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去年6月正式「通航」的滬倫通，半年來進展
不大，昨日更有外媒報道指，出於政治因素考
慮，中國已暫停滬倫通計劃。截至發稿，上述
消息並未得到官方確認。華泰證券全球存託憑
證（GDR）在倫敦跌11%。不過，內地市場
人士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直言，即使消息
屬實，因初期規模有限，滬倫通暫緩在A股交
易層面不會產生太多影響。
路透社引述五位曾參與同中方會談滬倫通
事宜的人士稱，中國暫時擱置了上海和倫敦證
券交易所之間互聯互通的計劃。報道指，滬倫
通計劃暫停的背後有政治因素考慮，其中包括
英國在香港抗議活動中的立場，也提及有關消
息並未得到兩邊官方確認。

外交部：冀英方創合適條件
另據環球網報道，在昨日的記者會上，中
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並未確認滬倫通是否被叫
停的消息，但表示希望英方能為中國企業赴英
投資提供公平、公正、開放、非歧視的營商環
境，為中英各領域的務實合作順利開展創造適
宜條件。
去年6月17日，第十次中英經濟財金對話
在倫敦舉行，籌備近4年的滬倫通也正式開
通。上交所上市公司華泰證券發行的滬倫通下
首隻全球存託憑證（GDR），當日在倫交所
掛牌。10月，滬倫通GDR首次跨轉生成，兩
地市場真正實現雙向轉換。不過，整體而言，
滬倫通進展緩慢，無論在規模與影響上，目前
均無法與滬深港通相提並論。華泰證券是至今

唯一一家借此在倫敦上市的中國公司，尚無英
國公司登錄上交所。
經策咨詢合夥人談佳隆對香港文匯報表

示，從交易層面來看，鑒於初期滬倫通規模不
大，其暫緩對A股不會產生太多影響，目前以
滬深港通、MSCI為代表，後兩類渠道已經相
當程度滿足外資主動和被動資金配置A股的需
要，「滬倫通只是起到錦上添花的作用，所以
應該樂觀其成，但不能急於求成。」

或拖慢內地資本國際化
不過他也坦言，如果滬倫通暫緩被證實，

意味着中國資本市場國際化開放步伐會受到影
響。「世界強國的標誌是金融強國，特別是資
本市場國際化程度是重要指標，」談佳隆說，
目前全球金融中心以紐約、倫敦、香港、新加
坡等為標杆，中國資本市場國際化水平不斷提
升，應當實現與這些城市資本市場形成互聯互
通，「滬深港通是很好的範例，滬倫通、滬紐
通、滬新通長遠來看都是很有必要的，這是金
融強國戰略方面的考量。」
多位業內人士也認為滬倫通計劃暫停對A股

影響也有限。「非常象徵性，」彭博引述交銀
國際策略師洪灝指，「內地投資者對倫敦上市
公司的了解很少，即使開了也沒什麼量，對內
地市場影響非常小，是一個低成本的方法表明
中國政府對香港問題的態度。」
東北證券財富管理部總經理郭峰認為，英
國股市估值本來就低，中國公司去發行存託股
票（GDR）會拉低估值，暫停滬倫通對內地
A股公司影響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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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1月內地科網巨擘阿

里巴巴（9988）來港第二上

市，除了令香港去年成功蟬

聯全球新股集資王寶座外，

更有望帶動在美上市中概股

的回流熱潮。外電昨報道

稱，港交所（0388）力邀攜

程及網易來港第二上市。羅

兵咸永道預期，今年起將陸

續有更多中概股回流香港上

市，令本港有望保持全球

IPO 額三甲，全年集資額

2,300億至2,600億元。

網易攜程傳來港第二上市
羅兵咸：中概股回流加快 助港保IPO地位

彭博昨引述消息人士指，港交所正與網易及
攜程，就第二上市事宜展開磋商，不過現

時討論只是屬於初步階段，未來可能出現變
化。港交所、攜程及網易對有關消息不予置
評。資料顯示，網易及攜程分別在 2000年及
2003年於美國納斯達克交易所掛牌，兩間公司
都採取同股不同權架構，其中網易是僅次於騰
訊的內地第二大遊戲公司，市值逾390億美元；
攜程是內地最大線上旅遊服務供應商，市值近
200億美元。

回流集資額難超阿里規模
美國近期加強對中資上市公司的審查，港交所
早前曾表示，中資公司對來港第二上市的查詢激
增。羅兵咸永道香港企業客戶主管合夥人黃煒邦
昨指出，隨着阿里巴巴來港作第二上市，預料今
年起將陸續有更多中概股回流香港上市，藉以增
加其股份流通量及有助股價表現，惟估計單一股
份集資額將難以超越阿里巴巴約1,000億元的規
模。
阿里巴巴去年11月26日回流香港，大受市場歡

迎，除取代騰訊（0700）成為港股最大市值股

份，成交亦不時成為港股中最多。該股昨收報210
元，較 176 元的招股價，升 19%，市值達
45,069.74億元。騰訊昨升1.81%，收報382.4元，
市值36,528.3億元。目前其他市值較大的中概股
包括京東（市值約516.3億美元）、百度（市值
440.6億美元）等（見表）。
人行降準及憧憬中概股回流，帶動港交所股價

昨造好，最高升至262.8元，收報260.4元，升
2.925%。

千億獨角獸來港機會不大
展望今年的IPO市場，黃煒邦表示，環球政治

及經濟存在不確定性，對今年整體集資活動前景
保持審慎，估計全年新股集資額最多減少兩成
七，但港交所仍然有望維持全球三甲位置。他預
計今年的總集資額2,300億至2,600億元，約有
180間企業上市，其中GEM板有15間。他預測集
資額將下跌，因為今年出現1,000億港元規模巨型
獨角獸的概率不大。
不過，他其後表示有關總集資額的預測，未有

計及沙特阿美或有機會在香港作第二上市。此
外，他預料今年仍有兩至三間是集資100億元以

上的大型IPO。
對於香港因修例風波而引發的社會衝突持

續，黃煒邦認為這對以香港零售相關業務為主
的公司有較大負面影響，但主要業務不在香港
的公司則影響不大。此外，去年香港在修例風
波下，仍能蟬聯全球集資額榜首，故現階段他
預計社會衝突對今年IPO市場的負面影響相當
有限。

內地今年料可集資2500億
羅兵咸永道香港資本市場合夥人黃金錢其後補

充，目前中美貿易摩擦與英國「脫歐」等外圍不
明朗因素暫時得到紓緩，因此他相信今年新股定
價會較去年樂觀，相信今年香港IPO市場表現，
有望再度位列於全球首三位。
內地市場方面，羅兵咸永道指出，自科創板推
出以來，已成功為70家高科技創新企業融資824
億元人民幣。A股2019年共有201家IPO於四個
主要板塊上市，集資總額達2,533億元人民幣，按
年分別上升91%及83%。羅兵咸永道預計今年內
地IPO市場將平穩適度發展，全年會有220宗
IPO，集資金額將達2,500億元人民幣。

香港2020年IPO市場預測

主板

創業板

總數

2019年總數

市場趨勢預測
◆香港有望於2020年再度躋身IPO全球三甲。
◆2020年總集資額有望達2,300億至2,600億港元。
◆隨着上市條規的成功改革，將會有更多的新經濟企業在港交所
尋求上市機會。

◆H股全流通有助吸引中企以H股形式上市，亦有助提升港股流
通量。

◆按照現有已遞交的上市申請估計，海外業務公司在2020年到
香港上市活動將保持活躍，有機會較2019年宗數有所增加。

資料來源：羅兵咸永道

首次上市公司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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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5億-2,585億

15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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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煒邦（左）表示隨着阿里巴巴來港作第二上市，料今年起將陸續
有更多中概股回流香港上市，惟估計單一股份集資額將難以超越阿里
巴巴約1,000億元的規模。右為黃金錢。 香港文匯報記者岑健樂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
中關村科技租賃（1601）於去年
12月31日至今年1月14日公開招
股，發行逾3.33億股，其中10%
在港公開發售，招股價介乎每股
1.52元至1.72元，集資最多逾5.73
億元。以每手2,000股計，入場費

約3,474元，股份將於1月21日於
港交所主板掛牌。國泰君安國際
為獨家保薦人。

擬力拓大灣區業務
中關村科技租賃主席段宏偉昨

於記者會上表示，未來業務仍會

聚焦內地科技及新經濟行業，因
其市場龐大。他續指，公司除了
京津冀及長三角地區外，亦會積
極於大灣區拓展業務。對於公司
的招股時間較其他股份為長，他
表示由於上市計劃正值香港聖誕
與新年長假期，為了給予投資者
足夠時間了解公司的業務發展，
故招股時間較長。
以招股價範圍的中位數1.62元
計算，公司的集資淨額約為4.85
億元。其中，約70%用於擴大其
業務運營，向內地更多從事大數
據、大環境、大健康、大智造和
大消費行業的科技和新經濟公
司，提供融資租賃解決方案和金
融服務；約10%用於升級公司的
信息系統；約10%用於招聘更多
人才；約10%作額外流動資金及
其他一般企業用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
小米（1810）董事長雷軍昨向員
工發信，指出全球移動通信產業
正處於從4G向5G切換的關鍵時
刻，2020年是小米5G業務的衝鋒
年，是小米推動「手機＋AIoT」
雙引擎的關鍵年，集團已經明確
定下「5G＋AI＋IoT下一代超級
互聯網」的戰略方向，在「5G＋
AIoT」戰場上，未來5年小米將
至少投入500億元（人民幣，下
同），把AIoT和智能生活的持續
優勢轉化為智能全場景。
雷軍續稱，5G並不只是手機的

網絡性能，而AIoT也不只是AI技
術或IoT平台，「5G＋AIoT」是
貫穿集團全產品、全平台、全場
景的服務能力。回顧2019年小米

集團表現，雷軍表示去年是該集
團國際化進程發展迅速的一年，
來自境外市場的收入佔比已經近
半，小米成為一家真正的全球化
公司，而且互聯網業務充滿活力
以及更加多元，小杯的AIoT業務
保持着全球領先地位，成為業內
公認的「智能生活領先者」。

聯想高層過檔小米
2019年年初，小米提出All in

AIoT，5年投入100億元，經過這
一年的實踐充分驗證了戰略方向
的可行性、正確性和戰略投入的
必要性。今年會進行加碼升級，
雷軍表示未來5年小米將至少投入
500億元，把 AIoT、智能生活的
持續優勢轉化為智能全場景。

雷軍又提及，新招募的一位集團
高級管理層加入小米，聯想集團
（0992）前副總裁、手機業務負責
人常程加入小米擔任副總裁，負責
手機產品規劃等。此外，今年4月
為小米成立十周年的日子，屆時集
團會舉辦慶典活動。

雷軍：5年內砸500億投資「5G＋AIoT」

中關村科技租賃3474元入場

■■ 有外媒報道指有外媒報道指，，出出
於政治因素考慮於政治因素考慮，，中中
國已暫停滬倫通計國已暫停滬倫通計
劃劃。。圖為去年華泰證圖為去年華泰證
券在倫交所掛牌券在倫交所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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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宏偉(右二)
指由於上市計劃
正值聖誕與新年
長假，故招股時
間較長。

香港文匯報
記者岑健樂 攝

■雷軍稱，「5G＋AIoT」是貫穿
集團全產品、全平台、全場景的服
務能力。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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