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螞蟻傳集資額加碼至2730億
2020年9月22日（星期二）

料 10 月底上市 將成史上最大 IPO

10 月在 A+H 上市集資高達 300 億美元的螞蟻集團，上周五已
原計劃擬
獲上交所通過其科創板首發計劃，預料最快本周尋求香港聯交所上

全球最大新股螞蟻集團漸行漸近。據彭博消息，經評估
早期投資者意向，螞蟻集團正在尋求集資至少 350 億美元

市批准。彭博報道引述消息人士指，經評估早期投資者意向，螞蟻集團尋
求上調集資額至少達 350 億美元。螞蟻提高 IPO 目標，是基於其估值從之
前的 2,250 億美元(約 1.75 萬億港元)提高到約 2,500 億美元(1.95 萬億港元)。
若以該市值上市，螞蟻集團的規模超越美國銀行，亦是花旗集團的兩倍
多。

（約 2,730 億港元），較早前預計集資額 300 億美元（約
2,340 億港元）進一步上調。而估值將達到約 2,500 億美元
（約 1.95 萬億港元）。若最終落實，螞蟻集團將超越沙特
阿美，成為歷來最大 IPO。

本周尋上市聆訊 國慶後招股

■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

知情人士續指，螞蟻集團正尋求港交所於本周舉行上市聆訊，而花旗、
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中金將為螞蟻集團在香港 IPO 的聯席保薦人。料
在國慶假期後招股，10月底上市。
螞蟻集團在內地的上市申請方面，據上交所披露，科創板上市委已同意
螞蟻集團 IPO「過會」，即通過中證監屬下的證券發行審核委員會核准，
意味螞蟻集團經註冊後便可以開始招股流程。
另外，據內地媒體引述接近重慶監管的消息人士指，中國銀保監會已同
意螞蟻集團籌建重慶螞蟻消費金融公司，而該公司日前已舉辦籌建儀式，
啟動籌建工作。

華住暗盤微升 每手賺 350 元
其他新股方面，華住集團（1179）將於今日掛牌上市，該股早前公布招
股結果，以每股 297 元定價，集資淨額逾 59.24 億元，一手中籤率為
100%，人人有份。暗盤價方面，據輝立交易場的數
據顯示，華住集團昨開報 303 元，較招股價 297 元，
升 6 元或 2.02%，高位與低位，分別為 300 元與 305
元。暗盤昨收報 304 元，升 7 元或 2.36%。以一手 50
股計算，投資者每手賬面獲利350元。
內地媒體報道，內地化妝品品牌完美日記，日前已
完成新一輪融資，估值增至 40 億美元（約 312 億港
元）。此外，公司放棄在香港上市，並決定最快於今
年底赴美國上市。高盛、摩根士丹利負責相關事宜。

東軟教育孖展超購逾 153 倍
另綜合多間券商的數據顯示，再鼎醫藥（9688）錄
得 8.24 億孖展認購，超額認購 0.66 倍。中通快遞
（2057）錄得11.3億孖展認購，超額認購0.89倍。東
軟教育科技（9616）錄得 160.5 億孖展認購，超額認
購逾 153 倍。寶尊電商（9991）錄得約 0.84 億孖展認
購，尚未錄得足額認購。

金管局單日接錢147億 今年來最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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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大熱新股螞
蟻集團招股在即，資金持續流入本港，港匯
昨再觸強方兌換保證。金管局昨日承接 19 億
美元沽盤，向市場釋出 147.25 億港元，是今
年至今最大規模的一次，以及為今年第 48 次
接錢。本港銀行體系總結餘明天(23日)將升至
2,393.79億港元，為逾3年高位。

1 個月拆息 5 連升至 0.5 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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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港元拆息連續兩日上升，與供樓按
息相關的 1 個月拆息 5 連升，創 1 個月新
高。根據財資市場公會網頁顯示，1 個月拆
息升至 0.5 厘，較上日升 0.03184 厘。至於隔
夜拆息就升至 0.08607 厘；1 星期拆息升至
0.21554 厘；兩星期拆息升至 0.40232 厘。中
長線拆息方面，3 個月拆息升至 0.63113 厘；
半年期拆息升至 0.72441 厘；1 年期拆息升至
0.89929 厘。
截至昨晚 10 時 45 分，港匯報 7.7501。

百勝中國：今年開店冀逾800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內地新
冠肺炎疫情已經緩和。在內地經營肯德
基及必勝客的百勝中國 （9987）首席財
務官楊家威昨表示，公司的生意上季已
開始恢復，上季的系統銷售額，已回復
至去年同期約 96%。因此，他對今季業
務表現審慎樂觀。另外，他表示公司今
年開店目標維持 800 間至 850 間，而上
半年開了 350 間新店，若內地疫情沒有
再度惡化，有信心可完成全年開新店的
目標。
另外，他表示公司在香港上市後，目
前手上約有 40 億美元（約 312 億港元）
現金，而公司目前秉持審慎的財務管理
態度，因此在決定是否收購其他品牌時，將會十
分審慎。

內地市場潛力仍巨大
百勝中國首席執行官屈翠容昨表示，內地肯德
基新店往往開設 2 年便能回本，而必勝客回本期

央行LPR報價連續五個月按兵不動

■ 央行昨開展 1,400 億元人民
幣的逆回購操作。
幣的逆回購操作
。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倪巍晨 上海報道)
央行昨天發布的 9 月 LPR（貸款市場報價利
率）連續 5 個月維持不變，其中 1 年期 LPR
報 3.85%，5 年期以上 LPR 報 4.65%。不過，
央行昨日仍開展了總額 1,400億元（人民幣，
下同）的逆回購操作，包括 1,000 億元 7 天
期、400 億元 14 天期兩大逆回購品種，中標
利率分別持平於 2.2%和 2.35%。受訪專家指
出，LPR 報價保持原狀符合預期，在結構性
存款規模不斷壓縮背景下，MLF（中期借貸

便利）利率和 LPR 報價的穩
定，有助於紓緩市場對中長
期流動性的憂慮，隨着中國
經濟的持續穩步恢復，年內
降準概率正進一步降低，央
行料更多借助公開市場操作
維持流動性的合理充裕。
交銀金研中心高級研究員
黃暉表示，LPR報價在MLF
利率上加點形成，當前中國
經濟仍持續恢復中，鑒於房
地產市場調控，以及市場仍
存在的「資金空轉」問題，
央行已連續數月未對 MLF
利率和LPR報價進行調整。

經濟修復 放水意願減
黃暉續稱，抗擊疫情期間央行利率下行較
快，銀行端壓力變得較大，隨着經濟的快速
修復，央行政策寬鬆力度已經邊際性減弱，
LPR報價下行意願亦隨之減弱。
融 360 大數據研究員分析師李萬賦指出，
央行本月 15 日曾超量續作 6,000 億元 MLF 操
作，中標利率卻仍維持 2.95%不變。鑒於

此，LPR 報價繼續「按兵不動」符合預期。
他補充說，考慮到房地產不會成為短期刺激
中國經濟的手段，且中央層面反覆強調「房
住不炒」的政策定位，預計四季度內地房貸
市場利率將在總體平穩格局下略有收緊。
央行周一在公開市場開展了總額 1,400億元
逆回購操作，鑒於當日到期逆回購規模達800
億元，央行單日實現 600 億元淨投放。央行
據此解釋，此番操作旨在對沖政府債券發行
繳款等因素的影響，維護季末流動性的平
穩。

本周到期逆回購 4200 億
市場數據顯示，本周公開市場到期逆回購
合計 4,200 億元；除周一已到期的 800 億元資
金外，周三至周五到期的逆回購規模分別達
1,200億元、1,100億元和1,100億元。
資金價格方面，周一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
市場（Shibor）各短期品種回購利率全線上
揚。其中，隔夜利率上漲 10.3 個基點，至
2.2040%；7 天期回購利率上浮 2.9 個基點，
至 2.2620%；14 天期回購利率上行 23.8 個基
點，至 2.6490%；1 月期回購利率微升 1 個基
點，至2.6190%。

■ 百勝中國對本季業務表現審慎樂
觀，旗下品牌包括肯德基
旗下品牌包括肯德基。
。 資料圖片
則要3年至4年。底線是回報率達標就會開店，由
於內地多個城市未有開設肯德基及必勝客店舖，
因此市場潛力仍然相當巨大。另外，為迎合外賣
業務日漸成為餐飲業的新常態，她表示公司於數
年前已開始改造店舖及縮減店舖面積，從而降低
開店成本。

中證監對天山生物立案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
報道）中國證監會昨晚表示，近
期，天山生物等股票價格短期異常
波動，市場高度關注，近日證監會
已對有關異常交易立案調查。下一
步，證監會將在全面調查的基礎上
依法處理，切實維護市場健康穩定
發展。

兩券商合併若成功將成首例
因消息面活躍，A 股多個板塊起
舞。國聯證券籌劃換股吸收合併國
金證券，兩券商 A 股股票 21 日起停
牌。若合併成功，這將成為A股史上
首例上市券商之間的合併重組案
例。起先市場普遍預計，券商板塊
周一將高歌猛進，早市該板塊的確
不負眾望高開逾 3%，但開市後就直
線向下，後雖有反彈動作，惟衝高
意願不足高開低走，至收市整體升
幅已收窄至0.1%。
昨日表現最佳的其實是軍工板
塊，新余國科、安達維爾、江龍船
艇等個股攜手大漲 20%。相關統計
稱，上半年申萬國防軍工行業 75 家

公司，營業總收入合計 1,688 億元
（人民幣，下同），較去年同期增
加 5.65%，不過，期內營業利潤與
淨利潤分別增加 26.83 億元與 15.06
億 元 ， 增 幅 分 別 為 29.12% 和
16.56%，在今年的大環境下表現相
當優異。

三大指數齊跌 軍工板塊亮麗
據悉，9 月以來軍工類 ETF 獲資金
逆勢加倉跡象明顯。中信建投軍工
團隊強調，2020 年推動軍工行業發
展的邏輯將被逐步驗證。國海證券
建議投資者可關注如航空發動機、
軍工信息化等景氣度高、確定性
強、業績有望持續兌現、具有較強
改革預期的相關標的。
A 股大市表現弱勢，滬深三大指數
均以綠盤報收。滬綜指報 3,316 點，
跌 21 點或 0.63%；深成指報 13,149
點，跌 95 點或 0.72%；創業板指報
2,569 點，跌 26 點或 1.03%。兩市共
成交 7,550 億元，保險、旅遊酒店、
釀酒、民航機場、銀行等板塊跌幅
居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