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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概股回歸港股有望浪接浪。 資料圖片

除了中概股備受投資者歡迎，一些內地熱
門概念新股的風頭甚至更勁。5月時，內

地醫療器械生產商沛嘉醫療（9996）屬於市場
熱炒板塊的生物科技股（簡稱B股），其香港
公開發售部分錄得超額認購1,183.41倍，一手
中籤率8.5%；配售獲超購逾 20倍，凍資約
2,800億元。該股暗盤較招股價升逾7成，每手
賬面賺過萬元，以上周三計，其股價更大升1.2
倍至33.85元，如有耐性持貨逾一個月，利潤高
達1.8萬元，相當可觀。由於珠玉在前，上周開
始招股、主營微創手術醫療器械的康基醫療
（9997）及海吉亞（6078）亦同樣反應熱烈，當
中康基醫療首日658億元孖展額，超購210倍，
更超越兩大中概股京東及網易首日紀錄，最後以
招股上限13.88元定價，該股於今日掛牌，市場早
前預期升幅或高達7成。

醫藥概念股大熱
如果上述股份大家都走寶，今日再有一隻生物
科技股永泰生物 （新上市編號：6978） 啟動招
股，招股價介乎10.5元至11元，一手（1,000股）
入場費為11,110.8元，集資最多11億元；7月10日
掛牌。永泰生物製藥專注於細胞免疫治療藥物研
發，目前有10條產品管線，其中一款治療肝癌的
EAL產品已達臨床試驗二期。與大多數生物科技股
一般尚未盈利，目前公司唯一收入來源於其他收
入，包括提供細胞凍存服務收取的收入、銀行存款
利息收入、政府補助等。公司此次引入4個基礎投資
者，包括Poly Platinum Enterprises 認購 2,000萬美
元；天士力（香港）醫藥投資有限公司認購1,000萬
美元；Ji Hongchang以及China Lesso Group分別認
購500萬美元。
上周登場的深圳醫藥股海普瑞（9989）將於明天截
止申請，計劃發行2.2億股H股，定價每股18.4元至
20.6元，每手500股入場費約10,403.79元，集資規模
介乎40.5億至45.34億元。資料顯示，海普瑞此次上市
引入5名基礎投資者，均為私募或對沖基金，其中包括
奧博資本（OrbiMed Funds）、歐萬達基金等。5名投
資者合共認購價值1.1億美元（約為8.58億港元）股
份。該股預計7月8日掛牌。與海普瑞同期招股的還有
物管股弘陽服務（1971），亮點之一是獲恒地主席兼董
事總經理李家傑作為基礎投資者，物管同樣為市場熱炒
板塊，大家不妨留意。

抽新股攻略抽新股攻略

近日多隻中概股在港作第二上市掀起瘋搶熱潮，大

家茶餘飯後的話題都是「你抽咗未？」。如人氣王網

易 （9999）公開發售部分超額認購359.53倍，1手中

籤率8%，上市首日1手賬面賺700元；京東(9618)公

開發售股份錄得約178倍超額認購，1手中籤率僅

10%，上市首日1手賬面賺400元。雖然不少散戶抽

新股的目標都在於「賺餐茶」，但一些備受市場追捧

的概念如科網、醫療、物管等股份揸長少少時間，利

潤或者更可觀，以網易為例，以上周三收市價計，累

升一成，賬面賺1,300元。今期數據生活將為大家介

紹抽新股有何注意要點，如何提高命中率等，等大家

做好準備，迎接一浪接一浪的新股熱。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券商認購新股迎新優惠
耀才

◆持有香港身份證及從未在本公司開立任
何賬戶的人士，一經開戶贈送20股盈富
基金，符合要求，再送10股滙豐控股

中國通海證券 Direct Spot

◆申請香港新股免手續費，從其他證券行
轉用Direct Spot，將減20%交易佣金，
其他迎新優惠包括小米無線充電寶1個
（首次存入 1萬港元或等值的交易金
額）、100元超市現金券（完成首單交
易）

光大新鴻基鴻財網

◆認購新股免手續費、免託管費、最高孖
展比例90%，及孖展特惠利率優惠。全新
客戶可選擇「Free得起Trade得喜」計
劃，以每月88元服務費作無限次免佣港
股交易（當月資產平均總值達100萬元或
以上）。其他迎新優惠包括贈送超市禮券
（成功線上開戶並於開戶一個月內完成至
少一單交易）。

Fundsupermart

◆不設平台使用費、交易系統使用費或存
倉費；可於單一賬戶存入美元、港元及人
民幣，不設最低戶口結餘；港元、美元及
人民幣現金賬戶分別可享0.25%、0.10%
及0.50%利率

富途證券

◆新股最高孖展比例為90%，年利率由
1.6%起，現金認購每宗50元，孖展認講
每宗100元。贈送1股滙豐、100元超市
禮券1張、永久豁免港股佣金收費、一股
騰訊（首次存入2萬港元資金）。

SoFi Hong Kong

◆不收取佣金、平台費或託管費，新股認
購費為$88，迎新優惠包括一股Coca、
Cola或Advanced Micro Devices（經電
子簽名成功開戶並存入1萬港元或以上資
金）

友信智投

◆認購新股免手續費，不設最低開戶金
額，最高孖展比例為95%，適用期內，完
成線上開戶將提供以下迎新優惠：一股阿
里健康、港股買賣90天免佣、美股買賣
一世免佣、一股騰訊音樂（首次存款2萬
港元或以上）、1股美團點評或阿里巴巴
（開戶後30天內日均資產值達指定金
額，並完成一筆買入股票金額達$500或
以上）

資料來源：綜合網上資訊，截至6月24

日，實際優惠以券商最新公布為準

去年11月26日阿里巴巴（9988）在
港作第二上市，為中概股回歸打響了頭
炮。目前仍有逾百間中概股企業在美國
上市，券商高盛表示，按照聯交所第二
上市規則，約有41隻中概股符合在港第
二上市的條件。上周有外媒報道，阿里
巴巴有份投資的中通快遞(ZTO)正與投
行進行討論，考慮來港第二上市，預料
年內成事，計劃集資10億至20億美元

(約78億至156億港元)。
另外，有消息指擁有肯德

基、必勝客著名飲食品牌的百
勝中國（Yum China）亦正商
討有關在香港第二上市事宜，
公司計劃集資最多20億美元
（約156億港元）。據彭博早
前引述消息人士報道，百勝中
國正與中金和高盛合作。
中國網絡數據中心服務商萬

國數據（GDS）考慮年內來港招股上
市，集資額約10億美元（約78億港
元），集團正與投資銀行商討細節，但
強調相關磋商處於早期階段，推出時間
和規模仍有變數。百度(BIDU)董事長李
彥宏早前於北京出席兩會時稱，非常關
注美國從政府層面在不斷收緊對中概股
的管制，「我們內部也在不斷研討有哪
些可以做的事情，這些事情當然包括比

如在香港等地的二次上市」。李彥宏續
稱，如果是一家好公司，在上市地方有
非常多選擇，並不限於美國，所以他不
擔心美國政府打壓會對公司業務帶來不
可挽回的影響。

新東方好未來或回歸
在線教育股亦有意回歸，路透報道新

東方（EDU）和好未來（TAL）亦考慮
來港第二上市，兩者總市值分別達207
億美元和390億美元。消息人士指，新
東方和好未來正與投資銀行商討來港第
二上市的可能性，惟目前尚未就此作出
決定，亦未決定委託哪一家銀行協助處
理上市事宜。新東方拒絕評論，好未來
亦未見回應。值得注意的是，現時本港
第二上市股份不具納入港股通的資格，
但高盛指，隨着更多中概股回歸，納入
港股通只是遲早的事。

現時抽大熱新股猶如抽獎，因中籤率
普遍極低。為增加中籤率，不少股民會
向銀行或券商借孖展入飛，一般利息介
乎1厘至2.9厘，而利息是以借款人的貸
款額及借貸時間計算。一般孖展的最高
借貸成數為九成，即若投資者有1萬元
本金，便最多可借取9萬元孖展用作抽
新股，不過若股份出現超額認購，投資
者有機會只獲分配部分認購的股份，甚
至一股都沒有，因動用孖展入飛要付手
續費及利息，即使抽不中，亦要支付貸
款利息，故很有可能「偷雞唔到蝕把
米」。由於不同的銀行及證券行都有不
同的息率及開戶優惠，大家不妨格下
價，以較平的成本去借孖展，提高勝
算。

銀彈不足 可用人海戰術
有些股民想觀察新股的招股反應才決定

落飛與否，但需注意的是每間券商對新股
均會預留相應孖展額度，若反應熱烈，額
度便會很快耗盡，而且孖展申請的時間一

般會較現金申請時間早截止，很多等等下
就會錯失機會。而面對着極受歡迎的新股，
有不少分析員都會建議，如銀彈實力不足
的投資者應採用人海戰術，全家每人抽一
手，比起以同樣資金用一個人名義去抽機
會率會大得多。
另外，如財力足夠，便可考慮業界俗

稱的「頂頭槌飛」，即根據規定，認購
新股股數最多的上限，只是未計回撥機
制下，公開發售數目的一半。如果股份
暗盤及首掛都大幅上升，「頂頭槌飛」
扣除大額的利息成本後多數仍有不錯利
潤，但如果遇上股價插水，「頂頭槌」
將成最大輸家。以早年上市的平安好醫
生為例，首日掛牌收巿僅險守招股價，
以每張頂頭槌飛成本約2.85億元，假設
借九成孖展及2.3厘孖展息計算，七天利
息成本逾11萬元，頂頭槌飛分派率僅得
0.3%，大部分獲分154手。有分析員就
建議，一些集資額大的新股可毋須借孖
展借到盡或斥巨資瞓身入巿，因中籤機
會高。

熱潮下

還有哪些中概股來港?

■多隻中概股在港作第二上市，引起全城瘋搶熱潮。券商亦紛加碼認購新股迎新優惠。 資料圖片

熱點透視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創投市場進入下行整合發展階段

全球新冠疫情的蔓延為世界經濟發展蒙
上陰影，中國率先有效控制疫情發展，並
發布多項支持疫情防控和企業復工復產的
優惠政策，給中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帶來
希望。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一定程度影響
創投市場的發展，早前，德勤聯合鯨准發
布《走向深度價值挖掘——中國創投市場
發展報告2020》，指出創業企業面對的機
遇與挑戰，並剖析創投市場的最新格局。

企業數碼化轉型需求急升
自2019年以來，創投市場無論在資金募
集還是投資交易案例方面，總量都在不斷
下降，2020年的疫情更嚴重影響實體經濟
發展，令資金募集進程進一步放緩，項目
融資難度提升，創業項目的估值也正遇冷

縮水，而初創企業更面對着現金流、市場
和政策方面的多重挑戰。
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對經濟發展產生嚴重的

破壞作用，但另一方面亦同時加快進步和發
展。德勤中國創新部門暨勤創空間合夥人馮
曄表示：「在面向移動、萬物互聯、跨界融
合的數碼經濟時代，技術迭代不斷顛覆傳統
的商業模式，行業邊界逐漸模糊，傳統行業
企業面臨轉型，其核心在把技術革新、業務
模式與客戶需求深度融合，這將導致企業數
碼化轉型需求較以往更為迫切，創業企業將
迎來更多市場機會。」
鯨准研究院負責人潘航指出：「縱觀中

國創投市場發展，創投市場已進入下行的
整合發展階段，優質資源更傾向集中於優
質機構和項目，對創業企業的要求亦隨之

提升。在這過程中，更要求創業企業具備
獨特的企業核心價值，並擁有自主知識產
權技術，而不能僅僅停留在對技術的簡單
升級，或是商業模式的複製疊加。」

京滬粵蘇浙融資活動活躍
報告顯示，從地域分布看，北京市、上海

市、廣東省、江蘇省及浙江省正成為內地股
權融資活動最活躍的區域，合計佔比達
74%。其中北京以25%的市場份額居全國首
位。北京在教育、人工智能和金融等領域投
資佔據主導地位；廣東省在能源類領域佔據
優勢；上海市則在文娛、電商及消費領域獨
佔鰲頭。由此可見，新經濟行業的產業集團
正加速新經濟領域的投資布局，不斷拓展該
行業的生態圈，並加強產業鏈上下游的整合

能力。未來兩三年，這些城市的生態系統聚
合效應還將進一步擴大。

不確定性或成為新常態
從技術發展歷程看，當前全球正處於新

一輪科技及產業革命爆發期，數碼化技術
與生產生活深度融合，正加速重構全球經
濟新版圖。中國的數碼化進程將圍繞着
「新基建」展開，並將成為推動未來創新
科技和中國經濟發展的生力軍。5G技術正
處於未來技術和工業世界的中心，它們正
演變成下一代互聯網、工業互聯網，以及
依賴於這基礎設施的下一代工業系統的中
樞神經系統。以5G為核心的應用正在工業
領域中發揮更多作用，這將直接帶動大幅
提升國家的製造能力。

報告還指出，疫情防控令生活方式全面在
線化，在線經濟模式進入新一輪爆發增長階
段，推動商業模式從流量走向價值的深度挖
掘。從消費到教育，從醫療到金融，都需要
提升企業自動化、數碼化、智能化水平，以
保證在人工處理或客戶接觸無法實現的危機
後，仍能通過在線模式整合資源，以更高效
率進行正常運作，而創業機會就產生在科技
賦能和資源整合的實踐過程中。
德勤中國創新部門暨勤創空間合夥人馮

曄總結：「未來，不確定性將可能成為常
態，成為驅動企業成長的重要因素之一，
並為創業公司創造機會。企業需作出敏銳
的反應，只有能夠真正提供獨特核心價值
的優秀項目和創業企業，才能在競爭中取
得長遠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