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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 国际控股 (1112 HK; 39.9 港元; 目标价: 47 港元) 
达摩克利斯之剑落地  全球保健品巨头启航    
 
PGT 协议回顾 
Swisse 于 2013 年和 PGT (P&G 与 Teva 合资) 签署了一个合作协议。该协议的内容主要是：PGT 帮助 swisse
拓展除了中国、澳洲、北美、新西兰以外的全球市场，同时 2019 年 9 月，协议将赋予 PGT 一个选择权，

PGT 可以选择自 2020 年 9 月起：A) 将 Swisse 在中国业务收回，但需向 Swisse 永续支付 2019 年 9 月-2020
年 9 月中国区 EBITDA 50%的固定费用，加上 2020 年后每年中国区销售收入增长额的 4-7.75%；B) 继续由公

司经营在中国的业务，但 Swisse 中国每年需要向 PGT 支付 2020 年后中国区净外销售额的 4.75%。 
 
回购协议详解 
回购全球分销权，包含中国市场分销选择权，达摩克利斯之剑落地，全球保健品巨头启航。根据该协议，合生

元除保有中国区 Swisse 分销权外，还回购了重点市场的分销权，我们认为 1 亿美元物有所值，原因有三：(1) 
中国市场方面：2017 年 Q1-Q3Swisse 中国销售收入占 Swisse 全体的 26.7%，Q3 为 30.5%，预计该比例持

续提升，全年主动销售收入占比将达 30%，即占 H&H 总体收入超过 10%，随着 Swisse 中国占比及重要性不

断提升，原协议所涉费用提高，亟待解决；(2) PGT 在意大利、香港、荷兰和新加坡等市场已有耕耘，在渠道

建设及品牌建设上颇有建树，邀请诸多代言人,公司回收重点海外市场亦承接了 PGT 的先期成果；(3) 公司将

成为 Swisse 全球品牌和渠道的完全所有人，原除在澳洲、北美和中国外，H&H 仅享有生产毛利而让渡销售毛

利，在现有协议下，H&H 将完全享有所有市场的生产毛利和销售毛利，全球保健品巨头之路启航。 
 
财务分析 
回购协议为自有资金收购永续无形资产，不影响当期盈利，仅部分延后后续偿债速度。本次回购在财务上不会

对公司业绩产生冲击，主要原因如下：1) 公司今年以来销售趋势向上，盈利状况良好，现金充裕，本次协议采

用公司自有资金支付，并未提升公司负债率，在报表上体现为购买永续无形资产，无需摊销；2) 受现金支出影

响，公司未来的还款节奏略受影响，因此预期未来的利息费用下降速度略有放缓，但整体影响不大，利息费用

下降趋势不变。 
 
未来展望 
不确定性消除，预期 Swisse 中国布局加速，ANC 业务持续向好。前三季度公司 ANC 业务表现抢眼，销售额

同增 23.3%，回购协议落地，不确定性消除后，公司将从线上线下两方面加速 Swisse 在中国市场的布局：1) 
线上，继续提升主动销售占比，规范 Swisse 国内价格体系，前三季度 Swisse 中国销售收入占比 26.7%，预

计全年可达 30%；2) 线下，加速线下渠道布局，目前已有 12 个 SKU，预计年底将增至 13 个，明年公司将继

续通过 QS 和备案增加 8-10 个新 SKU，提高产品渗透率和消费者教育。整体来看，公司 ANC 业务将持续向

好。风险因素：食品安全风险，政策风险，线下渠道拓展风险。 
 
建议关注 
投资建议：中国区分销权归属风险消除，全球保健品巨头启航，另 BNC 业务亦亮点多多。本次回购为自有资

金收购永续无形资产，仅一定程度延缓还款速度，对公司盈利影响小，因此预计 2019 年还款额下降，利息费

用有所提升，综上小幅调整 2017-2019 年 EPS 预测为 1.60/1.88/2.33 元 (原为 1.60/1.88/2.38 元，单位人民币

元，对应 1.85/2.17/2.75 港元)，目标价 47 元，对应 300 亿港币市值。 

资料来源：相关公司、中信证券    风险等级: 由低至高分 1 至 5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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