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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資表現
註：數據截至今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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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銀新鈔中銀新鈔 匯豐新鈔匯豐新鈔 渣打新鈔渣打新鈔

■■香港印鈔有限公司阮志才香港印鈔有限公司阮志才（（左左）、）、金管局鮑克運金管局鮑克運（（中中））和陳葉小明和陳葉小明（（右右））昨展示昨展示
三間發鈔行新三間發鈔行新「「金牛金牛」。」。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攝

$1000新鈔 今日有得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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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今個新年，可
以名副其實「換新鈔」。3間發鈔行早在今年7
月已公佈15款2018系列新鈔設計，當中面額最
大的千元「金牛」將搶閘推出，市民今日起可
到3間發鈔行兌換新金牛，隨後500元「大牛」
將於下月23日推出，趕及農曆新年市民派利是
之用，不過面值較小的100元、50元、20元則
預計在明年中至2020年初才陸續推出。

淘汰舊鈔需時3年
金管局主管（貨幣及結算）陳葉小明昨出

席記者會時表示，2018系列新鈔在7月公佈樣
式，而由於印刷需時，因此將分階段推出不
同面額的新鈔。她透露，新金牛首批印製量
為9,000萬張，約佔流通量4成，而新大牛首
批印製量則為2.3億張，約佔流通量6成。而
目前市面流通的鈔票總張數約為27億張，她
則指每次更換新鈔都會以自然方式去淘汰舊
鈔，一般而言整個淘汰過程需時約3年。
問到為何先推出大額鈔票，金管局助理總

裁（金融基建）鮑克運解釋稱，先推出面額
較大鈔票是國際慣例，主要基於風險為本的
考慮，因為鈔票面值愈大，被偽造的風險愈
高，相對市民的損失亦較高，因此期望具備
最新防偽特徵的新鈔推出後，可以及早更換
舊鈔，令不法之徒難以偽造。
根據早前3間發鈔行公佈新鈔設計，新鈔加

入多個防偽特徵，包括動感光亮圖案、開窗
金屬線、隱藏銀碼、高透光水印、熒光透視
銀碼、凹凸手感。

除了上述防偽特徵有所提升，鮑克運透露
新鈔亦較舊鈔「長壽」，因為表面塗有透明
保護層更為耐用下，比起一般鈔票耗損期約3
至5年，新鈔有機會用多1至2年。

3行共推15款新鈔
3間發鈔行包括中銀香港、匯豐銀行及渣打

銀行，昨亦公佈了換新金牛的詳情，3間銀行
都可提供旗下分行兌換新金牛服務，其中渣
打銀行更可以在指定櫃員機兌換新金牛。
而3間發鈔行共15款新鈔，配合不同主題

下，設計各有特色。中銀香港副董事長兼總
裁高迎欣昨為新鈔「解畫」指，該行新鈔將
多元繽紛的香港生活風貌微縮在鈔票方寸之
間，而該行植根及服務香港超過100周年，冀
通過這套新鈔記述細膩溫馨的香港事、香港
情，表達該行與香港市民相伴相隨的深厚情
誼，以及攜手邁向美好明天的願望，未來該
行將繼續深耕本土、服務廣大市民，與香港

同成長、共繁榮。
匯豐銀行副主席兼行政總裁王冬勝則表

示，該行新鈔系列設計意念有別傳統，尤其
當中千元鈔票描繪廣角鏡下繁華的中環景
觀，展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活力。他
又指，銅獅施迪為多年來守護匯豐總行大廈
的銅獅之一，成為值得信賴及繁榮的標記，
樂見是次新鈔採用了嶄新方式呈現銅獅施迪
的風采，亦很榮幸能透過鈔票成為市民日常
生活的一部分。
渣打香港行政總裁禤惠儀亦為新鈔「解

畫」指，該行新鈔系列以表揚香港精神為設
計主軸，每款鈔票分別刻畫出一種香港獨有
價值，將5款鈔票並列更會展現象徵香港精神
的獅子山線條，而作為本港歷史最悠久的發
鈔銀行，該行非常榮幸和這個城市一起創造
每一個獅子山下的傳奇，並設計出這套代表
香港的卡片，未來該行會繼續以「一心做
好，始終如一」的信念服務香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岑健樂）
隨着「同股不同權」股份可望於明
年中納入港股通，在潛在投資者增
加的情況下，香港將能吸引更多新
經濟公司赴港上市，而明年新經濟
公司的上市數目與集資額可望更
多。 港交所（0388）行政總裁李
小加早前亦表示，香港今年啟動了
新經濟企業來港上市改革，令內地
有關企業能在港「落地生根」、連
接國際市場，未來仍有8至10間新
經濟企業排隊上市。

畢馬威：兩地不構成競爭
事實上，內地明年將於上海成立
科創板，或多或少會影響在香港上
市的企業數目，相信這亦是香港近
來積極推動上市改革的原因之一。
不過，畢馬威中國資本市場諮詢組
合夥人劉大昌則表示，內地與香港
股票市場一直並行，故相信內地推
出科創板除了不會與香港構成競爭
之外，更可讓兩地新股市場各自分
流，並令整體市場更活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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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今年十大新股
排名公司 集資額(港元) 行業

1 中國鐵塔(0788) 588億 信息技術、媒體和電信業

2 小米集團(1810)# 426億 信息技術、媒體和電信業

3 美團點評(3690)# 331億 信息技術、媒體和電信業

4 平安健康醫療科技(1833) 88億 醫療保健及生命科學

5 江西銀行(1916) 86億 金融服務

6 無錫藥明康德(2359)* 79億 醫療保健及生命科學

7 海底撈(6862) 76億 消費品市場

8 百濟神州(6160)# 71億 醫療保健及生命科學

9 甘肅銀行(2139) 68億 金融服務

10 山東黃金礦業(1787) 52億 能源和自然資源

註：#根據新上市制度上市；*預計於年底前上市

2019年香港IPO市場展望
200家公司上市，集資逾2,000億元，較2018年大減1/3

環球經濟的宏觀環境不確定因素多，包括中美貿易摩擦、英國脫歐
等，料影響新股上市意慾

因應近期上市的公司估值回落，不少籌備上市的公司將重新審視上
市時間表

暫時沒有「巨無霸」公司準備來港上市

今年集資 億3000
主板錄133宗上市 新經濟股成新引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今年港交所（0388）

修改了新股上市條例，允許同股不同權「新經濟」公司及未

有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上市，在同股不同權公司小米（1810）

及美團點評（3690）合共貢獻757億元集資額下，令本港今年

的IPO大豐收，截至11月底領先全球。畢馬威預計，本港今年

IPO額料達3,000億元，將重登全球榜首位置。不過，明年受諸

多不利因素影響，IPO或難復今年勇，集資額或較今年大減1/

3，至2,000億元。

統計顯示，今年港交所主板創下
133宗新上市紀錄，令2018年成

為主板歷史上表現最活躍的一年，去
年主板為80宗上市。今年集資總額料
達3,000億元，也是主板歷史上第三
高的數目，金額是2017年的一倍以
上。今年同時是信息技術、媒體及電
信業在主板歷史上表現最出色的一
年，集資總額超過1,500億元，相關
金額已超越該行業過去15年籌集的資
金總額。房地產相關公司在2018年復
甦，基礎設施和房地產板塊繼續引領
新上市宗數。
按目前全球交易所的新股上市計
劃，本港3,000億元的集資額，將重登
全球榜首位置。第二名將會是紐約，
第三名則是納斯達克與日本之爭。

3隻巨無霸共集資1350億
畢馬威香港資本市場發展主管合
夥人李令德昨於記者會上表示，今
年香港IPO市場表現亮麗，主要是
由3宗來自資訊科技、媒體和電訊業
的大型上市項目（共集資1,350億
元）所帶動。另外，港交所落實改
革上市制度，有助於為「新經濟」
公司打造合適的生態環境，成功引
起全球相關企業的濃厚興趣，有助
香港轉型為「新經濟」的樞紐。

畢馬威：明年200公司上市
她續指，由於不少企業正等候上
市，加上「新經濟」公司赴港上市
的興趣持續，因此，她相信明年香
港可吸引200家公司上市，至於集資
額則超過2,000億元。
對於明年預期集資額較今年下跌

約1/3的原因時，李令德表示，因英
國「脫歐」與中美貿易摩擦對全球
宏觀經濟構成負面影響，同時暫時
未有「巨無霸」企業擬明年來港上
市，再加上上市估值回落，令部分
公司要重新考慮其上市時間表。
李令德透露，直至現時新上市制
度已吸引了 4家「尚未有收入」
（年內或將有第5家）的生物科技
公司及2家具有「同股不同股權」
架構的資訊科技、媒體和電訊業公
司完成上市。其中 3家更加躋身
2018年香港十大IPO之列。

港重登新股王

■■畢馬威劉大昌畢馬威劉大昌((左左))和李令德和李令德。。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攝

三大發鈔行換新鈔安排
面額鈔票 $1000「金牛」 $500「大牛」 $100、$50及$20

開始日期 12月12日 明年1月23日起 料明年中至
(今日)起 2020年初陸續推出

中銀香港 各分行兌換 待公佈 待公佈

匯豐銀行 各分行兌換 待公佈 待公佈

渣打銀行 各分行及 待公佈 待公佈
指定自動櫃員機

製表：記者 馬翠媚

香港文匯報訊畢馬威中國資本市場
諮詢組合夥人劉大昌昨表示，內地A
股市場的IPO活動因為上市審批個案
減少而放緩。畢馬威預計，上交所和
深交所在今年通過105宗IPO合共集
資1,380億元人民幣，而去年則為436
宗IPO、集資人民幣2,300億元。儘管
市場活動放緩，平均交易規模從人民
幣5.3億元倍增至13.1億元。
該行的分析還發現，由於撤回上市
申請個案增加，以及新上市申請宗數
減少，正在輪候在A股市場上市的企
業數量從年初的511宗進一步下降至

11月30日的270宗，顯示A股新
股市場趨正常化，而這個正常化
過程對於發展一個高效率的資本
市場是非常重要的。
劉大昌預期，未來來自工業和

資訊科技、媒體和電訊業的中小
型企業將佔據A股IPO活動的主
要部分。即將在上海成立的新科創
板也將進一步刺激市場發展。他
稱，上海的新科創板預計將於明年推
出，預計將能夠讓市場有更大能力吸
納和支援高科技及創新企業，同時提
供一個平台試行IPO註冊制。

A股市場放緩 今年IPO驟減

2018年1,865億港元
佔集資總額63%

2017年 827億港元
佔集資總額64%

十大新股
佔集資總額六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