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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建 32 億售新巴城巴 國際財團接手
變，並將盡最大努力確保業務運作如常，
員工現有薪酬待遇、僱傭條款及福利保持
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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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水資本持股 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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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巴及城巴董事總經理鍾澤文（左）陪同善水資本管理合夥人馬良 (Nicolas de
Mascarel) 參觀車廠，並在車廂合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新世界集
團出售新巴及城巴業務。新創建(0659)昨宣
布，向由英資及中資組成的一個國際財團
Bravo Transport，以總作價 32 億元出售新
巴及城巴全部權益。買方承諾，交易完成
後，新巴及城巴的現有營運模式將維持不

公告指，買方 Bravo Transport 為 Templewater Bravo、漢思能源(0554)和 Ascendal Group 組成的合營企業，三者分別持
有合營企業約 90.8%、8.6%及 0.6%權益。
預計交易今年底完成，總代價 32 億元須以
現金支付。交易完成時，買方須向賣方支
付當中的 24.9 億元，餘下 7.1 億元將視乎專
營巴士業務達成若干中期業務發展目標而
定，在交易完成後的第三、第五及第六年
分三期支付。
Templewater Bravo 是 善 水 資 本 旗 下
Templewater I,G.P. 管 理 及 控 制 的 投 資 公
司。善水資本是一家私募股權投資公司，
由 Investec Bankplc(天達銀行) 與張堃合作
成立。張堃創辦善水資本前，曾於周大福
企業，及滙豐銀行和德意志銀行香港投資
銀行部門工作。

Ascendal 總部設在英國，專為公共交通訂
制及執行方案；漢思能源是能源行業的主
要營運商。
新巴及城巴共有逾 5,000 名員工，目前營
運約 200 條路線及擁有一支超過 1,700 架巴
士的車隊，每日服務約 100 萬人次。交易完
成後，新巴及城巴的董事會將會有所變
動。新創建行政總裁馬紹祥及新巴及城巴
董事總經理鍾澤文、人力資源及財務總監
吳智光和工程總監李廣威將留任董事會。

新創建錄 7 億減值虧損
新創建稱，交易完成後將不再持有城巴
新巴任何股權，因預計將訂立買賣協議，
約 7 億元的減值虧損已於集團截至 6 月底止
財政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中確認，交易所
得款項淨額將撥作集團一般營運資金。
公告又指，新巴及城巴業務，於 2018 及
2019 年度，分別錄得除稅後溢利 1.628 億元
及 890 萬元。於 2019 年 12 月 31 日，相關業
務的未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約為 41.711 億
元。

螞蟻傳最快10月港滬上市
內地股民：滿倉打新螞蟻集團

估值目標逾 1.7 萬億 共籌 2340億 有望稱霸全球IPO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螞蟻集
團IPO步伐再近，內地股民都躍躍欲試，不少人表
示科技股值得長期持有，肯定要參與這個「巨無
霸」的打新，唯恐價格過高，因此會提前準備資
金。另外，目前科創板新股走勢出現分化，雖然不
乏暴漲新股，但亦出現表現低於預期的新股，但總
體來看科創板認購情況仍然較好，投資者參與熱情
高漲。

繼 7 月 20 日正式「官宣」
啟動上市計劃後，螞蟻集團滬港兩
地上市迅速取得實質進展。中證監網站昨
公布，已接收螞蟻集團境外首次公開發行股份
（包括普通股、優先股等各類股票及股票的派生

「儘管螞蟻集團上市時間還沒有正式消息，但現
在股民間討論的話題全是這個股票了。」擁有 10
多年股齡的股民張先生告訴記者，非常看好這個新
股，「因為螞蟻集團主要收入來源是支付寶、餘額
寶等，這些產品基本上很多人都在使用，規模也越
來越大，可想而知螞蟻集團的地位有多重要。」張
先生如此分析。
張先生稱，如果可以打新成功一定是會長期擁
有，這樣的巨無霸科技企業有廣闊的成長空間，且
會日漸成熟，投資的邏輯並非「爆炒」，更看好企
業未來價值。不過，張先生亦擔心打新資金問題，
「聽說螞蟻集團每股股價可能會超過千元（人民
幣），所以我現在就要準備打新資金，包括慢慢退
出一些現有的股票，並額外增加資金入市，雖然不
一定可以打新成功，但有備無患嘛。」
張先生還告訴記者，他的一位股友，一直稱要
「滿倉打新螞蟻集團」，如果可以中籤，肯定會將
手裏所有其他股票變現，專心炒螞蟻集團一隻股
票。目前市場上亦將港股打新視為熱點投資機會，
不少金融機構還推出打新服務。

形式）審批材料。有消息稱，螞蟻集團目標估值為
2,250 億美元(約 17,550 億港元)，A+H 總共籌資
300 億美元(約 2,340 億港元)，有望問鼎全球規模
最大的 IPO。不過傳聞並未得到證實，昨日 A
股螞蟻概念板塊未有出眾表現，整體
0.2%微弱升幅跑輸滬深大市。
■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彭博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螞蟻集團計劃在未來幾周內
申請在香港和上海兩地上市，最快 10 月份成事。目

標估值為 2,250 億美元左右；如果順利，這將是全球最大
的首次公開募股(IPO)交易，籌集金額約300億美元。根據
彭博匯編的數據，300 億美元的雙重上市可能是全球最大
IPO，刷新沙特阿美創下的294億美元的紀錄。按2,250億
美元來算，螞蟻集團的估值將超過高盛集團和摩根士丹利
的總和。

疫情下 季賺百億勁增 5.7 倍
2020 年一季度阿里從螞蟻集團獲得投資收益約 30.34 億
元（人民幣，下同）。按阿里持有螞蟻33%的股份比例推
算，今年第一季度，在疫情衝擊之下，螞蟻集團盈利約為
92億元(約103億港元)，同比大增567%。

科創板成聚寶盆 認購火爆

股民對於螞蟻集團的熱情，和對參與科創板熱情
高漲也是離不開關係。螞蟻集團除了登陸香港市
場，也會在 A 股科創板 IPO。目前科創板打新仍被
股民視為「生財有道」的寶地，從近期一些進行
IPO 的科創板新股中籤率來看，多在萬分之二至萬
分之三，高企的初步認購倍數反映出投資者興趣
度。

內媒估計或下月登陸科創板
業內普遍認為，作為明星 IPO 項目，螞蟻集團輔導備
案、上市審核速度都可能超出市場預期。有投行負責人
稱，即便是保守預計，螞蟻集團年內實現 A+H 同步上市
沒有問題。內地科創巨頭IPO速度不斷被刷新，若以中芯
國際的上市時間表為參照，有內媒估計，螞蟻集團甚至最
快下個月就可以登陸科創板。
月中浙江證監局的備案文件並披露了螞蟻集團的主要
股東。截止該份文件出具日，螞蟻員工持股平台杭州君
瀚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持股 29.86%）、杭州君澳股權投
資合夥企業（持股 20.66%）合計持有螞蟻集團 50.52%股
權。

增長空間巨 一定長期持有

本月多隻新股首掛波動大

A股部分螞蟻概念股昨日表現
股份

變幅(％)

張江高科（600895）

+2.57

和晶科技（300279）

+2.11

巨人網絡（002558）

+2.04

中國人壽（601628）

+1.64

佳都科技（600728）

+1.60
製表：記者 章蘿蘭

但值得注意的是，科創板新股上市後的表現已出
現分化跡象。據統計，截至 8 月 14 日，8 月共有 8
家公司登陸科創板，分別為康希諾、凱賽生物、仕
佳光子、先惠技術、億華通、敏芯股份、高測股份
和賽科希德。這些新股上市首日收盤價漲跌幅，分
別 為 87.45% 、 17.65% 、 269.04% 、 111.53% 、
144.12%、269.40%、240.39%和 237.99%。但如果
從比較開盤漲幅來看，康希諾下跌 36.66%、仕佳
光子下跌 19.13%、先惠技術下跌 15.45%、億華通
下跌 95.08%、賽科希德下跌 19.50%。8 隻中 5 隻在
二級市場上的表現明顯低於預期。

申消費金融牌 出資 40 億佔半
另外，螞蟻集團正在申請消費金融牌照的消息獲得證
實。昨日（21 日）A 股上市公司魚躍醫療公告稱，擬與螞
蟻集團、千方科技、國泰世華、寧德時代、南洋商業銀行
及中國華融共同出資 80 億元在重慶市設立重慶螞蟻消費
金融公司。螞蟻集團作為主要發起人出資 40 億元，佔註
冊資本的50%。內地多家媒體報道，螞蟻集團方面人士也
已確認消息屬實。
A 股投資者無疑對螞蟻上市翹首以盼，但畢竟暫時對細
節所知不多，相關概念板塊昨日表現平淡。螞蟻概念整體
漲 0.2%，不及滬綜指 0.5%的漲幅，更未能追上深成指、
創業板指。個股中張江高科、和晶科技、巨人網絡漲超
2%；中國人壽、佳都科技、捷順科技、新華保險、人民
網、創業慧康、新開普、永安行等漲超 1%；東港股份、
宇信科技、君正集團、科藍軟件、融鈺集團等還逆市跌超
2%。科創50指數也未受益，僅微升0.36%。

創業板首批註冊制企業下周上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首批創業
板註冊制企業將於下周一（24 日）上市，昨日創業
板率先股舞，全日漲近 2%。 滬綜指、深成指亦收
紅，但相較創業板略遜色。創業板實行註冊制，或
將成為科創板潛在競爭對手，科創 50 指數升幅居
末，僅錄得0.36%。
下周一 18 隻創業板註冊制新股將批量上市，昨日
創業板不出所料最受投資者熱捧，早盤即高開近
1%，盤中最多升逾 2%。但因滬深主板並不太給
力，未引爆做多氛圍，創業板漲勢沒有取得進一步
突破，最終收漲1.72%或44點，報2,632點。滬綜指

報 3,380 點，漲 16 點或 0.5%；深成指報 13,478 點，
漲 157 點或 1.18%。兩市共成交 8,442 億元（人民
幣，下同），北向資金尾盤搶籌，淨流入 31.86 億
元。
盤面上，兩市行業板塊多數上漲，食品飲料、釀
酒、文化傳媒、電信運營等板塊升幅領先；高速公
路、化肥、農牧飼漁、貴金屬、航天航空、石油、
鋼鐵、多元金融等板塊微跌。
本周滬綜指累計上漲了 0.61%，周線四連陽。不
過深成指、創業板指周線均收綠，分別累計下挫
0.08% 和1.36%。

短期料有炒作 防大波動風險
另據央視報道，深交所交易監管部總監李慶中表
示，創業板註冊制新股上市初期，受市場供求關
係、交易機制改變等因素影響，個別股票可能出現
短期炒作、異常交易、大幅波動的風險。深交所將
嚴守一線監管底線，精準打擊異常交易和違法違規
行為。嚴密監控相關股票交易，推進交易與信息披
露監管聯動，依託智能化監察系統，利用大數據、
人工智能等技術快速鎖定異動賬戶，對異常交易行
為採取針對性的監管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