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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可转换债券是一种以债券为基础的金融工具，投资者可以在转换期限内，以
事先约定的转换价格将持有的可转债转换成发行方的股票，通常可转债的票面利

库

率比相同信用级别的债券更低。境外可转债市场已有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市场
成熟完善，可转债种类多样，发行方式灵活。由于中国引入可转债的时间较短，

要

同时中国的资本市场还不够成熟，各种制度尚未完善，使得我国可转债市场仍处

摘

于起步阶段，在发行规模与制度规范上都远远比不上海外可转债市场。2017 年 2
月证监会新的再融资规则限制了增发方式的股权融资，鼓励上市公司发行可转债

文

融资，我国可转债市场即将迎来一波发展热潮。可转债同时具有股权与债权的特

论

性，有助于监督企业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票面利率通常低于同期银行贷款利
率，融资成本较低，能够延迟股本增长的速度，对股本的稀释效应相对较慢。然

士

而若转股不成功，企业将面临集中偿债的危机。以往的学术研究很少涉及可转债

硕

融资风险的控制，我国资本市场上也鲜有可转债发行失败的案例，企业缺乏可转
债融资风险控制意识，因此，对可转债融资风险控制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

博

实意义。

学

本文以国内外学者对可转债及风险控制的研究成果和研究理论为基础，探究

大

企业利用可转债融资过程中常见的风险种类及融资风险形成机理。在深入分析福
记食品融资案例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可转债融资风险控制体系的方法。

门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首先，通过文献研究方法，全面梳理了可转债融资理

厦

论及企业风险控制理论，结合可转换债券与其他融资方式的差异分析，归纳可转
债独特的融资风险种类，找出风险成因及作用机理。其次，使用定性及定量分析
相结合的方法，识别并评估了案例公司可转债融资风险，探寻可转债融资过程中
的关键控制点。最后，根据案例分析结果及风险控制理论，有针对性地提出可转
债融资风险控制措施，主要包括融资决策管控、募集资金使用管控、构建风险预
警机制及风险应急机制、完善监督和绩效考评机制。

关键词：可转换债券；融资风险；风险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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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vertible bond is a bond-based financial instrument which can be converted
into the issuer’s stock byinvestors during preconcerted period, at previously agreed
conversion price. Usually the coupon rate of convertible bonds is lower than

库

corporate-bond at the same credit level. Overseas convertible bond market has a
history of more than 170 years, which has been mature and perfect with diversified

要

types of convertible bonds and flexible issuing methods. The issuance of the first

摘

convertible bond in China less than three decades and immature capital market makes
China's convertible bond market still in its infancy, as well as its issuing size and

文

system specifications are far behind overseas convertible bond market. In February

论

2017, the new refinancing rules of the SFC limited the issuance of equity financing,

士

encouraging listed companies to issue convertible bonds, and China's convertible
bond market is about to usher in a period of rapid development. Convertible bonds

硕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quity and claims, which can help monitoring the

博

efficiency of capital utilization. And the coupon rate is usually lower than the bank
loan interest rates, that makes issuer has lower financing costs. However, if the

学

conversion is not successful, the issuer will face a crisis of centralized debt. In the

大

past, academic research rarely involves the control of financing risk of convertible
bonds. There are few examples of the failure of convertible bond issuance in China's

门

capital market. The enterprise lacks awareness of risk control of convertible bond

厦

financing. Therefore, the research of this paper has a certai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Based on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academic research results and theories of

convertible bonds and risk control,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mmon risk types and
financing risk formation mechanism in the process of issuing convertible bonds. On
the basis of deeply analyzing the case of Fuji’s financing,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methods of constructing the risk control system of convertible bond financing.
The main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ly, through the literature
II

research method,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sums up the theory of convertible bond
financing and risk control.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onvertible bonds and other financing methods, this paper described the causes of
financing risk and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Secondly, th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methods are used to identify and evaluate the risk of financing

库

inFuji’s case.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case analysis and the theory of
risk control, the risk control measures of convertible bond financing are put forward,

要

which mainly include financing decision-making control, control of efficiency of

摘

capital utilization, construction of risk early warning mechanism and risk emergency

文

mechanism, improvement of supervision and performance appraisal.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Key Words：Convertible Bond；Financing Risk；Risk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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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章绪论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库

（一）研究背景

要

可转换债券是一种以债券为基础的金融工具，投资者可以在转换期限内，以
事先约定的转换价格将持有的可转债转换成发行方的股票，通常可转债的票面利

摘

率比相同信用级别的债券更低。简而言之，可转债是公司债券和看涨期权的混合

文

体，同时具有债权和期权的特征，此外，可转债相较于股票还有优先受偿的请求
权。

论

自 1843 年美国发行第一张可转换债券至今，境外可转债市场已有一百七十

士

多年的历史，市场成熟完善，可转债种类多样，发行方式灵活。而我国可转债是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国内股票市场发展才开始崭露头角。1992 年，深宝

硕

安成为我国第一个发行可转债的上市公司，但由于宝安转债转股失败，我国可转

博

换债券市场的发展受挫，近十年之后才重新活跃起来。经过二十五年的发展，可

学

转债已成为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我国资本市场上，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更为宽松、定价时点选择更

大

多、发行成功概率较大，导致绝大部分上市公司再融资的首选方式为非公开发行

门

股票，市场上的公开发行规模大幅减少，再融资工具品种结构不均衡。可转债、
优先股等股权与债券相结合的融资产品发展缓慢。有鉴于此，2017 年 2 月 17 日，

厦

证监会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进行修订，鼓励上市公司发行可
转债进行再融资，可以预见，未来几年我国可转债市场将蓬勃发展。
由于中国引入可转债的时间较短，同时中国的资本市场还不够成熟，各种制

度尚未完善，使得我国可转债市场仍处于起步阶段，在发行规模与制度规范上都
比不上海外可转债市场。我国上市公司可转债融资存在诸多问题，对可转债融资
过程中的风险更是不甚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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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可转换债券作为中国证券市场上一种较新型的金融衍生产品，其市场规模和
制度均尚处于发展阶段。利用可转债进行再融资的上市公司大部分既缺乏对可转
债融资风险防范的意识，也缺乏相应的风险控制能力。如 1992 年 6 月深宝安发
行五亿元可转债，发行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大幅上升，但随后由于转股失败加上

库

业绩下滑，导致公司陷入财务困境。此外，由于我国可转债市场尚不成熟的现状，

要

学术界对可转债融资风险的理论研究也不够充分。

本文根据福记食品服务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记食品”）发行可转换债

摘

券融资案例为载体，以国内外学者对可转债及风险控制的研究成果和研究理论为

文

基础，研究企业利用可转债融资过程中常见的风险及成因，提出控制可转债融资
风险的方法，具有一定的现实和理论意义。本文的研究目的旨在通过对可转债融

论

资风险分析，研究我国上市公司对可转债融资风险控制的措施，为如何防范和降

士

低可转债融资风险提出建议，为我国可转债市场的健康发展和上市公司发行可转

硕

债提供参考和帮助。

博

二、研究方法与论文框架

学

本文主要通过文献综述总结现有研究成果，以规范性研究论述理论基础，最

大

后以案例研究印证理论，通过以上三种研究方法的结合，详细分析了可转债融资
过程中的风险以及风险控制的方法。

门

本文首先以文献综述分析的方式，集中展现了以前学者对于可转债融资问题

厦

的研究成果，同时对与可转债融资风险有关的文献进行了综述。然后，通过规范
研究的方式，对涉及到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深入分析，试图从理论的角度发现和解
决问题，一方面为接下来的案例分析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也将用案例对理论启示
予以佐证。接着在案例分析部分，本文对福记食品在发行可转债过程中遇到的风
险进行风险识别和评估，最后，提出了上市公司发行可转债过程中的风险控制建
议。基于此，本文的主体框架如下：
第一章，绪论。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与研究方法，同时提出本文
的创新与局限之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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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理论概述。对可转换债券及融资风险的相关研究进行文献综述，并
阐述本文涉及的企业融资理论及风险控制理论。
第三章，可转债融资风险分析。首先，介绍目前上市公司的融资种类及各自
的利弊。其次，比较可转换债券与其他融资方式。最后，分析可转换债券面临的
融资风险及风险成因。

库

第四章，案例分析。通过识别、评估福记食品三次发行可转债案例中的风险，
验证可转债融资风险理论。

要

第五章，可转换债券融资风险控制及建议。结合案例与风险控制理论，提出

摘

上市公司在发行可转换债券过程中应做好融资决策和募集资金使用管控，构建融
资风险预警机制及风险应急机制，完善监督机制和绩效考核机制。

文

第六章，总结与展望。对文章进行概括性总结，指出不足之处，并对未来研

士

三、主要创新与局限性

论

究方向提出设想。

硕

关于可转债的文献研究很多，主要集中在发行可转债的动机、对发行公司绩

博

效的影响、可转债定价模型、可转债发行及公告对股价的影响等诸多方面，并且

的分析。

学

多以实证检验的方式来分析，而对可转债融资风险的研究较少，更缺少典型案例

大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深入分析了可转债融资风险的类别及成因，并通过福
记食品这一典型案例验证可转债融资风险的理论，进而提出企业控制可转债融资

厦

门

风险的建议。

然而，由于笔者在实务经验与学术能力上还有所欠缺，本文尚存在一些不足，

主要问题是：首先，本文采用的典型案例虽能有力佐证可转债融资风险理论，但
还是具有案例研究的先天缺陷，可能存在以偏概全的情况。其次，本文案例分析
的数据全部来源于上市公司的公告、年报等公开信息，没有针对性地进行实地走
访，获取第一手材料，使得本文的研究深度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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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概述
一、文献综述

库

（一）国外研究现状

要

1.可转债融资动机的研究

摘

国外可转换债券发展历程较长，关于可转债融资动机的研究成果较多，主要

资假说、管理者堑壕假说。

论

（1）资产替代（或风险转移）假说

文

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资产替代假说、风险评估假说、后门融资假说、阶段性融

士

Green（1984）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框架，提出了资产替代假说[1]。该假说认
为股东与债权人利益不一致，当公司负债经营时，股东有可能做出损害债权人的

硕

投资决策。公司为了更高的回报率，有将发行普通债券募集的资金投向风险更大

博

项目的动力，债权人对于自身投资风险的提高毫不知情，也不能分享更高的投资
收益。然而，在发行可转债的融资的情况下，公司投资带来的更高收益将会提高

学

公司股价，债券投资者就可以通过转股来分享这一超额收益，债权人的风险要低

大

于普通债券融资。因此，可转债融资有助于减少道德风险，协调债券投资者与公
司股东的利益冲突。

门

（2）风险评估假说

厦

Brennan 和 Kraus（1987）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因素，投资者无法准确评

估融资企业的风险，当企业向外寻求融资时，股东及管理层与投资者对企业风险
的评估会有较大差异[2]。债券型融资的缺点在于融资成本较高，利率跟企业的整

体风险挂钩；股权型融资的缺点在于会稀释原有股东的权益。由于可转换债券同
时具有债权与股权的特征，也将二者的优势融合起来，融资成本低，对股权的稀
释效应推迟。Essig（1992）通过研究可转债对企业风险评估的成本影响的机制，
得出利用可转债融资可以降低风险评估成本的结论[3]。
（3）后门融资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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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ers-Majluf（1984）提出了债券与股权融资选择模型[4]，Stein（1992）在
此基础上，提出了后门融资假说[5]。该假说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投资者
有理由相信企业管理层在股权融资时会利用信息优势抬高证券价格。为了弥补信
息不对称的劣势，投资者会压低价格，导致企业融资成本过高。因此，管理层将
因为信息不对称放弃投资机会，停止股权融资。对于质量一般的企业，信息不对

库

称的问题更加严峻，而可转债能够在融资一定期限后才转换成股权，能让企业降
低融资成本，融资工具获得更为公允的定价，避免企业陷入财务困境。

要

（4）连续（或阶段）融资假说

摘

Mayers（1998）提出连续融资假说，该假说认为企业投资项目是由多个具有
相互影响的不同阶段构成的，企业的融资需求及投资者的投资决策都要根据前一

文

阶段的具体情况来制定[6]。连续融资假说的模型主要研究的是企业融资决策中融

论

资成本及管理层过度投资问题，而可转债通过不转换股权来制约过度投资行为，
也可以在投资有价值时通过转股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因此，可转债可以解决企

士

业融资过程中因委托代理引起的过度投资行为和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高融资成本。

硕

另外，在这个假说中，管理层通过回购条款获得了强制转股的权力，可以进一步
降低融资成本。

博

（5）管理者堑壕假说

学

Zweibel（1996）认为企业如果存在被恶意收购的威胁，管理层有动力发行
公司债，做出不投资减损企业价值项目的承诺，通过该承诺增加企业事前价值，

大

达到消除潜在恶意收购的目的。当企业不存在恶意收购威胁时，由于债券融资增

门

加了企业的财务风险，可能导致破产，管理层则没有债券融资的动力。公司的控

厦

制与持续投资（无论投资是否盈利）是管理层的利益所在，尽管债券发行减少了
恶意收购，却增加了企业破产风险，也无法保障管理层的利益。Nobuyuki 和
Isagawa（2000，2002）基于 Zweibel 的理论，提出了管理者堑壕假说，认为通过

合理的可赎回条款以及可转债可以在一定期限内转换成股权的特性，管理者能够
兼顾不断投资于价值增加项目和消除恶意收购威胁、债务融资破产风险[7]。
2.可转债对发行公司绩效影响的研究
Stein（1992）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可转债能够在融资一定期限后才
5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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