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顧 2021 年香港 IPO市場，
多間機構都不約而同地表示，中
概股回歸支持香港新股市場表
現。
其中，畢馬威中國表示，受惠
中概股回歸港股市場，年內5家
內地科技公司完成第二上市，及
2家在美國上市的內地電動汽車
製造商，已在香港完成雙重主要
上市。
安永則表示，2021年香港前十

大IPO共集資1,883億元（港元，
下同），佔全年集資額的58%，5
家來自中概股回歸，3家為獨角獸
企業上市，集資總額佔前十大比
例超過九成。
瑞銀投資銀行亞太區主管及中

國總裁金弘毅早前則表示，現時
在美國掛牌的中概股約240多家，
合計總市值9.2萬億元，其中17家
佔上述總市值69%，已經先後在
港作第二次上市。

展望2022年香港IPO市場，將有多間大型企業有
望在香港上市。首先，消息指電訊盈科主席李澤楷
私人持有的的保險公司富衛集團早前曾向美國證交
會遞交上市申請，但計劃或會有變。消息指，富衛
集團上市前進行大型私人配售行動，而富衛保險已
與多名投資者簽訂認購協議，私人配售涉及總金額
超過14億美元。
知情人士透露，富衛已與多名投資者簽訂認購協

議，當中包括退休服務公司雅典娜控股子公司阿波
羅（Apollo）、加拿大養老基金投資公司及瑞士再
保險等。
知情人士續指，雖然當前宏觀環境充滿挑戰及不

確定性，影響市場及投資者情緒，但富衛仍吸引多

名投資者參與私人配售，驗證其商業模式及潛力。
據了解，是次私人配售會以現金認購富衛將發行

的新普通股，所得款項將提供額外資金支持富衛的
強勁增長，以及降低槓桿。該名知情人士又指，富
衛計劃2022年初在港申請上市，時間點大約是1月
至2月，屆時可將大部分從IPO籌集所得的款項專
注用作資助業務增長的計劃。

滴滴傳以介紹形式赴港上市
此外，內地網約車平台滴滴於2021年12月宣布

啟動在紐交所退市工作。外電引述消息人士指，滴
滴計劃以介紹形式在香港上市，不會發行新股或集
資。現時目標為於2022年4月底前申請在香港上

市，並在2022年6月底前掛牌。消息人士稱，滴滴
已選擇高盛、招銀國際及建銀國際安排其香港上市
流程。

衛龍延至今年IPO 待好時機
另外，內地“辣條”零食品牌衛龍美味雖已通過

港交所上市聆訊，但路透旗下IFR早前引述消息人
士指，衛龍已將上市計劃推遲至2022年，以待更好
的市場環境。早前有報道指，衛龍冀集資最多10億
美元。此外，消息指2021年4月從美國納斯達克退
市的內地生物醫藥企業泰邦生物，有意於2022年赴
港上市，計劃集資最多10億美元，公司現正與潛在
財務顧問進行初步討論。

多家巨企料今年上市 富衛最快首季登場

統計顯示，2021年全年香港IPO額
按年下跌17%，至3,317億元，全

球排第四。羅兵咸永道昨預計，香港
2022年將有120新股上市，集資總額
3,500億至4,000億元，有望重新躋身全
球三甲；其中，有10至15隻在美上市
中概股回流，集資1,000億至1,500億
元。而首度登場的SPAC（特殊目的收
購公司），則預計有10至15家公司上
市，集資200億至300億元（SPAC集
資額未計入總集資額預測中）。

部分內企整改後或捲土重來
畢馬威中國發布的《中國內地和香港

IPO市場 2021 年第四季度回顧》顯
示，隨着整體經濟持續反彈，香港繼續
是新股上市的熱門之選。該行預期，香
港將繼續是2022年全球新股上市的重
要市場，預料全年新股集資額將介乎
4,000億至4,500億元，上市數目料介乎

100宗至120宗。
德勤中國的資本市場服務部早前則

表示，2022年香港新股市場的亮點將
會為中概股加快上市，之後便是區內
高成長企業的上市，預計香港市場將
有大約120隻新股上市，集資約3,300
億元。
至於安永的《中國內地和香港首次

公開募股（IPO）市場調研》報告則預
計，香港2022年將有100至120宗新股
上市，集資額超過3,500億元，香港有
機會重返全球IPO三甲。安永亞太區上
市服務主管蔡偉榮早前表示，2021年
有部分內地企業因行業整改而延遲上市
計劃，預計這些企業有望於2022年上
市。
業界預料，新經濟股與中概股繼續成

為2022年“IPO造王者”的催化劑，因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確定實施
《外國公司問責法案（HFCAA）》，

讓在美上市的中概股陷入有可能遭除牌
的憂慮，而將有助推動更多在美國上市
的中概股回流香港上市。畢馬威中國資
本市場諮詢組合夥人劉大昌預期，未來
將會有更多中概股回來香港上市，不過
這些公司的集資規模，可能會較早前回
來香港上市的中概股小。

港引入SPAC可增市場吸引力
對於香港將容許SPAC在港上市，畢

馬威中國香港區新經濟市場及生命科學
主管合夥人朱雅儀表示，作為國際金融
中心，香港一直持續完善其上市制度以
適應最新的市場發展。
她預期新引入的SPAC上市制度，將

為未來的改革提供基礎，以保持香港資
本市場對發行人和投資者吸引力。

將有更多生科企業赴港上市
安永指出，港交所致力於持續改良上

市規則，以符合科技和市場的發展和變
化，加上引入SPAC上市制度，將進一
步加強吸引及便利不同業務性質的企業
赴港上市。
此外，作為全球第二大生物科技上

市中心，預期有更多生物科技與健康
企業會赴港上市，其中也不乏海外企
業跨境上市。
利好因素還包括獨角獸上市及中概

股回歸延續，多家原計劃赴美上市企
業亦有意轉到香港上市。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審計服務合夥人

賴耘峯則表示，香港IPO活動繼續蓬
勃發展，但仍要注意一些客觀因素，
包括全球通脹上行風險並未消除，美
聯儲的緊縮周期進程可能引起海外股
市震盪，美聯儲潛在減量與加息可能
會帶來海外資金流出壓力，中美關係
進入新的節點，地緣政治環境帶來的
挑戰，令投資市場存在不確定性。

港港IPIPOO可重返三甲可重返三甲
今年中概股加快回流今年中概股加快回流

新股上市料120隻 集資4500億

2021年五大首日升幅新股
排名

1

2

3

4

5

貨幣單位：港元 製表：記者 岑健樂

公司
森松國際

諾輝健康

快手

醫渡科技

時代天使

招股價
2.48元

26.66元

115元

26.3元

173元

首日表現
+258.87%

+215.08%

+160.87%

+147.91%

+131.79%

2021年五大首日跌幅新股
排名
1

2

3

4

5

貨幣單位：港元 製表：記者 岑健樂

公司
盈滙企業

宋都服務

智欣集團

北海康成

久久王

招股價
0.56元

0.25元

1.5元

12.18元

0.75元

首日表現
-41.07%

-36.00%

-29.33%

-26.93%

-26.67%

2021年香港首十大IPO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資料來源：安永統計，港交所
製表：記者 岑健樂

公司
快手

京東物流

百度集團

嗶哩嗶哩

小鵬汽車

理想汽車

攜程集團

聯易融科技

東莞農商銀行

凱萊英醫藥

集資額(億港元)
483.00

282.74

239.40

232.30

160.19

134.37

97.50

91.56

90.93

71.45

2021年十大超購IPO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資料來源：安永統計，港交所
製表：記者 岑健樂

公司
諾輝健康

時代天使

醫渡科技

車市科技

快手

歸創通橋

賽生藥業

心通醫療

星盛商業

京東物流

超額認購倍數
4,132

2,058

1,633

1,274

1,203

1,189

1,067

768

756

715

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影響香港

經濟，加上內地加強對各個行業的監

管，及美聯儲“收水”步伐提上日程等因素

影響下，令港股表現疲弱，也拖累新股市

場。全年集資額達約3,317億元（港元，下

同），按年下跌17%，全球排名跌出三甲，

只能排第四位。展望2022年新股市場，有機

構預計，在中美關係持續緊張的情況下，預

料香港IPO市場將繼續受惠中概股回流，令

新股有機會達100至120隻，集資額4,000億

至4,500億元，IPO集資額排名有望重返全球

三甲。

去年十大IPO
中概股回歸佔半

▲滴滴傳計劃以介紹形式在香港上市滴滴傳計劃以介紹形式在香港上市，，不會發行新股或集不會發行新股或集
資資。。

▼新股超購王
諾輝健康招股獲超購4,132倍，成
為2021年超購最勁新股。

▲市場傳富衛計劃2022年初
在港申請上市，時間點大約是
1月至2月。

▼ 新股賺錢王
時代天使首日掛牌股價狂升逾1.3倍，一手勁賺
4.56萬港元，成2021年最賺錢新股，亦為史上
第二賺錢新股。

▶ 新股集資王
快手上市集資483億港元，成為
2021年集資額最多新股。

◀衛龍上市計劃已推遲至2022年，以待更好的市場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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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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