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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香港IPO市场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全年共计98宗新股上市，融资额超过
3,300亿港元，其中绝大部分来自新经济公司 — 共有59名新经济行业发行人成功上市，
融资额达2,910亿港元，占当年IPO融资总额的88%。今年上半年，受宏观环境影响，全球
IPO活动较2021年同期有所放缓，但香港IPO市场依然表现出一定韧性，截至2022年5月
底，已有超过170家公司递交新股上市申请。 

深广、多元、充满活力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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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的上市制度改革正在持续为香港资本市场的发展发挥作用，不断吸引更多不同领域的发行人来港上市，为我们的市场增添了

新的活力。

自2018年上市制度改革以来的市场增长情况

在3月底举行的香港交易所企业日活动中，我们提出了继续「连接资本与机遇」的发展愿景。本期《IPO快讯》将回顾香港市场的蜕变

历程，并详细介绍我们提升市场多样性及整体发展水平的三大重点策略：加快步伐完善上市机制；吸引「ABCDE」重点行业（具体所

指见下文）发行人代表；吸引国际发行人，令市场更多元化。 

在此之前，请一览我们的上市发行人 — 意大利豪华游艇生产商法拉帝股份有限公司的深度访谈。

198家新经济公司成功上市

8528亿港元
IPO融资额 

1667亿港元 
2021年平均每日成交额

417亿港元
2021年港股通平均每日成交额

65%
新经济发行人融资额
占IPO融资总额 +89%

较2017年

+325%
较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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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见： 
对话法拉帝

法拉帝股份有限公司(「法拉帝」，9638.HK)总部设于意大利，
其品牌历史悠久，是全球豪华游艇业的公认领导者。法拉帝
于2022年3月31日成功在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成为首家采
用香港交易所新的海外发行人上市制度在港上市的海外公司。  

Alberto Galassi
法拉帝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总裁

法拉帝为什么选择在今年进行IPO？

Galassi: 奢侈品行业在2021年实现了快速增长，尤其是游艇

行业。我们在手的订单及净收入在2021年均实现了47%的同比

增长。考虑到强劲的业务需求，我们决定在2021年启动上市，一方

面为后续业务发展募集充足资金，另一方面也进一步提升我们的

品牌知名度。预计我们的业务将在上市后会实现高速发展。

为什么选择在香港上市？

Galassi: 香港资本市场相较意大利等欧洲市场规模更大，交
易流动性更强，投资者结构更多元化，因此我们相信香港市场可

以为公司带来更丰富的募资渠道和估值溢价。此外，我们过往在

香港强劲的销售业绩也为我们在当地积累了忠实的用户群。不仅

如此，我们的控股股东潍柴集团旗下公司潍柴动力已在香港上市

18年，对香港资本市场有深入的理解，这也为我们在香港上市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借助香港上市，我们相信不仅会增强我们在亚太市场的知名度，

也有利于进一步开拓该地区的销售。亚太市场的游艇行业极具

发展潜力 - 即便亚太地区的超高净值人士增速领先全球，但目前

游艇在该市场的渗透率仅为其在美洲市场渗透率的五十分之一。

目前，我们亚太市场的收入贡献仅占总收入约6%，但纵观豪车

和时尚消费奢侈品企业，亚太地区通常是其最重要的区域市场

之一，收入贡献占比一般在40%-50%左右。我们认为游艇企业

的未来发展也将呈现该态势，因此，我们决定加大在亚太

市场的投入，而在香港上市是战略布局的重要一步。

未来五年，法拉帝有什么重要的商业发展计划以及新机遇？

Galassi: 未来五年，我们将通过持续研发投入巩固在复合材料
及专有定制船型市场的领先地位，并进一步开发高收益的旗舰

型超级游艇市场；通过产业链垂直领域的整合提高盈利能力与

产品质量；通过发展辅助业务进一步完善业务生态布局；通过

发展FSD (Ferretti Security Division) 高端公务艇业务平台，进

一步释放盈利增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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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香港资本市场的蜕变

2018年的上市制度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香港资本市场的基因。作为全球的「新经济市场」和「亚洲最大、全球第二大的生物科技集资
中心」，香港持续为新经济公司的融资需求提供支持。

从发行人的主要行业领域来看，2018年上市制度改革后，香港新股集资额排名前三的行业已悄然改变，由过往的金融及公用事业等较
传统行业转变为资讯科技、消费及医疗保健行业。  

IPO集资额占比最高的三大行业

与此同时，上市制度改革也吸引了众多前沿技术领域的科技企业（包括来自大中华地区的医疗保健及资讯科技行业龙头），使香港

市场的多样性、流动性与深广度得到进一步提升。

消费

2014-2017 2018-2022

公用事业
9%

21%
消费

17%

资料来源：香港交易所，2022年5月31日。行业分类参考恒生行业分类系统（“HSICS”）,其中消费行业包括非必需性消费及必需性消费

医疗保健

19%+12%

+4%

金融
48% 资讯科技

31%+24%

医疗保健行业细分板块及上市公司数目一览（自上市改革后）

资料来源 : 香港交易所及万得，2022年5月31日

自上市改革后医疗保健行业及上市公司数目的拓展

靶向分子药、免疫细胞疗法、抗癌药物、疫苗、合成生物学产品、基因检测等  42生物科技

智慧医疗、医疗数据平台、智能诊疗、肿瘤医院、医学美容服务、眼科、牙科服务等 18医疗及美容服务

手术机器人、人造生物瓣膜、骨科、血管介入/神经介入医疗设备等 15医疗设备

中药及西药产品、临床阶段新药、仿制药; CRO/CDMO/CMO等 18制药

发行人的前沿技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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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特殊目的收购公司(SPAC)上市制度于2022年

1月推出后，我们共收到12份SPAC
上市申请。Aquila Acquisition Corporation于2022年

3月18日成为香港首家上市SPAC公司，紧随其后，Vision 

Deal HK Acquisition Corporation于6月10日成功上市

资讯科技行业细分板块及上市公司数目一览（自上市改革后）

半导体、精密电子零件 12其他

人工智能／数据分析 3数据处理及外包服务

应用程式开发软件 8应用软件

短视频、游戏、播送设备 10家庭娱乐软件

IT基础设施服务、供应链技术支援 12资讯科技咨询及其他服务

互联网平台、电子商务、云端服务、金融科技 14互联网软件及服务

2022年，香港交易所将加快完善上市制度的步伐，确保我们的上市机制能够满足发行人和投资者的需求。我们希望持续提升市场的多
样性，也正在研究为一些尚在产品商业化初始阶段的大型高科技公司拓宽上市门槛，以支持此类公司的集资需求。

尽管业内竞争日趋激烈、地缘政治局势极速变化，香港交易所依然会不断探索，进一步提升市场效益和吸引力。我们将与监管机构以

及市场参与者携手向前，持续完善市场监管框架及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为改善并优化现有市场生态圈，我们在2022年将重点发力于以下三大领域：

加快步伐完善上市机制

近年来，香港交易所先后推出了多项新规则及修订完善上市机制，其中包括：

75家新经济发行人通过

2018年增设的三个新上市章节成

功上市，其中包括不同投票权架

构公司、中概股第二上市公司及

未有收入的生物科技公司

优化的海外发行人上市制度于

2022年1月正式实施。目前已有

1家非大中华发行人
采用此制度来港上市

发行人的前沿技术领域

资料来源 : 香港交易所及万得，2022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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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ABCDE」重点行业发行人代表

为使香港市场百花齐放，我们期待吸引来自「ABCDE」行业的重点发行人代表来港上市。这类公司往往在技术领域竞争优势显著、拥
有庞大私募资本支持且增长潜力巨大。

吸引国际发行人，令市场更多元化

近年来，香港资本市场吸引了众多国际发行人成功上市，包括：

我们的国际发行人来自世界各地，包括东南亚、北美和欧洲，

涵盖金融、消费、物料、能源和资讯科技等多个行业。

按地区划分的国际发行人数量

其他亚洲国家(不计中国及东南亚)欧洲

北美东南亚

10723

12

16

资料来源 : 香港交易所，2022年5月31日

人工智能与自动化 

消费服务与时尚生活 

数字化转型 

环境、社会及管治 

生物科技与生命科学 

AI and Automation

Biotech and Life Scienc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onsumer and Lifestyle

ESG

我们认为中国独角兽企业群在香港资本市场的壮大，是吸引海外

独角兽企业赴港上市的重要原因之一。尤其是对东南亚地区的

独角兽企业而言，中国独角兽企业同样诞生于亚洲地区且拥有与

之相似的文化及商业惯例，可以为其上市提供借鉴经验。

我们于2022年1月1日通过了新海外发行人上市制度的修订，为所
有发行人提供同一套核心股东保障水平准则，同时确保所有投

资者获得同等的保障。这一新框架将为所有计划在香港上市的新

一代国际及地区的企业提供便利。

我们也正在研究简化海外公司上市程序，致力于提升香港作为

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竞争力。

ESR百威亚洲 百胜中国 法拉帝

融资 

45亿港元
融资 

140亿港元
后续融资 

380亿港元

融资 

20亿港元
完成第二上市融资 

170亿港元

2019年 9月 2019年 11月 2020年 9月 2022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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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后服务拓展

香港交易所积极支持上市公司在不同阶段的发展。我们将推出全

新的投资者关系网络平台，投资服务通(IR Connect)，以增进香港
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联系与沟通。

香港交易所于今年4月推出了走近上市公司系列峰会，以促进香
港上市公司与投资者及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互动。首场峰会重点关

注保险行业，吸引了超过20,000名投资者和市场参与者在线参
与，探讨保险业最新发展并分享投资者关系的最佳实践经验。

下一场走近上市公司峰会将于2022年7月7日举行，此次活动更
将见证香港交易所投资服务通的正式上线，请点击此处获取活

动详情及报名参会。

如果您对于本刊有任何意见或建议，

欢迎通过电邮联系我们 ipoexpress@hkex.com.hk

准备好敲锣了吗？
如欲了解以上服务的更多细节，
请联系我们，我们将竭诚为您呈现难忘一刻

联系电邮
HKEXevents@hkex.com.hk

声明

本文件所载资料仅供一般信息性参考，并不构成提出要约、招揽、邀请或建议以购买或出售任何证券或其他产品，亦不构成提出任何投资建议或任何形式的服务。本文件并非针
对亦不拟分派给任何其法律或法规不容许的司法权区或国家的人士或实体又或供其使用，也非针对亦不拟分派给任何会令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联交所」）（统称「该等实体」，各称「实体」）或其任何联属公司又或此等公司所营运的任何公司须受该司法权区或国家任何注册规定所规管的人士或实体又或供其使用。

本文件概无任何章节或条款可视为对任何该等实体带来任何责任。任何在联交所执行的证券，其有关上市、交易、结算和交收的权利与责任将完全取决于联交所及其相关结算所
的适用规则以及香港的适用法律、规则及规例。

尽管本文件所载资料均取自认为是可靠的来源或按当中内容编备而成，该等实体概不就有关资料或数据就任何特定用途而言的准确性、有效性、时效性或完备性作任何保证。若
资料出现错漏或其他不准确又或由此引起后果，该等实体及其营运的公司概不负责或承担任何责任。本文件所载资料乃按「现况」及「现有」的基础提供，资料内容可能被修订
或更改。有关资料不能取代根据阁下具体情况而提供的专业意见，而本文件概不构成任何法律意见。该等实体对使用或依赖本文件所提供的资料而直接或间接产生的任何损失或
损害概不负责或承担任何责任。

https://virtual.eventionapp.com/#/IRConnect/reg/main?s=ed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