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於農夫山泉屬熱門新股，
為增加中籤率，較進取的股民
會借助孖展以增加中籤機會，
這時股民便需要更應認清相關
程序、開支及風險。目前市面

上很多券商，都以免存倉費或免佣
作招徠，優惠五花八門，但今次農
夫山泉供應的股份不多，中籤率會
相當之低，若以孖展認購，未來無
論是否獲配發新股，也要支付孖展
利息，留意可能得不償失。

未有投資戶口的市民若想分杯羹，
可向銀行或券商開戶，若以賬戶內現
金認購新股，投資者就像平常買股票
一樣，若成功認購，只須向銀行或券
商繳付存倉費及印花稅等，包括經紀
佣金、0.0027%的證監會交易徵費、
0.005%聯交所交易徵費，以及0.1%印
花稅，若認購失敗，部分券商會向投
資者收取手續費。

以本港散戶較多的富途證券為例，
該行給出的孖展息率為3.98%，最高

10倍槓桿。由於大多數新股的招股時
間為4天，若沒有延長招股時間的
話，借100萬元認購股份，利息支出
約436元。當然投資者可以選擇最後
一天才「落飛」，以減少利息支出。

借100萬孖展利息400多元
不過，若股份熱爆，出現「僧多

粥少」局面，有可能令孖展認購新
股部分提早「截飛」，令股民出現
借無可借的情況，故碰上極受矚目

的明星新股，股民宜趁早入飛。
好像耀才證券昨晚已表示，早前預

留的300億元孖展額已近「借爆」。
另外，富途證券網上平台昨日也出現
「服務繁忙、無法認購」等情況。富
途證券客服在留言處向股民表示，
「因當前認購火爆導致訂單積壓較
多，導致資金未能正常釋放，富途工
程師正在緊急疏通訂單，處理完成後
資金將會正常釋放。」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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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部分熱門及焦點新股首日孖展情況
日期

2020年8月25日
2017年10月26日
2009年9月10日
2009年7月17日
2018年4月24日
2020年6月16日
2020年6月29日
2017年9月18日
2020年6月8日
2020年7月28日
2020年6月2日
2020年4月14日
2019年11月15日
2018年6月25日
2018年9月8日

股份

農夫山泉(9633)
閱文集團(0772)
國藥控股(1099)
金隅股份(2009)
平安好醫生(1833)
康基醫療(9997)

歐康維視生物(1477)
眾安在線(6060)
京東集團(9618)
泰格醫藥(3347)
網易(9999)

康方生物(9926)
阿里巴巴(9988)
小米(1810)

美團點評(3690)

首日借出孖展
(元)

逾1,400億
逾1,200億
逾1,000億
約958億
近900億
656億
564億

逾494.13億
430億
423.8億
291億

逾275.16億
54億
40.5億
7億

相當於在港
公售金額超購倍數

逾247倍
143倍

逾114倍
逾160倍
逾150倍
208倍
364倍
逾83倍
26倍
71倍
44倍

逾105倍
1.3倍
0.67倍

0.43%(不足額)

■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

農夫山泉再掀本港新股熱！內地有「水中茅

台」稱號的包裝飲用水及飲料企業農夫山泉

（9633）昨日起至本周五公開招股，市場反應熱

烈，首日借出逾1,440億元孖展，創下新股首日借

出孖展紀錄，相當公開發售部分的超額認購逾247

倍，有券商估計起碼認購60至100手才穩中一

手。部分券商已被借爆，正考慮是否加碼。新股

熱亦抽緊市場資金，港匯再觸強方上限，金管局

昨早已接錢6.43億港元，令銀行體系結餘在8月

27日將增加至1,883.83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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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夫山泉首日孖展
券商料買100手穩派一手 港匯強金管局入市

農夫山泉招股資料
行業

全球發售股票

招股價

最多集資額

每手股數

入場費

招股日期

掛牌日期

保薦人

包裝飲用水及飲料企業

逾3.88億股，當中約7%在香港公開發售

19.5至21.5元

83.42億元

200

4,343.34元

8月25日至8月28日

9月8日

中金、摩根士丹利

部分券商與銀行抽農夫山泉優惠
券商

耀才

輝立

中銀香港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

優惠

開戶可獲真真正正零佣金，永久免平台費；再送20
股盈富(2800)與 10股滙控(0005)；孖展認購高達
95%；利息可低至2%；暗盤買賣佣金全免；現金認
購手續費全免。

90%孖展認購，要10,000股(50手)或以上才收息，
息率為 2.28%。

貸款成數最高為申請認購股份總款項的90%，貸款
利率為劃一年息1.5%。

1440億破紀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有「水中茅台」之
稱的農夫山泉（9633）昨首日招股，該股作為內地
包裝飲用水及飲料龍頭，被形容為「大自然的印鈔
機」。有分析估計，農夫山泉估值或高達2,000億元
以上，由於其包裝飲用水的毛利率高達62.8%，意
味農夫山泉每100元人民幣的銷售額，水的成本只
有0.6元人民幣，毛利高達60元人民幣，在如此高
的回報下，料會吸引到大量股民搶購新股。
大華繼顯（香港）策略師葉國邦表示，農夫山泉的

樽裝水，在內地市佔率已稱霸多年，是行業的長期龍
頭，主要是因為集團掌握水源成本，成就了長遠的競
爭優勢。未來股價方面，由於農夫山泉引進了多個大
型投資者，在貨源緊絀下，有利其股價表現。

去年曾派息過百億 超集資額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2012年至2019年
間，農夫山泉連續8年保持內地包裝飲用水市場佔
有率第一。以2019年零售額計，農夫山泉在茶飲
料、功能飲料及果汁飲料的市佔率居內地前三。
特別一提的是，農夫山泉在2017至2019年，共

向原有股東派息高達103億元人民幣，單是去年就
派發96億元人民幣（約105億港元），較今次招股
集資額還要多。截至去年底，公司擁有可分派的儲
備仍有為91.7億元人民幣（約100億港元），在資
金如此充足下，曾遭市場質疑有否上市集資需要。

影子股受惠 康師傅升12%
有證券經紀表示，農夫山泉有「現金牛」的屬性，過去
派息也「疏爽」，今次上市只集資最多83億元，規模不
足其市值的半成，相信只是為了上市地位而來，故勢必吸
引散戶踴躍認購。
農夫山泉未上市先熱爆，市場昨日有意炒作其影子股，
統一企業中國（0220）升2.4%、康師傅（0322）更大漲
12.4%，鴻福堂（1446）也升1.9%。不過，同樣賣水的西
藏水資源（1115）走勢波動，該股在周一急漲43%後，昨
早再升近13%高見0.9元，但其後獲利盤湧現，該股全日
倒跌近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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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今年第
二季，本港在香港國安法啟動立法、美國
進一步打壓及續受新冠疫情打擊下，經濟
陷入衰退，有關「資金流走、外資撤資」
的流言不絕。證監會最新數據顯示，本港
今年上半年，香港的金融市場在充滿挑戰
的形勢下仍維持穩健，香港註冊成立的證
監會認可基金在首季經歷淨資金流出後，
至第二季，這些基金已出現270億元的淨
資金流入。
證監會昨指出，香港註冊成立的證監會

認可基金首季出現資金淨流出，這與新型
冠狀病毒疫情爆發導致全球市場扭曲及
「尋求較穩妥的資金出路（flight to
safety）」的現象相符。在第二季，這些基
金有所反彈，出現270億元（35億美元）
的淨資金流入。證監會行政總裁歐達禮
指，香港金融市場在上半年的表現，顯示
市場維持穩健。
其間，香港股市及期貨市場一直保持活

躍，平均每日成交額按年上升20%，達

1,175億元。首次公開招股市場繼續表現蓬
勃，2020年上半年的集資額為928億元。

去年財管淨流入1.67萬億
另外，證監會在昨公布的《資產及財富

管理活動調查》指出，截至去年底，香港
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管理資產按年增加
20%至287,690億元。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
在2019年錄得16,680億元的淨資金流入。
持牌機構及註冊機構經營的資產管理及基
金顧問業務的管理資產按年增加22%至
200,400億元。
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管理資

產增長19%至90,580億元。信託持有資產
增加11%至38,440億元。
在香港獲發牌進行資產管理（第9類

受規管活動）的持牌機構數目增加10%
至1,808家。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的從業
員總數為45,132人，其中直接從事資產
管理及相關輔助職能的從業員所佔比例
有所增加。

上季港基金270億淨流入螞蟻A股IPO擬籌480億 遜預期

■螞蟻集團昨晚已向上交所及香港聯交所遞交招股申請
文件，同時展示了新的商標圖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螞蟻集團上市進展神速，不但10天
即完成上市輔導，昨晚已向上交所科創
板遞交上市招股說明書（申報稿），並
同步向香港聯交所遞交A1招股申請文
件。文件未披露H股的集資規模，但A股
融資額顯示為 480 億元（人民幣，下
同），遠低於市場預期A+H的300億美
元（約2,073.66億元人民幣）。業內預計
其10月20日前後上市。

集資額或不是最終數據
上交所披露A股集資480億元，遠低於
市場預期，是否意味着港股將是螞蟻集
團融資主體或上市主體？中泰國際策略
分析師顏招駿表示，暫時未知香港集資
多少，A1的表沒有披露，但A股集資的
數字比之前預期的小很多，或不是最終
數據。
招股書披露，儘管面對新冠病毒疫情

的影響，公司上半年各
項業務指標仍錄得增
長，淨利按年大增14.6
倍至212.34億元；而毛
利率則按年提高12.2個
百分點至58.6%。截至6
月底，支付寶月活躍用
戶7.11億戶，較去年底
增8%或5,200萬戶，至
6月底的「年度總支付
規模」117.9萬億元，較2019年12月底
「年度總支付規模」增6%。

馬雲捐6.11億股經濟利益
根據文件，由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

螞蟻董事長井賢棟、首席執行官胡曉明
以及新任非執行董事蔣芳4人共同擁有的
「杭州雲鉑」，公司不享有源於杭州君
瀚及杭州君澳所持股份的任何經濟利
益，但具有分配權，而且在杭州君瀚、

杭州君澳具有控制權。
馬雲在上市前向井賢棟、胡曉明及蔣

芳，各轉讓「杭州雲鉑」22%股權，馬雲
保持34%股權。據「杭州雲鉑」公司章
程，股東大會須以三分之二以上的股東
多數票決定，因此馬雲對一切有關事宜
擁有否決權。目前馬雲持股26.77億股螞
蟻集團，不過集團的申請文件披露，馬
雲委託杭州雲鉑未來捐贈6.11億股予其
指定公益組織的經濟利益。

農夫山泉計劃發售逾3.88億股，當中約7%在香港公開發
售，招股價介乎19.5元至21.5元，集資最多逾83億

元。以一手200股計算，入場費約4,343.34元。該股預期將
於9月8日在港交所掛牌上市，中金與摩根士丹利為農夫山
泉的聯席保薦人。

引GIC富達等基石投資者
公司引入多個基石投資者，合共認購3.2億美元（折合約
24.96億港元）股份，包括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
富達國際、對沖基金Coatue、國調基金、誠通中信農業基
金，以及ORIX Asia Consumer Trend Investment。
以招股價範圍的中位數20.5元計算，公司預計全球發售所
得款項淨額約為77.68億元，其中25%將用於品牌建設工
作；約25%將用於購買冰箱、暖櫃及智能終端零售設備等，
以提升銷售能力；約20%將用於增加現有生產設施的產能及
興建新生產設施；約10%用於加強業務運營基礎能力建設；
約10%用於償還貸款；約10%將用於補充流動資金和其他一
般企業用途。

耀才：考慮加碼孖展金額
農夫山泉IPO一直備受市場關注，據了解，昨日多家券商
合共為農夫山泉預留至少1,500億元作孖展認購。當中富
途、耀才、輝立均分別預留300億元孖展額，大華繼顯預留
200億元，英皇及信誠分別預留150億元。
昨日為農夫山泉首日招股，反應相當火熱。據了解，綜合
多間券商，農夫山泉昨日首日借出孖展額逾1,440億元，超
購247倍。多間券商未到下午4時，孖展已借爆，或僅剩少
量餘額，有券商稱正考慮是否加碼再借。由於已超購94倍
或以上，農夫山泉公開發售將回撥至27%，涉及1.048億
股。
其中，耀才證券（1428）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許繹彬昨表
示，昨日農夫山泉首日孖展認購反應熱烈，該行已借出孖展
金額近300億元，為配合殷切的市場需求，公司會因應情況
而決定加碼。
他表示，透過耀才證券認購農夫山泉可獲以下優惠，包括
開戶可獲真真正正零佣金，永久免平台費；再送20股盈富
（2800）與10股滙控（0005）；孖展認購高達95%；利息
低至2%；暗盤買賣佣金全免；現金認購手續費全免。

金管局「接錢」6.43億港元
農夫山泉主要產品覆蓋包裝飲用水、茶飲料、功能飲料及
果汁飲料等類別。農夫山泉去年全年收益按年升17.3%至
240.21億元（人民幣，下同）。純利49.5億元，按年升
37.3%，純利率20.6%。
另一方面，新股熱抽緊市場資金，令港匯強勢，觸及7.75
強方兌換保證水平。因此於美國時間星期一（24日）紐約交
易時段尾市，金管局在市場「接錢」，沽出6.43億港元，令
銀行體系結餘在8月27日將增加至1,883.83億港元。據彭博
的報價系統顯示，昨日傍晚 6時 30分，港元兌美元報
7.7503。

■有內地「水中茅台」之稱的農夫山泉昨天起公開招股，再掀本港新股熱潮，首日借出逾
1,440億元孖展，創下新股首日借出孖展紀錄。 官網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