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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概股加快回流下，引發新一

輪新股熱潮，將於今日掛牌的農

夫山泉（9633）昨暗盤率先爆

升，一度高見 55元，較招股價

21.5 元勁升 1.55 倍，不計手續

費，一手賺6,700元，暗盤收市最

多仍高招股價逾倍，見44.05元，

以此計市值近5,000億元。該股獲

近70.8萬人認購，公開發售部分

超購1,147倍，凍資6,709億元，

成為史上凍資王，國際配售亦超

購約60倍。

暗盤每手最多賺6700元
70.8萬人捧場 超購1147倍 凍資6709億稱王

美資行：外資對中國興趣無減

近年認購情況較踴躍的部分新股
掛牌
日期

公司

公開超購
倍數

凍資金額
（億元）

2017年
11月7日

閱文
（0772）

625

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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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4日
康方生物
（9926）

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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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

1,900

2020年
6月18日

京東
（9618）

178

2,800

2020年
6月29日
康基醫療
（9997）

988

3,094

2020年
6月29日
海吉亞

醫療(6078）

608

1,351

2020年
7月10日
歐康維視

生物(1477）

1,895

2,944

2020年
9月8日
農夫山泉
（9633）

1,147

6,70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壹傳媒(0282)昨日股價
繼續受壓，再挫5.8%見0.325元低位，成交僅540萬元。
該股自8月中大幅波動，股價由低位0.075元炒上1.96
元，再急瀉至目前水平，累計跌幅已超過83%，高追的散
戶叫苦連天。市場其間一直質疑壹傳媒股價大幅波動，背
後或涉及人為操控及利益輸送。立法會金融服務界議員張
華峰昨日再次敦促證監會要保障投資者利益，找出壹傳媒
股價大幅波動的原因，以及成交量為何會超過股份總發行
量的不尋常情況，並調查出誰買誰賣，以保障公眾利益。

股價大波動 成交量不尋常
張華峰昨表示，壹傳媒董事局有責任盡快向股東交代事

件。他認為，一間上市公司的股價，短時間內如此波動，
當中涉及重大風險，有關情況可能嚴重影響股東利益。他
促請監管機構嚴肅跟進有關問題，以保障股東的知情權和
利益。
早前曾傳出證監會及聯交所已出手，就壹傳媒股價不尋

常及成交量變動，向個別證券商查詢並索取客戶資料與交
易記錄等，但事件至今已擾攘近一個月，仍未見調查結果
或有關機構作出實際跟進行動。有股民表示，懷疑背後有
人包庇和縱容壹傳媒股價波動，若最終不能知悉事件的真
相，或考慮到廉署舉報。
證監會近日回應傳媒查詢時，僅重申8月11日發出的聲

明，指該會一直在監察壹傳媒股價異動情況，並將繼續密
切監察與壹傳媒股份有關的交易活動。證監會亦將與聯交
所合作，要求壹傳媒向市場及時披露所有與其控制權、財
務狀況和營運有關，且可能對該公司股價造成重大影響的
未來發展情況及資料，並避免其證券出現虛假市場。

黎智英工廈獲數組買家出價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早前劈價叫售大埔太平工業中心一

座19樓全層，據悉叫價維持1.29億元，每方呎叫價3,100
元。有市場人士透露，最近開始有數組買家出價，未知實
際出價，只知出價較該盤叫價為低，估計每方呎出價介乎
2,300至2,700元，意味買家出價有可能較黎的叫價再低
25%。消息又指，目前該盤仍然「無得睇樓」，買方出價
亦未獲賣方回覆，估計與黎智英被捕一事有關。

張華峰再促證監徹查壹傳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翠媚）近年中美關係表
現反覆，但市場對中國信心未有因此而減退。紐
約梅隆銀行中國區總裁許晟昨指出，中國資本市
場現時規模已龐大至不能忽視，而他亦留意到在
面對疫情及地緣政治因素等影響下，外資仍持續
流入中國，反映外資對中國市場的興趣並無減
退，他亦預期將有更多中概股回流至香港上市。
許晟表示，中美貿易摩擦升溫令中國企業到美
國上市面對更多困難，他透露該行旗下有客戶正進
行風險評估，當中包括已在美國上市的中資公司正
考慮是否維持ADR（預託證券）上市，亦有一些未
上市企業都有向該行作諮詢，以審視美國是否仍是
值得尋求上市地方，同時一併考慮香港在內其他市

場的上市機會。

中資到海外上市需求仍強烈
除了中美關係外，年初爆發疫情亦對新股上市

帶來影響，許晟指不少中資企業原本打算赴美上
市，不過因應疫情關係，打斷了這些中資企業在
上市前進行一系列前期工作，如新股路演、與當
地投資者或監管機構等溝通亦受阻，不過他強調
中資到海外上市的需求仍然強烈，而該行未來亦
密切關注局勢發展，然後作出相應的策略調整。
問到中美關係緊張下，會否影響外資在中國部

署，許晟則回應指，中國近年不斷改革開放，而
最近內地向部分外資銀行批出了外資准入牌照，
反映內地仍繼續貫徹進一步深化改革方針，而在
面對一系列地緣政治因素下，部分投資者或審慎
觀察形勢，不過他強調該行將全力配合客戶，協
助他們開展在中國市場的機會。
另外，紐約梅隆銀行資產服務部大中華區主管

冼永全亦提到，市場普遍預期理財通、ETF通可
於今年第4季至明年首季推出，他指目前在兩地基
金互認的制度下，設有兩地基金銷售規模佔基金總
資產比例不得高於50%的限制，如果有關限制亦
應用於理財通等，或影響相關產品銷情，不過由於
相關措施目前仍未有詳情，故仍屬言之尚早。

■許晟稱，
中國資本市
場現時規模
已龐大至不
能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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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夫
山泉

剛成為史上「凍資王」
的農夫山泉(9633)今日掛
牌，昨晚暗盤表現突出，
該股在富途證券的暗盤平
台錄得了3.56億元成交，

暗盤價更一度升近 156%，高見 55
元，即每手最多賺6,700元。暗盤價
其後回順，收市仍較招股價21.5元高
105% 報 44.05 元 ， 每 手 仍 賺 4,510
元。市場人士指出，農夫山泉中籤率
低，僅得12%，之前已估計暗盤價至
少可升逾50%，若今日升五成以上可
先行獲利離場。

待回至26.5元再買入
信誠證券聯席董事張智威建議，中

籤的股民可在暗盤升逾50%時，分段
減持獲利，如果今日掛牌後，農夫山
泉的股價回落至26.5元左右時，以投
機買入。他認為農夫山泉市值足夠
大，現已接近5,000億元，日後有機
會被納入指數成份股，使中長線持有
變得更有價值。

耀才證券行政總裁許繹彬預計，農
夫山泉首日保守計會有至少60%的升
幅，也建議中籤者先行獲利，在30
元之下才嘗試追入。

暗盤價估值已遠超同行
中民證券研究部董事黃偉豪亦稱，大

市及新經濟股進入調整期，或會令港股
走勢反覆，在市場氣氛影響下，或導致
農夫山泉今日的升幅減少，建議首日可
先行獲利離場。以昨日該股暗盤價升近
倍而言，股份估值已太高，散戶不宜追
入，待回調後再作部署。

以昨晚富途暗盤收市價 44.05 元
計，農夫山泉的市盈率高達87.7倍，
遠高於康師傅（0322）22 倍的市盈
率。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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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夫山泉上市
後，鍾睒睒身家料
高達近三千億元，
將成為中國第三大
富翁。

資料圖片

70.8萬

製表：記者 馬翠媚

認購
人數

農夫山泉招股反應熱烈，根據配發結果，散戶一手
中籤率只有12%，認購150手始獲分一手，其中

21.55萬「一手黨」中，只有2.59萬人獲分貨。至於以
「頂頭錘飛」認購則有298人，各認購逾1,358萬股，
涉資逾2.9億元，每人獲分94手。該股最終凍資6,709
億元，高過2017年上市的閱文（0772）凍資5,211億
元，同時打破中鐵建（1186）維持12年、凍資5,354
億元的紀錄，奪走新股凍資王寶座。

三券商暗盤股價飆約1倍
該股昨在各個暗盤交易場表現造好，其中富途暗盤
升幅最強勁，一度高見55元，輝立及耀才亦分別高見
47元及46元，同樣較招股價升逾倍。至於低位方面，
三間券商暗盤低位介乎31元至38元，較招股價仍升至

少44%，意味不計手續費，一手亦至少賺1,900元。最
終富途收報44.05元，成交額3.56億元；耀才收報41.5
元，成交額1.17億元；輝立則收報41.25元、成交額
3.57億元，分別較招股價升逾1.05倍、93%、92%。
農夫山泉按招股定價21.5元計算，發行完成而未行

使超額配股權，股份市值2,405.47億元，市盈率48
倍，而參考暗盤昨最高收報44.05元計算，市值達
4,928億元，市盈率急升至87.75倍。參考其他在港上
市的飲料股，維他奶（0345）市盈率54.27倍，蒙牛
（2319）市盈率31.86倍，康師傅（0322）市盈率22.66
倍，中國旺旺（0151）市盈率17.24倍。
而隨着農夫山泉掛牌，創辦人鍾睒睒身家亦水漲船

高，計及鍾睒睒在農夫山泉上市前持有該公司84%股
份、加上農夫山泉上市前豪派股息，有媒體猜測農夫

山泉上市後，其身家可高達2,964億元。

鍾睒睒身家料近三千億
而根據彭博億萬富翁指數，他將成為中國第三大富

翁，僅次於阿里巴巴集團的馬雲和騰訊（0700）主席馬
化騰。若掛牌後股價再急升，意味鍾睒睒身家隨時再
翻倍。
農夫山泉每股以上限21.5元定價，集資淨額約81.49

億元，當中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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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以提
升銷售能力；約20%將用於新增產能所需的資本開
支。另外，用於加強業務運營基礎能力建設及償還銀
行貸款分別各佔約10%，其餘用作補充流動資金和其
他一般企業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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