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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觀點
2020 年前三季度港股所有新股的首日平均回報率為+24%，遠高於去年同期的 10%的水準。中概股回歸加速和
明星獨角獸的上市，推動港股的行業與市值結構的優化。
現在距年底不到兩個半月，影響市場的主要因素除了各國經濟表現、疫情發展，美國大選之外，再就是明星企業
的上市了。在今年剩下的時間裡最受矚目的明星企業 IPO 就是螞蟻金服了。
螞蟻金服旗下有「支付寶」
、
「餘額寶」
、
「螞蟻花唄」
、
「芝麻信用」等業務，是中國內地最熱門的支付及金融服務。
今年 8 月 25 日，螞蟻向港交所遞交上市申請，預計在 A 股和 H 股同步上市募集約 300 億美元，公司估值大約
2,250 億美元。
時隔不足一個月，9 月 20 日，市場傳出螞蟻在 A+H 股集資額加碼 16%，達到 350 億美元，上市估值提升至
2,500 億美元。而 350 億美元的募集金額將創下全球 IPO 集資最高紀錄。
雖然螞蟻在 9 月 16 日就獲得上海科創板上市委同意，A 股上市審批快過 H 股，但螞蟻上市之路可謂一波三折。
先是在香港的上市聆訊一拖再拖，計畫 9 月 19 日尋求上市聆訊，後來計畫推遲到 9 月 28 日，但現在仍然沒有進
行。
到了 10 月 13 日，傳出旗下支付寶，因推出認購螞蟻新股的戰略投資基金而涉嫌違規，惹來證監會調查利益衝
突。10 月 15 日，又傳出美國國務院研究把螞蟻集團列入貿易黑名單。
好消息是即使美國制裁，影響也十分有限，因為螞蟻的主要業務集中在內地。由於對新股的認購需求強勁，在與
投資者溝通後，螞蟻計畫把 IPO 的估值目標提高 12%至 2,800 億美元。不過，由於集資金額 350 億美元不變，
螞蟻可能減少發行量。
一切順利的話，螞蟻可以在本周通過港交所的上市聆訊，最快就可以在 10 月最後一周招股，在 11 月第一周掛牌
交易。
2019 年，香港的新股資金募集達到 3,142 億港元，不僅是香港 IPO 集資 2011 年以來的新高，而且也使得香港
從 2018 年，連續第 2 年成為全球最大 IPO 市場。

事實上，2014 年-2019 年，香港只在 2017 年沒有拿到 IPO 募集量的冠軍。當然，香港 IPO 的集資紀錄是 2010
年的 4,495 億港元，估計這項紀錄還將保持多年。
以香港前三季度 IPO 募集金額來看，半個螞蟻的募集額就可以説明香港交易所的集資規模超過去年全年的紀錄。
不過，考慮螞蟻的上市，以及第四季度其他公司的 IPO，預計今年港交所 IPO 募集金額將排在上交所之後，納斯
達克之前。
接下來我們就和大家回顧一下今年香港 IPO 前三季度的表現。儘管全球資本市場面對新冠病毒疫情帶來的重大挑
戰及市場的不確定因素，但今年在國內、美國和香港 IPO 市場的推動下，前三季度全球總集資額將較去年同期增
長 30%以上。這一增長主要受惠於亞洲市場（特別是上交所）募資金額的大幅增長，抵消了歐洲市場募資金額的
跌幅。
香港 IPO 市場在今年 1 月迎來 22 只新股，開局十分漂亮。但新冠疫情突如其來，使得 2 月的 IPO 市場基本陷入
停頓。最終第一季度有 38 只新股上市，比 2019 年一季度多一隻，融資金額也基本接近。
但疫情的影響持續發酵，使得香港二季度僅有 22 只新股上市，相比去年同期的 39 支大幅下滑超過四成。好在 6
月網易、京東等中概股回歸，二季度融資額仍然超過了去年同期。
即時沒有中美關係緊張，瑞幸咖啡事件，許多中概股也在積極籌備回歸，或者在香港二次上市，或者回歸 A 股，
只不過這些時間加速了這一趨勢的發展。
中概股積極選擇在香港第二上市，主要得益於 2018 年港交所對上市規則做出的重大調整，包括容許同股不同權、
創新產業第二上市、未有盈利生物科技公司上市等制度的修改。同時，恒生指數公司也順應趨勢做出改變，包括
納入同股不同權公司及第二上市的公司進入指數。
隨著國內疫情逐步得到控制，中概股回歸事件助推，香港市場第三季度 IPO 市場加速回暖，共有 41 只新股發行，
差不多是去年同期 22 只新股的一倍。
加總起來，香港前三季度共有 101 只新股上市，總的募資金額達到 2,171 億元，相對 2019 年同期的 1,320 億增
長了 64.5%，在全球排名第三位，次於上交所和納斯達克，排在紐交所和深交所之前。中國企業在全球 IPO 融資
額前五位中佔據了四位，代表 A 股和港股在國際資本市場地位進一步提升。
具體來看，2019 年前三季度香港只有申萬宏源、翰森製藥、百威亞太三家超 10 億美元規模的超大型新股。
2020 年前三季度京東、網易、百勝中國、中通快遞四隻第二上市新股，均超過 10 億美元融資規模。再加上渤海
銀行、泰格醫藥、農夫山泉和思摩爾國際共計有 8 只超大型新股，佔到主機板融資總額達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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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募資金額排名的全球前十大新股榜單裡，截止到 2020 年前三季度，在香港上市的京東集團、網易分佔第二名
和第五名，而在上交所上市的中芯國際和京滬高鐵分別排名第一和第三位，排第四的則是在紐交所上市的
Snowflake。
2020 年前三季度，共有 27 只新經濟相關新股上市，雖然只比 2019 年同期多了 5 只，但募資金額卻達到 1,504
億港元，相比去年同期的 313 億港元，增幅高達 381%。其中前五隻超大型新股中四隻屬於新經濟股，包括 3 只
第二上市的中概股，融資共計 1,043 億港元，較去年同期的 662 億港元增加 58%。
2020 年前三季度，按行業募資金額排名，第一位的是以網易和京東為代表的科技、傳媒和電信行業，募資總額
808 億港元，第二位和第三位分別是消費行業和醫療及醫藥行業，募資金額十分接近，分別是 436 億和 428 億港
元。排第四位的是金融服務行業。
這與 2019 年同期相比有著明顯的差別。當時募資排名第一、第二和第三的分別是消費行業、醫療及醫藥行業、
金融服務行業。科技、傳媒和電信行業排名第四，募資金額只有 150 億港幣。
這樣的轉變將會在未來繼續，推動港股的行業與市值結構的優化，加速實現港股從金融和地產向科技、醫藥、可
選消費行業轉型。
隨著將來中概股回歸加速和明星獨角獸的上市，港股將有望陸續迎來螞蟻集團、大疆、字節跳動、滴滴出行等科
技龍頭公司，推動港股的行業與市值結構的優化。
預計未來三年會有 40 多隻中概股回流港股，將使得港股科技行業佔比增加到 16%左右，可選消費權重增加至
24%左右，加上 4%的必需消費及 6%的醫療保健，四大新興行業佔港股市值可望增加至接近 46%。
從投資者最關心的打新回報率來看，2020 年前三季度港股所有新股的首日平均回報率為+24%，遠高於去年同期
的 10%的水準。大家應該記得農夫山泉首日 85%的回報率，但其實這個還沒有排進今年 IPO 首日回報率的前十
位。
展望未來，儘管一波三折，但螞蟻遲早上市，並創下史上最大規模 IPO 紀錄，上市後肯定會被快速納入多個重要
指數，引來主動型機構投資者和被動基金的追捧。
另外一個值得大家關注的新股是京東旗下的京東健康，已經向港交所遞交上市申請，按 2019 年收入計，京東健
康是中國最大的線上醫療健康平台及最大的線上零售藥房，排在阿里健康和平安好醫生之前。
市場預期，京東健康上市估值或達 300 億美元，以 2019 年 108 億人民幣的收入計算，市營率估值大約 19 倍，
比阿里健康和平安好醫生的 27 倍和 21 倍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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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喻為「中國的寶潔」，主打家居清潔護理的藍月亮也已經向港交所遞交了上市申請，藍月亮 2019 年全年純利
10.8 億元，按年大升 95%；收入按年升 4.16%至 70.5 億元；毛利率高達 64.2%，按年增加 6.8 個百分點。
希望大家不僅要抓住這些優質公司上市的機會，他們也值得長期持有。
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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