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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今年港登場 料籌300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香港去年
新股市場受大市拖累，IPO額按年下跌
17%，至3,316.6億元（港元，下同），全
球排第四，展望今年的新股市場，羅兵咸
永道相信將有120隻新股上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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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兵咸永道：IPO市場將回勇
羅兵咸永道3日表示，儘管全球政治及
經濟不確定因素仍然存在，但在資金充裕
和企業發展集資需求龐大的支持下，香港
IPO市場會有望回勇。羅兵咸永道香港企
業客戶主管合夥人黃煒邦表示，2021年下
半年市況動盪，不少企業將其上市計劃推
遲至今年，再加上中概股回流成大趨勢，
因此預期今年當市場恢復信心時，香港
IPO市場將繼續活躍。

新經濟企業及中概股添動力
該行預計2022年會有120家企業在香港
上市，全年總集資額亦可望回升，達到
3,500億至4,000億元，令今年香港IPO市
場有望躋身全球總集資額三甲之列。該行

估計今年集資規模超過100億元以上的超
大型IPO有8至10間，平均集資額為150
億元；集資規模50億至100億元的有15至
20間，平均集資額為75億元；集資規模在
50億元以下的將有90至97間，平均集資
額12億元。
該行認為，今年新股市場的推動力包
括：新經濟企業及中概股回歸將繼續成為
港交所2022年上市活動的主要驅動力；作
為亞洲最大的生物科技公司上市平台，生
物科技公司於2022年在香港上市活動中將
保持活躍；預計更多環保、社會和企業管
治（ESG）相關公司於港交所上市。

將有更多環保ESG公司上市
該行預計，今年有10至15間中概股赴港
上市，集資金額1,000億至1,500億元；有
20間生物科技公司上市，集資額料達400
億元。
隨着港交所制定SPAC上市制度的新規
則，該行預料今年有10至15家SPAC赴港
上市，集資約200億至300億元（有關金額

未計入總集資額預測中）。
黃煒邦稱，在過去的十年，隨着上市監

管改革成功，使香港IPO市場變得多元
化，相信這些改革會創造更多機會，繼續鞏
固香港作為亞太地區最佳融資平台的地位。
港交所致力保持靈活變通，透過接納新模式
不斷發展及改革，並與全球交易所看齊，允
許SPAC得以透過IPO籌集資金。

上市監管不斷改革創新機遇
至於2021年，香港則有99隻新股上市，

當中98隻來自主板，零售、消費品及服務

類佔比最大，佔54%，其次為金融服務企
業，佔19%。去年主板上市數量較2020年
減少33%，只有1家企業於創業板上市，
2020年則有8家。
沒有企業以介紹形式上市及只有2家從
創業板轉至主板上市但未有集資的公司。
上市集資額方面，即使新經濟企業和中概
股回歸上市活躍，但去年香港市場總集資
額按年下降17%，總額約3,317億元。該行
又指，新經濟企業和中概股回歸將繼續成
為港股上市活動的主要驅動力。2021 年中
概股回歸到香港上市共集資1,003億元。

● 黃煒邦(左)稱，隨着上市監管不斷改
革，使香港IPO市場變得多元化。

2022年香港IPO額預測

主板及GEM

已包括：
–生物科技公司
–已於美國上市中
國公司作第一或
第二上市

SPAC
資料來源：羅兵咸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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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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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美國納入投資被美國納入投資「「黑名單黑名單」、」、令上市計劃受阻的商湯重令上市計劃受阻的商湯重

新招股新招股，，自掛牌後股價連升自掛牌後股價連升33日日，，33日以全日高位收市日以全日高位收市，，收收

報報77..7575元元（（港元港元，，下同下同），），單日升幅達單日升幅達4141%%，，33日累升日累升11倍倍，，公公

司市值司市值22,,579579..3939億元億元。。散戶一手散戶一手（（11,,000000股股））如持有至今如持有至今，，賬賬

面可賺面可賺33,,900900元元。。資深投資者曾淵滄表示資深投資者曾淵滄表示，，雖然商湯受美國雖然商湯受美國

制裁制裁，，但股價在短短數日內急升但股價在短短數日內急升，，笑言這是笑言這是「「用股價向用股價向

美國示威美國示威」。」。不過不過，，相比是有心人為撐商湯而搶高相比是有心人為撐商湯而搶高

股價股價，，曾淵滄更傾向相信是由於散戶認購股份太曾淵滄更傾向相信是由於散戶認購股份太

少少，，令令「「貨源歸邊貨源歸邊」」致大戶輕易炒起股價致大戶輕易炒起股價。。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曾淵
滄

指出，商湯股
價被大幅炒高，

未必代表投資者看好
公司前景，因為該股目

前仍未獲得盈利，大家只
是買公司的前景，若股價炒

作一輪後便散貨，他「不覺得很
出奇」。對於被美國制裁會否影響

該股的集資能力，曾淵滄認為，有關
因素確實令投資者對該股的興趣有所下

降，起碼大量美國資金不能投資該股，他亦
不排除未來該股會再被美國制裁，屆時需再評

估對商湯的影響，他呼籲投資者小心有關風險。

商湯街貨僅佔5.18%
據中央結算系統(CCASS)的數據顯示，截至去年底止，

商湯約有17.25 億股在系統登記，僅佔已發行股數約
332.82億股的5.18%，證明街貨量非常少。此外，商湯首
5名股東合共持有約14.04億股，相對CCASS總貨量之街
貨佔比逾81%，反映街貨分布集中，為股價走勢帶來利好
條件。不過，有市場人士指出，商湯若升穿8元但同時交

投回軟，後市便有隱憂，股價或要回調到6至6.5元水
平。但股價升穿8元企穩且成交配合，將確認有力續升，
屆時可上望8.8至9元。
商湯原定於去年12月7日招股，但股份截飛前，被美國
財政部列入「非SDN中國軍工複合體企業名單」，禁止
美國資金投資商湯，商湯隨即暫緩上市。但商湯在更新招
股文件後，火速重新上市，商湯的第二次IPO上市時，其
基石投資者已「大洗牌」，原美資的基石投資者包括
Pleiad基金、WT、Focustar及Hel Ved，以及廣發基金退
出，並由徐匯資本、國泰君安證券投資、香港科技園創投
基金、希瑪眼科及泰州文旅補上。新基石投資者的認購金
額，則由之前的4.5億美元增至5.12億美元。

4美資機構退出基投
商湯再招股時，散戶的認購反應依然平平，最終僅超購
4.18倍，並以下限每股3.85元定價。商湯上市當日，財政
司司長陳茂波罕有出席上市儀式，他提到，每家成功的公
司都有一個故事，每個成功的故事也許亦難免有些曲折。
「商湯在上市前夕，被外國政府無理干擾，企圖阻撓它上
市的進程。雖然曾遇曲折，但是，對強者而言，困難與挑
戰都只會是成功故事的點綴。」商湯能夠成功上市，他認
為，這裏面有着國家的支持、香港的努力，更重要的是企
業創辦人、管理者出色的能力和團隊的拚勁。 他又指，

商湯是首個由香港科學園孕育的科技初創「獨角獸」，在
香港上市具有特別意義。
港股方面，3日是2022年首個交易日，恒指先高後低，
早段曾升207點，高見23,605點後掉頭回落，午後最多跌
204點，全日則跌122點，收報23,274點，首日便收黑
盤。日股及A股仍休市，「北水」也暫停，使全日主板交
投不足700億元。科指及國指亦先升後跌，最後科指收報
5,640點，跌0.5%；國指亦跌0.6%報8,188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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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湯商湯33日升日升11倍倍 市值市值25802580億億
港股過去十年首日開市及全年表現

年份

2022

2021

2020

2019

2018

2017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製表：記者 周紹基

首日
開市(點)

23,510(紅盤)

27,087(黑盤)

28,249(紅盤)

25,824(黑盤)

30,028(紅盤)

21,993(黑盤)

21,782(黑盤)

23,683(紅盤)

23,452(紅盤)

22,860(紅盤)

18,770(紅盤)

首日
收市(點)

23,274(黑盤)

27,472(紅盤)

28,245(紅盤)

25,130(黑盤)

30,515(紅盤)

22,150(紅盤)

21,327(黑盤)

23,858(紅盤)

23,340(紅盤)

23,311(紅盤)

18,877(紅盤)

首日
升跌(點)

-122

+241

+56

-715

+596

+149

-587

+253

+33

+655

+107

全年
升跌(點)

-

-3,833

-958

+2,344

-4,073

+7,918

+86

-1,690

+298

+649

+4,222

●港股2022年首個交易日走勢先高後低，收黑盤。
中新社

新機旺銷 小米今年續擴芯片投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馬翠媚）

小米新手機小米12系列在上月底正式
開售，公司日前公布小米12系列的首
銷情況，全渠道首賣僅5分鐘，銷售
額突破18億元（人民幣，下同）。
小米董事長雷軍早前亦在網上為新

手機造勢，他在回應網民提問時指，
旗艦小米系列提供一大一小雙尺寸就
是為了能全面直接對標蘋果iPhone，
又預告 2022 年會繼續加大芯片投
入，更透露小米汽車業務的進展超預

期，預計2024年上半年量產出車，
不過他強調即使小米開始造車，手機
業務仍是小米的核心業務。
根據官網介紹，小米12X，售價為
3,199元起；小米12，售價為3,699元
起，採用全新一代驍龍8移動平台，
配備3個後置鏡頭；小米12 Pro售價
則為4,699元起，同樣採用新一代驍
龍8移動平台和後置3鏡頭。
不過，小米股價3日跟隨大市向
下，收報18.6港元，跌1.59%。

騰訊傳入股英數碼銀行

●外電消息指騰訊有意入股英國數碼銀行。 資料圖片

●● 小米表示手機業務仍是其小米表示手機業務仍是其
核心業務核心業務。。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外電消息
指，騰訊有意入股英國數碼銀行。英國數碼銀
行Monzo表示，騰訊已持有Monzo的少數股
份，惟Monzo沒有披露騰訊持股的細節。報
道又引述消息人士稱，騰訊正在進行1億美元
的少數股權投資。
事實上，Monzo於去年12月初曾進行融
資，並已經完成了4.75億美元的融資。而且早
前Monzo亦獲得阿布扎比增長基金(Abu Dha-
bi Growth Fund)和Coatue等投資者的注資。

疫挫主業 Monzo年度虧損擴大
Monzo於2015年創立的英國數碼銀行，擁
有500多萬客戶，於2017年4月獲英國金融服
務局部門（PRA）正式授權批准提供往來戶口
(Current Account)服務，正式營運銀行業務，
與傳統銀行最大分別在於Monzo沒有實體地
址或分行，只需10分鐘時間通過App上傳簡
單文件即成功開戶。
不過，Monzo一直難以盈利，加上去年由

於披露面臨潛在的民事和刑事洗錢調查，導致
年度虧損擴大。
Monzo 的報告顯示，該銀行在截至2021年
2月的一年虧損約1.3億英鎊，而收入則增長
18%至6,600萬英鎊。而Monzo的大部分收入

來自卡交易費，尤其是來自旅客，惟受到疫情
影響打擊卡交易業務。
騰訊還持有電動汽車製造商特斯拉(Tesla)

以及照片信息應用公司Snap Inc等美國主要科
技公司的股份。

2021年12月30日
低見3.9港元
（招股價：3.85港元）

3日收7.75港元
+40.91%

商湯股價商湯股價33日倍升日倍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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