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

來港作第二上市的網易（9999）成為近兩年半

來最受歡迎新經濟股。消息指網易是次招股獲得

37萬股民認購，是繼2017年閱文集團（0772）

之後，最多人認購的新股。網易公開發售部分，

錄逾300倍超額認購，凍資約1,900億元，熱度

均遠勝阿里巴巴（9988），暫為今年第二大凍資

新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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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萬人捧網易 兩年半最勁
凍資1900億今年第二多 逾300倍超購

近年認購人數較多的部分新股

掛牌日期

公司

公開認購
倍數

凍資金額
(億元)

2017年
11月7日

閱文集團
（0772）

625

5,211

2017年
11月10日

雷蛇
（1337）

290

1,239

2017年
11月15日

易鑫集團
（2858）

560

3,797

2018年
5月4日

平安好醫生
（1833）

653

3,730

2019年
11月26日

阿里巴巴
（9988）

41

970

2020年
1月15日

九毛九
（9922）

637

1,400

2020年
4月24日

康方生物
（9926）

639

1,665

2020年
5月15日

沛嘉醫療
（9996）

1,183

2,775

2020年
5月22日

開拓藥業
（9939）

550

1,000

2020年
6月11日

網易
（9999）

300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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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美匯
指數走弱，加上半年結及新股凍資效應
等，港元需求增加下，港匯昨兩度觸發
7.75強方兌換保證，金管局分別入市沽
出9.77億港元及38.75億港元，涉資
48.52億港元，本港銀行體系總結餘下
周一（8日）將增至996.43億港元。金
管局昨自4月底以來再度入市，有分析
預期短期內港匯或間歇地觸及7.75，意
味金管局或再次入市承接美元沽盤。不
過，相信再接錢規模未必太大。

財金官員撐聯匯 增市場信心
自從美聯儲3月減息至接近零水平，

港美息差擴闊下，港匯一直表現強
勢，大部分時間徘徊在7.75強方兌換
保證區間。不過自上月底全國人大表
決港區國安法草案，加之美國警告將
取消香港特殊待遇，外界憂慮進一步
波及聯匯制度，令港匯驟然走弱，而
在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及金管局總裁余
偉文接連開腔力撐本港聯匯制度不變
後，港匯自本月起再度走強。

華僑永亨銀行經濟師李若凡認為，
港匯再度觸及強方兌換保證水平，主
要受港美息差仍偏大吸引套息交易、
加上美元受壓影響。對於港匯近期走
勢表現反覆，她認為在美國宣布就香
港問題採取的具體行動前，市場暫時
對政治風險的擔憂降溫，加上政府官
員先後開腔撐本港聯匯制度不變，有
助鞏固市場對聯匯制度的信心，帶動
港匯遠期價格以及港元拆息紛紛回
落。

招股潮兼半年結 港元需求殷
李若凡預期，受半年結、中資企業
派息潮及大型新股招股接踵而至影
響，料短期內將推升港元需求，不排
除港匯或間歇地觸及7.75強方兌換保
證，在聯匯制度下或促使金管局需再
入市干預。不過她提醒，在政治因素
尚未明朗之前，投資者對於港元買盤
或較為謹慎，因此未來即使有干預，
亦可能較為溫和，料本港銀行體系總
結餘或維持在千億元水平。

網易今次在港IPO發行1.71億股，佔公
司已發行股本的5%，市傳網易的上

市指導發行價為123元，較該股於美國時
間星期四的收市價低約2%。據公布，該股
集資額逾210億元，6月11日掛牌上市。市
場消息指，網易公開發售部分，錄逾300
倍超額認購，獲37萬人認購，凍資金額約
1,900億元。
資料顯示，網易將是繼2017年閱文集團上
市之後，最多股民認購的新股，以及今年第
二大凍資金額新股。閱文集團當年獲41.8萬
人認購，凍資金額高達5,211億元。今年新
股凍資王則為上月中上市的沛嘉醫療
（9996），該股凍資達 2,775 億元，錄得
1,183倍超購，獲28.6萬人認購。

上市同日推期貨及期權交易
對比2019年11月上市的阿里巴巴，阿里
集資額1,012億元，錄約20萬人認購，其公
開發售部分超額認購逾41倍，凍資約970億

元。
此外，港交所（0388）表示將於網易上市
同日，推出網易期貨及期權交易，為一眾投
資者提供更多選擇。另值得注意的是，網易
的上市日，恰巧正是公司的除息日，因此成
功抽中網易的股民，若持有該股至6月12日
港股收市後，將可獲派今年首季股息。

抽中持股兩日隨時財息兼收
由於今年首季每股美國存託證券的股息，

為1.16美元（折合約港幣 9 元）。因此以每
1股美國存託證券，代表25股香港普通股計
算，本港投資者持有1手，即100股網易，
可收息36元。

京東每手50股 11919元入場
另外，內地電商平台京東（9618）亦成功
通過港交所上市聆訊，昨正式上載初步招股
書。市場消息稱，京東擬在港發行約1.33億
股，佔擴大後股本約4.3%，下周一起招股，

香港公開發售定價上限為236元，每手50
股，入場費約11,919元，預計總集資約314
億元，6月18日掛牌。
招股書披露了京東新股集資的資金，擬用

於投資以供應鏈為基礎的關鍵技術創新，藉
以進一步提升客戶體驗，以及提高營運效率。
據了解，京東2017年、2018年和2019年

活躍用戶數分別為 2.925 億、3.053 億和
3.620億。直至去年底，線上電商平台擁有
超過27萬的第三方商家。

樂信研來港第二上市可能性
中概股來港停不了。2017年12月在美國

納斯達克上市的樂信集團，其創始人兼首席
執行官肖文杰早前表示，公司正在研究在港
第二上市的可能性。據了解，樂信為新消費
服務平台，成立於2013年，旗下包括分期購
物平台分期樂商城、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服務
平台桔子理財、金融科技開放平台鼎盛科技
及財富管理品牌樂信財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中美關係緊
張，中概股加快來港上市。港交所(0388)行
政總裁李小加昨表示，在面臨來自美國的政
治壓力下，預計今年將有許多在美掛牌的中
概股來港上市，故今年絕對是本港IPO的重
要一年。他又認為，美國對中國的敵對政
策，大部分來自本土政治需求，不論有沒有
「港區國安法」，香港也容易成為美國針對
中國的政治籌碼。但認為美國很難在不嚴重
損害自身利益下，通過破壞香港核心競爭力
來實現打擊中國的目的。

國安立法不影響港金融地位
身兼港區全國政協委員的李小加昨出席了
一場網上會議，傍晚又發表網誌，都談及港
區國安立法以及美國借此威脅對港制裁，會
不會影響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的看
法。他認為，港區國安立法的決定不會影響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他列舉3項原因
支持看法：1、國安法是針對特殊問題，且
適用範圍清晰，以及有限的特殊立法。2、
「一國兩制」符合中國發展的根本利益。

3、國安法的推出，完全不改變香港國際金
融市場的特殊功能與作用。

港仍是最國際化最開放市場
李小加又認為，不論美國做什麼，它都不

會改變一個事實：香港仍然會是中國最國際
化、最自由、最開放的市場。這樣的香港符
合中國的利益、符合美國的利益、符合世界
的利益。
他指出，香港多年來在金融、資本，為內

地企業「輸血」，累計為1,260家內地企業
上市，總募集資金超過6.7萬億港元。香港
又透過「互聯互通」措施，為內地「造
血」，將外來資金引入內地市場，又讓內地
資金南下投資港股，大規模的雙向流動，深
度優化了內地的「造血」功能，大幅促進內
地市場國際化進程。

港晉全球次大生科融資中心
李小加形容，香港成就了別人，也成就了

自己，一步步從當年的區域性股票市場升級
成為大型的國際金融中心。港交所環球上市

服務部高級副總裁韓穎姣便透露，自本港改
革《上市條例》後，在過去兩年，生物科技
公司在港合共集資約439億元，佔期內總集
資額逾7%，認為香港已成為亞太區最大、
全球第二大的生物科技融資中心。
李小加又強調，港交所在公司治理和雙

重股權架構等問題上要求特別嚴格，一些
不符規定的公司，港交所也不希望他們來
上市。但他補充說，他知道所有有意回流
的大公司都符合香港上市標準，當中包含
了科技公司。面對這些知名的中概股回歸
香港，投資者不單可留意參加申購的可能
性，這波回歸潮對於港交所業績同樣也能
帶來正面助益。
李小加表示，隨着新冠肺炎疫情進入可控

範圍，認為可研究在醫療及大數據方面如何
推動經濟活動快速恢復。他舉例指，可研究
在大灣區推動健康及疫情信息共享互認，而
基於粵港澳三地對私隱保護有強烈要求，可
透過數據加密等手段，在跨境信息共享方面
尋求突破，包括健康碼共享，相信可促進經
濟活動的恢復，以及人流和資本流動。

李小加：美制裁促中概股加快來港
撐「港區國安法」有利香港

■港區國安法是針對特殊問題且適用範圍清晰及有限的特殊立法。立法的
適用範圍應該很窄並有非常清晰的邊界範圍

■「一國兩制」不僅有利於香港，有利於中國，也有利於世界。保障「一
國」的國安法實施之後，「兩制」只應更加充實，更加豐富，空間更大

■港區國安法的推出完全不改變香港國際金融市場的特殊功能與作用。紐
約和倫敦也受到不同形式的與國家安全相關的法律法規的約束，但並不
影響這些城市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美國針對中國與香港的一切敵對政策，追根溯源，大部分來自於美國國
內政治需求。無論有沒有港區國安立法，香港都很容易成為美國針對中
國的政治籌碼，只能用平常心來冷靜應對

■無論美國做什麼，它都不會改變一個事實：香港仍然會是中國最國際
化、最自由、最開放的市場。只要「一國兩制」能夠在香港行穩致遠，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就不會動搖 金管局一日兩入市 沽48.5億壓港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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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中概股加快回流，推動港股自踏入6月
以來，5個交易日全都告升。恒指昨再升404點報24,770點，主板成交
維持高位逾1,348億元。市場人士指出，港股受多個利好因素推動，包
括中概股在港的IPO表現理想，料會加速他們的回歸。此外，傳出美國
或取消對中國民航禁令，加上港元及人民幣趨強，都利好投資氣氛，使
港股出現「五連升」。全周計，恒指累升1,809點，升幅達7.9%。

外圍急升 ADR重上25000
晚上5月份美非農職位意外增加251萬個，失業率回落至13.3%，都
大勝預期，刺激道指開市後急升，截至昨晚11：43，道指升958點，
ADR港股升296點，報25,066點；港股夜期升333點。
國指也升1%，收報10,066點，重回一萬點大關以上。市場關注的網

易(9999)昨日截止認購，市場反應熱烈。此外，京東(9618)將於下周一
起招股，6月18日掛牌。京東更計劃3年內，將一家子公司實體分拆並
在香港上市。中概股排隊回港上市，除了令港交所(0388)昨日再升
0.8%報294.2元，也帶動了港股的氣氛。
資深股評人胡孟青表示，中概股回歸，將可繼續提高港交所在同業

中的競爭力。此外，這些「明星級」中概股也將提高港股的流動性，
再加上後續推出的相關衍生工具，也可進一步刺激市場活躍度，為港
交所帶來手續費的收益，加上上周港交所與MSCI指數公司協議合
作，在本港推出37隻期貨及期權合約產品，令港交所充滿想像空間，
相信券商會進一步調高目標價。

走勢續強 聚焦新經濟股
訊匯證券行政總裁沈振盈表示，港股經過連日反彈後，恒指在

24,200點水平已形成一個較強的支持區，除非再有大型負面因素，否
則大市下周有望進一
步 向 25,200 點 進
發。新經濟股繼續成
大市焦點，他認為，
小米與港交所料可以
繼續強勢，另外，他
亦看好阿里巴巴，若
企穩212元之上，股
價有望現突破，有貨
者可以繼續持有。

■■港股本周連升港股本周連升55日日，，全周全周
升幅近升幅近88%%。。 中通社中通社

■■李小加稱李小加稱，，
今年絕對是本今年絕對是本
港港IPOIPO的重要的重要
一年一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網易認購反應
熱烈，6月11日
掛牌上市。圖為
創始人兼首席執
行官丁磊。

資料圖片

註：網易的數據為市場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