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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所 (388 HK; 231.2 港元; 目标价: 265 港元)  
弃购消除不确定性  估值重回基本面   
 
事项：10 月 8 日，香港交易所公告称香港交易所董事会决定不再继续本次对伦敦交易所的合并要约。香港交

易所及其一致行动人需遵守英国《城市收购及合并守则》第 2.8 条的限制条款，仅下列情形除外：1) 伦敦证

券交易所集团董事会赞成或同意的情况下；2) 任何第三方宣布对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作出要约的确实意图；

3) 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公布“清洗交易”建议或反收购；4) 英国收购与合并委员会认为情况出现重大变动；

5) 委员会同意的其他情况。 
 
收购事项带来前景及业务不确定性消除，估值压力减轻。截至 10 月 7 日收盘，香港交易所股价较 9 月 11 日公

告日累计下跌 8.13%，同期恒生指数下跌 4.93%，反映市场对伦交所收购方案隐含较高估值的负面反馈。随着

香港交易所明确放弃收购事项，根据 2.8 条限制条款，在未来 6 个月内，港交所不得对伦交所作出或参与要约

或可能要约，也不得作出任何可能确认与伦交所有重大关系资产购买意向的陈述等。预计伦交所将在今年 11
月的股东特别大会上寻求股东批准对 Refinitiv 的收购，且李小加也已发表网志明确放弃收购，因此本次事件无

论从事实还是法律角度都已尘埃落定。收购事项带来的短期股价扰动因素消除，估值压力也将随之减轻。 
 
香港本地事件仍在持续发酵中，对交易量、融资额的负面影响仍在显现。9 月日均成交额 758 亿港元，较 8 月

再次下滑 12%，受宏观及中美贸易争端影响，预计短期日均成交额仍将维持低位。资金向新加坡流出趋势明

显，资金稳定性对交易量产生间接压力。尽管这部分资金依然要通过港交所实现大陆公司股票交易，目前还没

有更好的替代，但资金转出后，其选择余地变大，有可能间接影响交易量。 
 
建议关注：估值处于历史中枢偏低区域。尽管本地事件带来的影响短期难以消除，且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港交所

的制度比较优势和战略实施进展，但我们强调只要全球投资者不放弃中国大市场，仍然是全球投资者首选的交

易场所之一。港交所在吸引海外资金投资中国，以及让中国资金在可控前提下投资海外方面，依然具有独特优

势。维持公司 2019/2020/2021年EPS预测 7.6/8.4/9.4港元，对应 2019/2020/2021年PE估值分别为 30/27/25
倍，维持目标价 265 港元，对应 2019 年 35xPE，建议投资者关注。 
 
风险因素：宏观经济放缓超预期，日均成交量持续疲弱，战略规划实施进度低于预期，香港本地事件演进超预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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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