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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伦通跨境转换将开启

8天后华泰证券 GDR开放兑回

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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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互联网支付平台相继收取信用

卡还款手续费后，很多网友都在为寻找 0

手续费还款途径而发愁。 不过目前，银行

和一些卡组织平台仍支持免费还款，个别

银行非但不收取还款手续费，还推出供用

户赚取额外收益的提前还款理财业务。

广发信用卡近期推出提前还款理财业务，

0 手续费帮助用户赚取额外收益，假如用

户一年有 30000 元账单，使用提前还款理

财功能可额外获得 1000 多元收益。 此双

重利好业务一经推出，便受到网友的广泛

关注。

那么理财收益是如何产生的呢？该业

务主要是基于用户的免息还款期限，通过

货币基金理财产品来实现的。 用户在免

息期内提前所还款项将自动用于购买年

化收益在 2.30%-2.66%的基金产品，到最

后还款日， 平台将自动赎回还掉本期账

单。 用户还款的主流渠道主要为：银行渠

道使用储蓄卡还款，微信、支付宝等第三

方渠道还款，以及如广发信用卡推出的提

前理财还款等几种渠道。 举例来说，如果

用户全年的账单金额为 30000 元，以一个

月账单的免息期（50 天）来计算，储蓄卡

还款收益率为 0.25%，计算可得月收益约

为 10 元，年收益为 123 元；余额宝、微信

还款收益率为 2.60%， 但还款手续费为

0.1%，月收益约为 77 元，全年收益为 922

元； 广发信用卡提前还款理财收益率为

2.60%， 月收益约为 107 元、 年收益达

1282 元，超其它主流平台。

额外收益固然吸引人，不过怎么申请

赚取呢？ 用户可进入发现精彩 APP 首页，

点击右下方“我的”， 在常用工具栏点击

“快速还款”即可，其它渠道也类似，进入

平台选择相应的业务版块按照流程申请

即可。 此外， 在发现精彩 APP“我的”板

块， 点击进入发哒钱包， 开通该功能后，

也可在“提前还款理财”板块进行签约。

不得不承认，在大多数平台都选择收

取手续费之时，此次广发“逆流”推出提

前还款业务， 在业内有着较为深刻的意

义。 一方面，广发信用卡承担客户提前还

款的资金成本让利客户，将吸引更多用户

使用广发信用卡， 赚取提前还款收益，促

进业务增量。 另一方面， 通过产品创新，

广发信用卡将助力客户培养理财习惯，同

时帮助用户规避出现忘记还款等产生的

额外负担的情况。 此外，广发信用卡的提

前还款理财业务也将间接促进信用卡逾

期坏账率的下降，同时将引领更多银行及

金融机构的业务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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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额外收益：30000 元账单年赚 1282 元

信息时报讯（记者 梁诗柳）

10月9日

晚间，华泰证券发布公告称，华泰证券全

球存托凭证(

下称“

GDR

”

)兑回限制期即

将于10月17日届满， 本次兑回限制期届

满的GDR自18日起可以转换为A股股

票。 GDR转换为A股股票，将导致存托人

Citibank,N.A. 作为名义持有人持有的A

股股票数量根据GDR注销指令相应减

少，并进入境内市场流通交易。业内人士

认为，无论是沪港通、深港通、沪伦通，还

是QFII、RQFII投资额度限制的取消，都

表明了中国股市逐步与国际融合。

华泰证券

GDR

限制期将届满

据华泰证券公告，其发行的GDR兑

回限制期为自2019年6月20日 (

伦敦时

间

)至2019年10月17日(

伦敦时间

)，公司

本次发行的GDR兑回限制期即将届满。

兑回限制期届满后，GDR可以转换为A

股股票，将导致存托人Citibank, N.A.作

为名义持有人持有的A股股票数量根据

GDR注销指令相应减少并进入境内市

场流通交易。 本次兑回限制期届满的

GDR数量为8251.5万份， 对应A股股票

8.25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09%。

自北京时间10月18日起，本次兑回

限制期届满的GDR可转换为A股股票，

存托人Citibank,N.A.将于2019年10月17

日

（ 伦敦时间）

起接受GDR注销指令。华

泰证券表示， 根据GDR跨境转换安排，

GDR跨境转换不会导致公司新发行A

股股份或流通A股股票数量发生变化，

对公司股本亦无影响。

据上交所此前披露的信息，沪伦通

即上交所与伦交所互联互通机制，是指

符合条件的两地上市公司，依照对方市

场的法律法规，发行存托凭证（DR）并

在对方市场上市交易。 同时，通过存托

凭证与基础证券之间的跨境转换机制

安排，实现两地市场的互联互通。 目前，

沪伦通包括东、西两个业务方向。 东向

业务是指伦交所上市公司在上交所挂

牌中国存托凭证（CDR）。西向业务是指

上交所A股上市公司在伦交所挂牌全球

存托凭证（GDR）。 也就是说，上交所A

股上市公司可通过发行GDR直接在英

国市场融资。

在公告中，华泰证券也指出，国际

合格投资者除通过国际订单市场买卖

GDR外，也可通过英国跨境转换机构将

GDR与A股股票进行跨境转换。 截至公

告日，根据上交所公开信息，已经完成

跨境转换机构备案的英国跨境转换机

构共10家。

为沪伦通首单西向

GDR

在今年6月中下旬， 中国证监会和

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发布联合公告，原

则批准上交所和伦交所开展沪伦通业

务，沪伦通正式启动。 联合公告明确，起

步阶段，对沪伦通跨境资金实行总额度

管理，后续可视运行情况和市场需求进

行调整。

作为沪伦通机制下的首单西向存

托凭证， 伦敦时间6月20日， 华泰证券

GDR在伦交所发行上市， 交易代码

HTSC， 发行价格为20.5美元/份， 募资

16.92亿美元。 公开资料显示，华泰证券

GDR是2017年以来英国市场规模最大

的IPO， 也是2013年以来全球存托凭证

市场规模最大的IPO。

数据显示，10月9日，华泰证券GDR

报收23.96美元， 较发行价上涨近17%。

天风证券研报数据显示，截至10月8日，

华泰证券GDR日均成交额达1550万美

元

（ 包括主板及

OTC

交易）

，与发行时相

比，换手比率达74.22%，且日均成交额

已达华泰证券同期A股成交额的7.26%，

与同期华泰证券H股

（ 占比

9%

）

成交额

接近。 天风证券相关研究员认为，从跨

市场套利角度看，以10月9日华泰证券A

股收盘价18.66元计算， 以最新收盘价

（

24

美元）

获得GDR转换成A股，预计将

获得收益约9%~12%。 兑回限制期满后，

上海和伦敦两个市场的价差和汇率成

本，将决定资金套利的方向。 从GDR上

市以来，A股和GDR的价格差逐步缩

小，现有的套利空间有限，兑回限制期

届满后出现跨境转换的概率较低。

与国际市场接轨重要一步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分析师杨德龙

表示，华泰证券GDR是沪伦通开通后第

一个在伦交所上市的公司GDR，这是A

股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重要一步。 无论

是沪港通、深港通、沪伦通，还是QFII、

RQFII投资额度限制的取消， 都表明了

中国股市逐步与国际融合。

继华泰证券之后， 多家A股上市公

司也谋求在伦交所上市。 8月29日，国投

电力公告其GDR申请事宜获得中国证

监会受理。 9月23日， 中国太保也公告

称，发行GDR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

但并不是每个投资者都有投资资

格。 按照要求，个人投资者参与中国存

托凭证交易，申请权限开通前20个交易

日证券账户及资金账户内的资产日均

不低于人民币300万元。 一般投资者想

要分享投资GDR的收益，可通过相关基

金来实现。Wind数据显示，在全市场169

只QDII基金中

（ 份额分开计算）

，暂没有

投资区域仅限在英国的基金，主要为投

资全球、中国香港或美国市场。 其中投

向全球市场的142只QDII基金中， 年内

业绩最好的是汇添富全球消费人民币

A，回报达到34.54%。 紧随其后的华夏移

动互联人民币、嘉实全球房地产年内业

绩分别为29.08%、28.92%。

信息时报讯（记者 罗晓彤）

政府

部门在“十一”黄金周前额外增加了

10000 个普通车牌指标。 在此背景

下，广州市内多家 4S 店还在黄金周

举办了各种形式的活动， 不仅增加

了客流量， 还刺激了汽车销量的增

长。

记者走访了解到， 相比平时，

在黄金周中， 广州市内多家品牌 4S

店举办了多种形式的活动， 客流量

明显增多。 “今年‘十一’ 黄金周

的客流量依然很大， 店内这一周的

销量也很可观。” 某 4S 店销售人员

表示， “我们还根据销量制定了一

个订车风云榜， 上榜的仅仅是在

‘十一’ 黄金周里最早订车的前 100

位客户， 还有不少客户没有在榜单

之上。”

而在节前抛出的 10000 个车牌

增量指标，有没有对“十一”黄金周

的销量起到刺激作用呢？ 某 4S 店销

售人员表示，“假期来店内看车的客

户中， 也有不少人是在 9 月 30 日摇

到了号的。 ”市民张先生告诉记者，

“之前摇了一年多也没有中签，这次

终于摇到了。 当然要赶紧把‘心水’

已久的车买到手， 毕竟这个指标有

效期只有 3 个月， 而且国庆假期买

车优惠多一点。 ”

不过，这 10000 个增量指标对销

量起到的影响有限。 一家日系品牌

4S 店的销售人员告诉记者，“这些指

标是 9 月 30 日才公布中签结果的，

部分中签的人可能还会处于观望的

状态，不会立马就买车上牌。 ”

在带动“十一”黄金周汽车销量

增长的重要因素中， 除了市民年底

购车的需求外，各大 4S 店举办的活

动也不能忽略。 期间，各大品牌的 4S

店普遍采取了“现金+精品礼包”的

方式搞活动。 以广汽传祺的热门车

型 GS4 为例， 市民若在黄金周购买

GS4，不仅获得价格优惠，还能额外

获得价值 2000 元的油卡； 广汽本田

的热门车型缤智， 价格由指导价

15.98 万元降至 13.98 万元， 并额外

赠送了空气净化器、5.0 英寸高清行

车记录仪、GPS 智能防盗系统等礼

包。 4S 店销售人员表示，“缤智几乎

是店内最热销的一款车， 平时月销

量有 20~30 台，国庆 7 天也卖出了十

几台。 ”

而在金周期间广物汽贸联合各

大品牌厂商举办了一场车展， 总体

客流达 15000 余批 ， 零售订单近

4500 台，销量同比有所提升。

10000个增量车牌指标做辅助

“十一”黄金周广州汽车销量增加

华泰证券

GDR

发行及市场表现情况

●发行价格为 20.5 美元/份。

●本次兑回限制期届满的 GDR 数量为 8251.5 万份。

●募资 16.92 亿美元。

●10 月 9 日，华泰证券 GDR 报收 23.96 美元，较发行价上涨近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