌可转债被爆炒
记者

王婧

核心提示
乐歌又火了！近日，乐歌转债一上市就遭爆炒，前 3 个交
易日累计上涨 130%。
更引人关注的是，乐歌转债上市才 4 天，公司实际控制人
及其一致行动人就连续 3 日减持至清仓。
乐歌股份可谓是今年宁波板块的“话题王”。今年 8 月，
因董事长项乐宏怒怼基金经理调研不力引发市场热议，在资本
圈火了一把。
随后，又因董事长夫人联手高管耗资近千万元增持公司股
份逾 11 万股，再度刷屏资本圈。
而在更早前的 6 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在广交会开幕式
上视频连线项乐宏，点赞企业危中求机加速布局海外仓，撬动
出口逆势上扬。乐歌股份也因此名声在外。一时，乐歌股份股
价一飞冲天，4 个多月累计上涨 3 倍多。

乐歌转债大涨
在宁波A股上市公司中，乐歌股份今年市场表现可谓可圈可点。
截至目前，乐歌股份股价年内涨幅超 260% （后复权），仅次
于锦浪科技。即使在所有 A 股中，凭其涨幅也已位居 20 大牛股之
列。这对于主营家庭耐用品生产的企业来说实属不易。
就在股价处于历史高点之时，10 月 21 日乐歌股份公告称，拟
发行面值 100 元乐歌转债 142 万张，总额 1.42 亿元。10 月 20 日收
市后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可参加优先配售，配售比例约为本次
可转债发行总额的 99.9954%。
公告显示，乐歌股份实际控制人项乐宏、姜艺 （项乐宏妻
子） 及其一致行动人丽晶电子、丽晶国际、聚才投资共计配售乐
歌转债 89.66 万张，占发行总量 63.14%。
乐歌股份董秘、财务总监朱伟曾在可转债发行网上路演时表示，
目前，公司经营情况较为稳定，预计2020年全年业绩情况良好。
11 月 10 日，乐歌转债上市，开盘即大涨 30%，触发盘中临时
停牌至 14 时 57 分。当日，仅 3 笔成交就将收盘价格封于 132 元，
上市首日大涨 32%。全天成交 1262 万元；
11 月 11 日，乐歌转债再度在开盘后迅速触发“20%涨幅”临
停 线 ， 上 午 10 时 复 牌 后 一 度 冲 击 30% 涨 幅 ， 最 终 全 天 收 涨
18.94%，总成交额暴增至 11.97 亿元；
11 月 12 日，乐歌转债开盘后延续上涨，2 次临停后，14 时 57
分复牌的乐歌转债价格在短短 3 分钟内一路走高，最终收于 230
元，全天涨幅达 46.50%，成交金额超 38 亿元。
11 月 13 日，乐歌转债大幅震荡，最高上摸 259.98 元，最低下
探 198.12 元，最终跌 7.25%报收 213.333 元，全天成交总额倍增至
69.89 亿元。
与转债相反，正股乐歌股份却节节走弱，11 月 10 日至 13
日，乐歌股份累计下跌 14.58%。
记者发现，自乐歌股份发布发行可转债公告的 10 月 21 日起，
乐歌股份股价开始逐级下跌，尽管 10 月 23 日盘中创下 127.18 元
（后复权） 历史新高。截至 11 日 14 日收盘，18 个交易日累计跌幅
已超 30%，已是今年以来调整幅度最大的一次。
乐歌转债炒作迹象明显。
11 月 12 日晚，乐歌股份公告称，乐歌转债上市 3 日累计涨幅
130%，转股溢价率已达 207.04%，均处于较高水平。当日成交量
207.2 万手，换手率高达 1459.24%，处于交易异常状态。
“通常情况下，股票价格与其可转债价格高度正相关，且不存
在超高溢价率的情况。
”乐歌股份表示，近期，乐歌转债价格较大偏
离与公司股价之间的关联，存在较大的估值风险。依据相关规则，
可转债交易不设置涨跌幅限制，可能存在价格大幅波动的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在转债价格飙升之时，乐歌股份实际控制人
及其一致行动人开始大幅减持。
11 月 12 日，乐歌股份发布公告称，11 月 11 日，公司实际控
制人姜艺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聚才投资，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
易合计减持乐歌转债 15.7 万张，占总量 11.06%。其中，姜艺女士
通过集中竞价减持乐歌转债 1.7 万张，占总量 1.20%；聚才投资通
过大宗交易减持 14 万张，占总量 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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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歌股份日 K 线图
11 月 13 日一早，乐歌股份公告称，11 月 12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姜艺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丽
晶电子、聚才投资，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减
持乐歌转债共计 43.76 万张，占总量 30.81%。其
中，姜艺女士通过集中竞价减持乐歌转债 3 万张，
占总量 2.12%；聚才投资通过集中竞价减持 7211
张，占总量 0.51%；丽晶电子通过大宗交易减持
40 万张，占总量 28.19%。
11 月 13 日晚，乐歌股份再发公告称，实际控
制人姜艺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乐歌转债共计 30.2
万张，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21.27%。本次减持完成
后，公司实际控制人项乐宏、姜艺及其一致行动
人不再持有乐歌转债。
对此，有业内人士称，控股股东在转债上市
后减持是较常见现象，减持后流通盘变大，相对
不利于炒作。不过，也必须承认，股东在炒作中
减持转债获益不少。
记者发现，不少网民和投资者均在复盘和讨
论乐歌股份大股东的本次减持和乐歌转债近日异
动。甚至有网友称，乐歌转债验证新规后新式炒
作——迅速拉板、连板式炒作。

乐歌转债为何被爆炒？
今年以来，A股可转债市场已几度刮起炒作妖风。
3 月、8 月、10 月，“单只可转债日涨幅超过
30%”的情形均曾在市场上连续多日上演。
在 10 月转债炒作最疯狂的 23 日，可转债市场
成交额突破 1900 亿元，创下历史新高。这一成交
额已相当于当日中小板市场的 1.5 倍。其中，成交
最火爆的智能转债单日成交额高达 297.3 亿元，是
同日 A 股市场成交额最高的中国平安近 4 倍。
在 10 月 23 日，证监会发布 《可转换公司债券
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证监会表示，针对近
期出现的个别可转债被过分炒作、大涨大跌的现
象，将着重解决可转债交易规则与其“股性”不
匹配、信息披露规则与其“债性”不匹配、发行
人与投资者权责不对等、日常监测不完备、受托
管理制度缺失等问题。
而沪深交易所 7 月 24 日发布的 《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投资风险揭示书必备条款》
也自10月26日开始施行。当日起，未签署 《风险揭
示书》 的投资者，不能申购或者买入可转换债券。
那么，近日，炒作可转债的“妖风”为何又
在乐歌身上复现？
“乐歌主要从事专注于人体工学产品的研发
和生产，用于智慧办公和健康办公。疫情背景
下，居家和远程办公趋势促进了乐歌的发展。今
年前三季度，乐歌股份营收、归母净利润分别同
比增长 73%、320%。”“总体来说，临停制度对炒
作肯定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如果没有停牌，转债
涨幅可能会更高。”有市场人士表示，近期，被炒
作的可转债数量已大幅减少，游资集中火力针对
小部分可转债，说明游资在做最后的挣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