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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证券 (6886 HK; 12.12 港元; 目标价: 17.78 港元)  
拓展国际业务  抢占沪伦通先机    
 
事项 
华泰证券发布《关于发行 GDR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提示性公告》，公司拟于 6月 11日-6月 14日在伦敦

交易所发行不超过 8252 万份 GDR (含超额配售权)，发行价格区间为 20.00 美元~24.50 美元/份 GDR。随着资

本市场的双向开放，中国证券公司将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竞争，走出去，引进来，是中国投行必须经历的成长

之路，伦敦上市和欧洲业务拓展为华泰国际化创造条件。 
 
拓展国际业务，抢占沪伦通先机 
此次发行对华泰业务有两方面影响：一是，拓展国际业务。继香港和美国之后，GDR 发行为华泰开拓欧洲市

场创造了条件，发行募集外币资金不仅可以支持外延式扩张，也为跨境衍生品、结构化融资和 FICC 做大提供

支持；二是，抢占沪伦通新业务机遇，公司作为发行企业全程参与伦敦挂牌融资，以切身感受为企业提供解决

方案，有利于拓展沪伦通投行和做市交易业务。 
 
如何提升 GDR 吸引力亟待解决 
1) 价值投资角度看，H 股的价格更优，流动性更好。华泰 H 股现价较 GDR 发行的价格下限折让 18.7%，且 H
股股本为 GDR 计划最大股本的两倍，理论上 GDR 流动性不如 H 股；2) 从跨市场套利的角度，以 A 股现价计

算，GDR 以发行价获得 GDR 转换成 A 股卖出将获得 14%~40%的收益区间。120 天后的两个市场的价差和汇

率成本，将决定资金套利的方向。如果 GDR 向 A 股转换套利，将减少 GDR 份额，不利于 GDR 稳定流通。 
 
风险因素：股票市场超预期下跌，质押风险超预期、资本市场改革低于预期。 
 
ROE 不会大幅摊薄，建议投资者关注 
我们判断，华泰 ROE 并不会因为发行而大幅下降，受发行募集资短期摊薄收益影响，我们预计 2019 年 GDR
发行将使公司 ROE 从 7.56%降至 7.04%，2020 年随着海外业务扩张和沪伦通的增量贡献，新募集资金有望保

持与境内相似的回报。对于 H 股股东而言，溢价发行将增厚每股净资产。随着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中国证券

公司将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竞争，走出去，引进来，是中国投行必须经历的成长之路。伦敦上市和欧洲业务拓

展为华泰国际化创造条件。跨境转换对 A股的实质影响需观察 120 天后的价格差，以及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

的意愿，建议投资者关注。考虑 GDR 增发，将 2019/2020 年每股收益预测由 1.00/1.17 元调整为 0.94/1.1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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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咨询服务 
中信证券经纪 (香港) 有限公司 

分析师声明 
主要负责撰写本研究报告全部或部分内容的分析师在此声明：(i) 本研究报告所表述的任何观点均精准地反映了上述每位分析师个人对标的证券和

发行人的看法；(ii) 该分析师所得报酬的任何组成部分无论是在过去、现在及将来均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与研究报告所表述的具体建议或观点相联系。 

评级说明 
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 
报告中投资建议所涉及的评级分为股票评级和行业评

级 (另有说明的除外)。评级标准为报告发布尔日后 6
到 12 个月内的相对市场表现，也即：以报告发布尔

日后的 6 到 12 个月内的公司股价 (或行业指数) 相对

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的涨跌幅作为基准。其

中：A 股市场以沪深 300 指数为基准，新三板市场以

三板成指 (针对协议转让标的) 或三板做市指数 (针对

做市转让标的) 为基准；香港市场以摩根士丹利中国

指数为基准；美国市场以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或标普

500 指数为基准。 

 评级 说明 

股票评级 

买入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涨幅 20%以上； 

增持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涨幅介于 5%～20%之间 

持有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涨幅介于-10%～5%之间 

卖出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跌幅 10%以上； 

行业评级 

强于大市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涨幅 10%以上； 

中性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弱于大市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跌幅 10%以上 

其他声明 
本研究报告由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机构制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全球的附属机构、分支机构及联营机构 (仅就本研究报告免责

条款而言，不含 CLSA group of companies)，统称为 “中信证券”。 

法律主体声明 
香港特区：本研究报告在香港由中信证券经纪 (香港) 有限公司 (下称“中信证券经纪”，受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监管，中央编号：AAE879) 分
发。 

新加坡：本研究报告在新加坡由 CLSA Singapore Pte Limited (下称 “CLSA Singapore”) 分发，并仅向新加坡《证券及期货法》s.4A (1) 定义下的 “机构
投资者、认可投资者及专业投资者” 提供。上述任何投资者如希望交流本报告或就本报告所评论的任何证券进行交易应与 CLSA Singapore 的新加坡金
融管理局持牌代表进行交流或通过后者进行交易。如您属于“认可投资者或专业投资者”，请注意,CLSA Singapore 与您的交易将豁免于新加坡《财务顾
问法》的某些特定要求：(1) 适用《财务顾问规例》第 33 条中的豁免，即豁免遵守《财务顾问法》第 25 条关于向客户披露产品信息的规定；(2) 适用
《财务顾问规例》第 34 条中的豁免，即豁免遵守《财务顾问法》第 27 条关于推荐建议的规定；以及 (3) 适用《财务顾问规例》第 35 条中的豁免，即
豁免遵守《财务顾问法》第 36 条关于披露特定证券利益的规定。 

针对不同司法管辖区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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