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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欠大型新股 港 IPO 額排名跌至全球第四

同股不同權 助港爭霸明年IPO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美婷) 今年本港新股市場暢旺，IPO 宗數
集資額將縮至約 1,300 億元，為 2012 年以來最低，當中今年頭十大
新股集資 808 億元，較去年十大的 1,482 億大減 45%，本港因此未

權」「新經濟」企業的上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美婷) 雖然今年本港缺乏大型新
股上市，令新股市場集資額較低，排名滑落至全球第 4，
但畢馬威香港資本市場發展主管合夥人李令德指出，本港
IPO 市場依然活躍，投資者對 IPO 的需求強勁，本年度超
過一半的主板IPO在招股價範圍的上半區定價，約95%被
超額認購。下半年起，本港錄得若干「新經濟」公司
IPO，標誌着本港IPO市場正在向新時代轉型。

 


 






能蟬聯全球最大 IPO 市場龍頭。畢馬威昨預期，本港明年 IPO 集資
額可望大幅回升 54%，至逾 2,000 億元，主要會受惠「同股不同

港IPO市場向新時代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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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宗創歷史新高，惟統計顯示，由於缺乏大型新股，本港今年 I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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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指出，本港今年IPO市場的一個明顯變化是，由以往
傳統金融服務業公司作主導，演變成互聯網及科技業務相
關的新經濟企業所帶動，而這些企業主要從事與科技和互
聯網相關的業務，包括電子競技、網上汽車金融、在線保
險和電子書。今年香港十大 IPO 中有 4 宗屬於新經濟企
業，而 2016 年則缺乏同類型的大型上市活動，反映科技
公司正在引領IPO市場轉型。
李令德續表示，以往不少金融服務業企業來港招股，其
集資額較大，去年其中郵儲行 (1658)已佔近 600 億元。惟
今年來港招股企業類型改變，當中首十隻集資額最大的新
股，其集資額僅為 808 億元，較去年 1,482 億元大幅下
降，當中有 4 隻更屬於新經濟企業，不過相信這種情況只
屬過渡期，若明年有大型新股在港上市，將令香港IPO市
場的總集資額上升。






科技等新經濟企業成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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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香港前 10 大 IPO 集資額
排名

本港 IPO 總集資額只有 1,150 億元，在
全球排名跌至第 4 位。今年 IPO 市場頭 3
位，分別是紐約 (2,268 億港元)、上海
(1,540億港元) 及倫敦 (1,220億港元)。該
行預料，本港今年全年，主板將有 80 宗
IPO，集資總額 1,240 億元，較 2016 年
的 72 宗 IPO 的集資總額 1,910 億元下降
35%；由於缺乏大型 IPO 項目，平均交
易規模下跌至近十年最低水平。創業板
全年有 80 宗 IPO，集資額 60 億元，IPO
數量創下歷史新高。

今年IPO額5年最低 數量新高
本港明年 IPO 市場料聚焦「同股不同
權」新股，港交所日前指出，市場對引
入「同股不同權」上市架構已有共識，
很快將公佈相關方案，並預料明年下半
年會准許該類「新經濟」企業上市。畢
馬威香港資本市場發展主管合夥人李令
德昨表示，過去本港市場欠缺容納非傳
統股權架構的選擇，令不少超大型科技
企業赴美上市，若本港修改上市規則，
相信可吸引更多科技企業來港上市，令
本港明年 IPO 表現在排名中可以繼續名
列前茅。
市傳有意來港上市的「同股不同權」
新股包括螞蟻金服、小米及可能來港作
第二上市的阿里巴巴等，而平保旗下的

行業

1

國泰君安證券(2611)

172億

金融服務

2

眾安在線(6060)

137億

金融服務

3

中原銀行(1216)

93億

金融服務

陸金所亦可能來港上市。不過李令德強
調，目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地理
位置上又鄰近內地，相信新經濟企業上
市時會考慮經濟環境，同股不同權只是
其中一個考慮上市的因素。

4

廣州農商行(1551)

93億

金融服務

5

閱文集團(0772)

83億

信息技術、
媒體和電信業

6

易鑫集團(2858)

68億

金融服務

明年港IPO集資額可超2千億

7

藥明生物(2269)

46億

醫療保健/
生命科學

8

雷蛇(1337)

41億

信息技術、
媒體和電信業

9

晶苑國際(2232)

40億

消費品市場

10

九台農商行(6122)

35億

金融服務

■李令德(左) 預期，本港明年IPO表現在排名中可以繼續名列前茅。旁為劉大昌。
張美婷 攝
2017 年 IPO 市場回顧
畢馬威昨公佈
及展望報告，截至今年 11 月底，

集資額(港元)

公司

畢馬威預計，明年香港 IPO 集資總額
將超過 2,000 億元，實際結果取決於若
干大型 IPO 項目的上市地點以及國有企
業改革的進展情況。同時，明年本港
IPO 市場仍將以中小規模企業上市為
主。新的主板及創業板上市要求將於
2018 年生效，創業板來年的上市數量有
望保持2017年水平。

受期貨即將推出刺激，上周比特幣
出現瘋狂暴漲，有的交易平台報價一
度逼近 20,000 美元，但上周五、周六
兩個交易日則在獲利盤打壓下暴跌，
不少平台的報價跌幅達 30%。美東時
間 10 日下午 6 時，CBOE 推出全球首
隻比特幣期貨合約，明年 1 月到期的
合約開盤報 15,000 美元，5 分鐘後，
暴漲 540 美元至 15,540 美元，更導致
CBOE 觸發兩次熔斷。有經紀商表
示，新的比特幣期貨合約交易量太大
和漲幅過快，它觸發了 CBOE 的熔斷

畢馬威資本市場諮詢組合夥人劉大昌昨於記者會表示，
今年上交所和深交所的上市企業主力為工業板塊、科技、
媒體與電訊板塊的中小型公司，預料明年趨勢持續，而明
年上交所和深交所將繼續為集資額最高的 IPO 目的地之
一。

改革迎合潮流 增港市場吸引
李令德續表示，隨着本港與內地資本
市場進一步互聯互通，「一帶一路」倡
議和粵港澳大灣區等建設的推進，有助
提升市場交易量，加上大量處於尚未盈
利階段的內地「新經濟」企業正在尋求
海外上市，為進一步發展籌集資金，只
要香港的市場改革迎合市場潮流，將可
吸引更多海內外企業來港上市，估計教
育和醫療亦會成為焦點。
至於近期證監會聯同廉政公署調查上
市公司，李令德表示，本港監管機構持
續檢視並確保市場運作健康，相信對投
資者有利，而行動亦會受市場歡迎。

交易規則，即開盤 10 分鐘後其漲幅
達到 10%後必須暫停交易 2 分鐘，漲
幅超過20%後交易暫停5分鐘。
至美東時間11日凌晨1:30，比特幣
1 月到期的合約報價為 18,590 美元，
較當天開盤報價 15,000 美元暴漲了
23.9%。截至香港時間昨晚 7：50，
CBOE 該 1 月期貨報 17,500 美元。而
於香港的交易平台 bitfinex，比特幣
現貨報 16,236 美元，單日升 20%；於
倫敦的 cex.io 報 17,137.08 美元；於美
國 的 cryptocompare 報 16,535.28 美
元。

大量交易湧入 CBOE網站曾當機
瘋狂和大量的交易導致CBOE網站
一度崩潰，投資者訪問 CBOE 網站也
較平常慢了很多。CBOE 在一份聲明
中稱，由於全球投資者大量湧入，導
致網絡流量擁堵，投資者發現網速較
平常慢很多，有時甚至出現短暫崩
潰，不過，他們的比特幣期貨交易一
直未有中斷。
倫敦 Think Markets 首席市場分析
師Naeem Aslam表示，比特幣期貨交易
目前一切順利，從成交量來看，需求相

證監：港買賣比特幣期貨須持牌
香港文匯報訊 證監會昨日發出一
份通函，促請投資者注意與比特幣期
貨合約及其他加密貨幣相關投資產品
有關的風險，並提醒金融服務供應商
在以香港客戶為對象時要注意的法律

明年將續為最高IPO目的地

內地料加快審批上市申請

及監管規定。
通函指出，美國部分的期貨及商品
交易所已經或即將推出比特幣期貨合
約，而香港投資者亦可透過中介人買
賣這些合約。然而，為香港投資者就

他指內地監管機構會繼續推進IPO的「常態化」發展，
加快審批上市申請，同時重視申請上市公司的質量，例如
中證監推行的終身追責制，使企業在 A 股上市成功率由 9
成降至6成，相信可令市場健康發展。
不少企業根據估值選擇上市地點，由於港股估值相對 A
股仍偏低，或會影響企業來港上市的意願。劉大昌談到該
話題時承認，目前 A 股估值的確較高，不過港股今年的升
勢將兩者差距收窄，加上選擇在港上市有其他考慮因素，
譬如可增加國際投資者認知度等，故相信於香港或內地上
市均各有其優勢。

■本港今年IPO集資額將縮至約1,300億元，為2012年以來最低。

■內地投資者為比特幣期貨歡呼，期望未來價
格暴漲。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當不錯，並正在推高比特幣價格。洛杉
磯 Capital Market Laboratories CEO
Ophir Gottlieb則表示，留意到市場的
興奮情況，但即便存在機構或有機構
規模的交易商，相信這還要花一些時
日才能知道比特幣期貨的發展，因為
大家都希望首先確定期貨的交易機制
是運轉正常的。

炒幣微信群料吸更多資金追捧
中國政府在 9 月要求關停內地比特
幣等虛擬貨幣交易平台，令大量內地
投資者紛紛湧往海外交易平台，投資

這些合約提供交易服務及相關服務
（包括傳達或傳遞交易指令）構成受
規管活動，且無論有關業務是否位處
香港，均須向證監會申領牌照。
證監會中介機構部執行董事梁鳳儀
表示，未有向證監會申領相關牌照而
為香港投資者傳遞有關比特幣期貨合

者對比特幣期貨的行情也十分關注，
彼此分享最新信息。在記者加入擁有
近 500 位成員的一個炒幣微信群裡，
記者看到，一位潘姓的投資者認為，
比特幣期貨上線對於比特幣而言是一
個大利好，意味着有更多的資金以及
機構投資者能夠有新的渠道進入比特
幣市場。他更轉發據稱是 BitMEX 商
業發展主管 Grey Dwyer 的說話稱，
比特幣期貨的上線將引入主流和專業
投資者，可以看到更多資金流入，現
在比特幣市值 3,000 億美元，未來將
會漲到5,000億甚至10,000億美元。

約交易指令的人士或機構可能觸犯刑
事罪行。「證監會告誡投資者，在買
賣加密貨幣期貨合約及其他相關投資
產品時，相關資產（即加密貨幣）的
投機性質及這些產品內含的槓桿作
用，可能會使價格大幅波動，及令流
通性不足的風險加劇。」

三新股兩潛水 守益每手蝕 元

曾破18500美元 超開盤24%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美婷) A 股 IPO 市場今年也持續
活躍，畢馬威昨預期，上交所和深交所在今年將合共錄得
440 宗 IPO，集資 2,350 億元人民幣(約 2772 億港元)，較去
年的 227 宗及 1,500 億元人民幣集資額明顯上升。明年上
交所和深交所將繼續為集資額最高的 IPO 目的地之一，
其中來自工業板塊以及科技、媒體與電訊板塊的中小型公
司將是明年 IPO 市場的主力，醫療保健與生命科學板塊
的IPO則將成為新的增長動力。

資料來源：畢馬威

比特幣期貨惹瘋炒 兩度熔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
報道）備受海內外市場高度關注的芝
加哥期權交易所（CBOE）全球首隻
比特幣期貨合約上線，惹來投資者瘋
炒，明年 1 月到期的比特幣期貨兩度
觸發熔斷，CBOE 網站一度癱瘓。截
至美東時間11日凌晨1:30，該合約飆
至 18,590 美元，較今年初的比特幣現
貨 價 （ 約 1,000 美 元 ） 暴 漲 近 17.6
倍。內地投資者昨對比特幣期貨的行
情也十分關注，在炒幣微信群彼此分
享最新信息。

A股今年IPO額料增至2772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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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清食
品、守益
控股及浦
江中國昨
齊掛牌，
公司管理
層主持上
市儀式。
彭子文 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美婷) 昨日港股造好升逾 300
點，惟未有惠及新股市場，昨日有 3 隻新股上市，有兩
隻「損手」。其中知名度最高的日清食品 (1475)首日潛
水約 5%，每手蝕約 170 元，而蝕得最多即為守益控股
(2227)，大跌近19%，每手蝕640元。
日清食品昨日首日掛牌，開市報 3.2 元，最高見 3.43
元，最低報 3.1 元，全日收 3.37 元，較上市價 3.54 元低
0.17 元，跌 4.8%，成交 6,880 萬股，涉資 2.25 億元；不
計手續費，每手蝕 170 元。昨日每手蝕得「入肉」算是
守益控股，開報 0.69 元，最高見 0.74 元，最低見 0.63
元，全日收 0.69 元，較上市價 0.85 元低近 19%；成交
1.14 億股，涉資 7,922 萬元。不計手續費，每手蝕 640
元。
昨首日掛牌唯一賺錢的是浦江中國 (1417)，開市報
1.55 元，最高見 1.63 元，最低見 1.5 元，全日收 1.6 元，
較上市價 1.55 元，高 0.05 元或 3.2%；成交 4,893 萬股，
涉資7,712萬元。不計手續費，每手賺100元。

勝捷暗盤一手賺50元
其他新股方面，勝捷企業 (6090)今日上市，昨晚公佈招股結果，
每股招股價定為3.18元，為招股價3元至3.3元的中位數。公開招股
獲得逾17倍的超額認購，申請一手中籤率80%，申請10手才可以
穩獲一手。
勝捷企業昨晚暗盤表現一般。耀才新股交易中心顯示，勝捷企
業最高報3.24元，最低2.94元，收報3.21元，較上市價3.18元，
高0.03元或0.94%。不計手續費，每手賺30元。輝立交易平台顯
示，勝捷企業收報 3.23 元，較上市價高 0.05 元或 1.57%。不計手
續費，每手賺5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