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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现场会议开始时间：2020 年 10 月 30 日  14 点 00 分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 68 号北京首钢秀池智

选假日酒店一层会议室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魏庆华先生 

 

现场会议日程： 

一、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 

二、介绍会议基本情况 

三、宣布现场出席情况，推选计票和监票人员 

四、审议议案（含股东发言提问环节） 

五、现场投票表决 

六、休会（汇总现场及网络投票结果） 

七、宣布表决结果 

八、律师宣读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见证法律意见 

九、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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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关于公司全资附属机构境外发行美元债并为

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支持经营战略，拓宽资金来源，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

证券”或“公司”）全资子公司东兴证券（香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

兴香港”)拟通过境外子公司在中国境外发行美元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本

次发行主要偿还东兴香港到期贷款或债务，支持东兴香港业务发展，进一步打响

公司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品牌。 

本次发行拟由东兴香港旗下境外全资特殊目的公司东兴启航有限公司

（Dongxing Voyage Company Limited，以下简称“东兴启航”或“发行人”）作为发

行主体，东兴证券提供跨境担保或东兴证券提供维好加东兴香港担保；预计发行

规模不超过 5 亿美元、发行期限不超过 5 年；债券发行计划将依据美国证券法 S

条例向专业投资人发售，并计划在新加坡或者香港交易所上市。 

一、东兴香港总体经营情况 

东兴香港及其子公司主营业务：投资管理；香港证监会核准的第 1 类（证券

交易）、第 4 类（就证券提供意见）、第 6 类（就机构融资提供意见）、第 9 类（提

供资产管理）及东区裁判法院核准的香港放债人牌照。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东兴香港经审计合并口径总资产 620,780.44 万元

（人民币，以下同），净资产 141,967.84 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7,728.16

万元，利润总额-4,750.67 万元，净利润-3,332.39 万元。 

二、发债的必要性、可行性分析 

（一）防范及避免出现流动性风险 

东兴香港积极防范和规避可能出现的流动性风险。本次发行可以进一步拓宽

融资渠道，用于置换到期贷款或债务，防范及避免可能出现的流动性风险。 

（二）债券市场利好，发行成功率极高 

2020 年上半年，受新冠疫情扩散和全球油价暴跌的影响，美联储大幅降息

至 0-0.25%的历史低位，政策环境趋于宽松。同时，在全球经济放缓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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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出于安全性考虑，对高评级债券兴趣提升，以上几个因素共同推动中资美

元债需求在今年以来急剧反弹。据彭博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7 月 15 日，2020

年中资美元债发行规模高达约 1,143.7 亿美元：与东兴证券评级较为接近的中信

建投（2020 年 7 月 28 日）5 年期的新发定价为 1.76%、中信证券（2020 年 5 月

27 日）为 2%、海通证券（2020 年 3 月）为 2.1%。 

基于上述考虑，同时凭借东兴证券的信用优势，预期债券将受到投资人追捧，

并拟发行 5 年期债券锁定较好的中长期融资价格。在上述宏观市场及债券基本因

素的情况下，估计本次境外美元债券的发行成功率极高。 

（三）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 

自 2016 年成立以来，东兴香港各项业务迅速发展，公司债券的偿债资金主

要来源于其营业收入及利润累计。东兴香港保持稳健的财务政策，各项投资均履

行有效的内部控制程序，资产流动性较好，必要时可以通过高流动性资产变现来

补充偿债资金。此外，由于东兴香港信用记录良好，各项风险监管指标均满足相

关要求，外部融资渠道畅通，还款来源有充分的保障。 

三、发债资金用途 

（一）优化债务结构，降低融资成本 

本次发债资金将部分用于置换到期贷款或债务，考虑当前市场因素，预计本

次美元债的融资成本较低，将较好地优化公司负债结构，减少利息支出，对东兴

香港稳定经营，进一步开展各项业务，并获取竞争优势具重要意义。 

（二）做大做强东兴香港牌照业务 

东兴香港拟加大牌照业务的支持力度，本次债券发行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

用、偿还境外到期贷款或债务后，将全部用于及补充境外业务营运资金，以支持

固定收益、并购重组、资管等业务的发展，主要如下： 

1、增加固定收益板块业务投入，稳定收入来源 

参考香港中资券商固定收益板块业务现状，金融产品多样性已成为头部券商

的核心竞争力，头部券商结合承做、承销、交易、结构性产品等多元化业务条线

发展。基于控制风险、稳定收入、均衡发展的需求，东兴香港将在固定收益业务

管理框架及相关风险限额下，拟投入部分发债资金用以固定收益业务，以缩短与

头部中资券商在金融产品多样性及成熟度的差距，同时增强东兴香港在国际金融

市场的竞争力。主要投资品种为资质较好的中资城投企业债、国企产业债（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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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运输、矿业、电力等）和优先股，通过在境外美元债市场申购新发行债券、投

资流通债券满足国内发债实体企业的融资需求，支持国内实体经济发展；并将在

大 FICC 框架下发展结构化业务以此增加发行人的融资渠道，巩固东兴香港的投

行卖方业务及提升其在市场上的参与度。 

2、加强并购重组实力，关注不良资产业务 

东兴香港自成立以来，便积极配合国家政策，发挥投行业务优势，为一带一

路政策企业提供专业服务及支持。为进一步帮助中资企业“走出去”，拟投入部分

发债资金用于并购重组业务。公司将尤其关注不良资产业务，积极响应“中国东

方全面服务实体经济，归回不良资产主业的号召”，重点发展并购重组业务（含

不良资产投资业务），大力推进市场化债转股业务，深度参与上市公司、实体企

业危机救助，履行“保全国有资产、化解金融风险、促进国企改革”的职责。 

3、扶持资管业务发展，促进产品多样化 

东兴香港持有香港证监会 4 号及 9 号牌照“从事就证券提供意见及提供资产

管理相关持牌活动”，2019 年东兴香港引入了成熟的资管团队，并实际开展此牌

照业务。受资本金的限制，资管业务发展较为缓慢、产品规模小、品种较为单一。

为提高资管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拟投入部分发债资金用以发展资产管理业务，东

兴香港将以吸引外部资金、丰富产品线、提高绝对收益为目标；前期投入自有资

金扶持业务发展、稳定基金规模和收益；后期将逐步引入外部资金，丰富产品形

式，以满足投资人的不同需求，力争做强、做大资管规模。 

4、把握中概股回归机会，发展 MIPO 业务 

因中美贸易关系及经济关系的持续僵持及美国市场对中资企业的质疑态度，

2020 年上半年大量中资企业赴港进行 IPO，以网易及京东为例的互联网巨头已

陆续登陆港交所，而大批中资医疗企业如康基医疗、永泰生物、海吉尔医疗等亦

紧跟热点赴港上市。从港交所近期政策可见，积极的促进中资企业在港 IPO 是

港交所一个坚定且持续的发展方针，在目前的环境下有利于在疫情期间持续给香

港市场输入新鲜血液及热点，而明星企业的到来亦有利于香港市场吸引更多的全

球资金，从而繁荣交易市场及融资市场，引出更多的业务机会。为了更好把握到

香港市场未来的市场机会，助力优质中资企业获得良好的首发价格、融资效果和

市场表现，拟投入部分发债资金用以 MIPO 业务。 

上述牌照业务资金为拟投入金额；实际投资时，将严格按照公司审批程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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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控要求，根据各牌照业务实际资金需求进行调配。 

四、发债方案 

（一）发行结构 

建议本次发行结构为：东兴香港的境外全资特殊目的子公司—东兴启航有限

公司(Dongxing Voyage Company Limited)作为发行主体，发行期限不超过 5 年，

金额不超过 5 亿美元，由东兴证券为本次债券发行提供跨境担保或者由东兴证券

为本次债券发行提供维好加东兴香港提供担保。 

 

 

 

 

 

 

 

 

 

 

 

 

 

 

 

（二）发行示意性条款 

项目 5 年期美元债 

发行人 东兴启航有限公司 Dongxing Voyage Company Limited 

担保人 
东兴证券为本期债券提供无条件及不可撤销担保/东兴证券为本期债券

提供维好加东兴香港担保 

预计发行规模 不超过 5 亿 

发行货币 美元 

付息频率 每半年付息，到期偿还本金 

担保主体评级 穆迪 Baa2、展望稳定/标普 BBB、展望稳定/惠誉 BBB+、展望稳定 

预计债项评级 穆迪 Baa2、标普 BBB、惠誉 BBB+（可选其中 1-2 家进行债项评级） 

适用法律 英国法 

境内 

信托人/债券持有人 

发售债券 

跨境担保或维好 
境内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母公司”） 

东兴证券（香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Dongxing Voyage Company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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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地点 香港交易所/新加坡交易所 

债券期限 5 年期 

五、请示授权事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为资产负债率

超过70%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或单笔担保金额超过净资产10%，须经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 

申请东兴香港通过其境外子公司东兴启航发行境外美元债券，规模不超过 5

亿美元，期限不超过 5 年，由东兴证券为本次债券提供担保或东兴证券为本次债

券提供维好加东兴香港担保，并授权经营管理层办理本次发债相关事宜。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董事长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及监管机构的要求，从维护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全权办理上述东兴证

券担保或维好所涉及的文本签署，履行相关监管机构审批、备案等手续及其他一

切相关事宜，并及时依据相关法规规定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本议案已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针对担保事项发表

独立意见详见于 2020 年 10 月 15 日披露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

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