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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近萬潛力上市公司 可為港經濟注新動力

面對創科大時代，香港上市公司商會去年提出「中國版納斯達克」構想，

商會新任主席梁嘉彰指，該構想意即在本港創立「科技板 」，旨在吸引內地

和本港科技企業上市，尤其是較年輕和高增長類，以滿足其資金需求推動增

長，而她粗略估算現時內地或已有5,000至1萬間有潛力的可上市公司，至於

時間表方面，如按港交所引入特殊目的收購公司（SPAC）的所需時間推算，

或最快一年已可出台，有望為本港資本市場和經濟注入新動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梁嘉彰上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認為，現時正
正是打造「中國版納斯達克」的成熟時機，因

為內地有不少深科技（Deep Technology）公司，需
要研發上支持，對資本亦極具吸引力，若要支持他
們發展，不可以單靠深圳及上海，香港亦都要扮演
一個重要角色，她亦反問在大勢所趨下，香港既有
成熟金融體系，何不分一杯羹，加上中美兩國政府
關係持續緊張，將窒礙來自中國敏感科技行業的企
業赴美尋求上市，而香港將成為他們的可行上市
地，從中受益。
除了內地外，梁嘉彰提到本港蓬勃的科技發展創造

不少年輕企業，對股權融資有需求，其中香港科技
園、數碼港、大專院校和工業界的合作計劃，加上未
來的「北部都會區」，都大大強化本港的科技價值鏈
和生態系統，加深本港的人才庫，將製造更多土生土
長的科技企業，而他們亦有自身融資需求。

年輕企業更吸引基金眼球
不過，具有豐富投資銀行經驗的梁嘉彰亦提醒，
要打造「中國版納斯達克」，除了要考慮市場融資
需求外，亦需要投資者入場才可成事。她認為，基
金經理越來越傾向投資較年輕的企業，而不單單是
成熟的企業，特別在科技界別，以追求更高的回
報，建議中的科技板將為他們提供額外的投資途
徑。而風險和私募投資者對較短的投資周期感興
趣，為較年輕的科技企業而設的科技板可縮短這些
投資者的投資期，讓資金更快回籠，資金可重投其
他企業。
梁嘉彰亦強調「科技板」不是為了迎合一批回流

香港上市的企業，因回流企業不少都是電商或平台
等行業，而「科技板」集中在深科技，如晶片、雲
端科技、AI、網絡安全、電動汽車技術等。

不適宜將GEM變身為科技板
對於外界有建議沿用GEM做科技板，她則認為

GEM目前已失去投資者信心，亦缺乏投資者參與，
她強調任何金融市場若要成功，一定少不免機構投

資者入場，「不是將GEM改頭換臉……令一些投資
者望而卻步，更何況要入場。」
梁嘉彰又指，GEM板於1999年推出，與「科技

板」不能同日而語，因為GEM板推出時很多新經濟
公司都未出現，亦未有一些高質素且需大量研發資
金的公司，而隨着時代發展，她形容GEM現時集資
公司不多、公司規模不大、欠缺流動性、亦無機構
投資者，不過「科技板」的創立亦非為了取代
GEM，而是令香港更百花齊放，其目標是一些上市
時規模未必很大，但有機會發展成大規模公司。
至於「科技板」入場門檻、盈虧要求等，她認為
需證監會、港交所及市場參與者再溝通，她認為不
需要劃死一條線要求一些好成熟、利潤高等針對傳
統企業要求，反而應該保留一些彈性，就算公司未
有盈利，但如果已建立相當水平科技門檻，或收入
已達到一定程度，某程度可視之為已踏入一個里程
碑即可。她又舉例指，本港早前引入尚未盈利的生
物科技公司上市，其上市的要求都是因應生物科技
公司度身訂做，因此她相信「科技板」亦需要專家
因應科技公司特點而去訂立新的要求。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最新財政預算案中，建議考

慮放寬科技企業來港主板上市要求，陳茂波當時亦
指證監會及港交所正檢視上市規則，考慮容許「從
事先進技術且具規模」但未有盈利和業績支持的科
企來港集資，以配合有關研發的集資需求。

需盡快推 免新加坡搶飲頭啖湯
梁嘉彰透露，證監會及港交所正研究有關建議，
若按港交所引入特殊目的收購公司（SPAC）的所需
時間來推算，若成事或最快一年內已可出台，不過
由於「科技板」要求等始終比SPAC複雜，因此或
需時比較長，但她亦希望政府可以盡快推出，以免
被新加坡等先行一步搶飲頭啖湯。潛在市場方面，
據她粗略估計，內地的創投及私募基金約400至500
間左右，而每一間或已投資了10間公司要上市的
話，意味具潛力可上市的公司可以高達5,000至1萬
間，當中亦未計算本港培育出來的科技公司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
去年當選成香港上市公司商會主席
的梁嘉彰，是商會首位女主席，曾
在投資銀行工作20年，現時是風
險投資基金MizMaa Ventures的創
始合作夥伴之一，專注投資以色列
的深科技公司，相關背景讓她對新
經濟有深入的了解及獨到的見解，
因此上任後首要目標之一，就包括
推動香港創立「科技板」。
展望未來，在香港背靠祖國發展

的大時代下，梁嘉彰認為香港未來
有相當多機遇，但要視乎如何「走
出來」，以及幾快可「走出來」，
亦希望與其他商會有更多緊密合
作，以匯集力量令香港可以成功轉
型及凸顯優勢。
而隨着近年中美關係轉變，加上
中國市場崛起，對資本和證券市場
及上市公司的需求有深厚了解的梁
嘉彰亦有切身感受。她指「中國是
否可投資」向來都是國際投資者的
熱門話題，而有些人睇法認為，中
國未必如此熟習資本市場運作，所
以中國在訂立方向時有些行動，市
場可能未必充分了解。

內地支持科創 或偶有陣痛
她舉例指，內地最近就科網行業的監管方
面，如反壟斷等管得較緊，不過內地官員月
初提及會平衡監管和投資者信心，她認為投
資者如果相信「中國未來仍有增長的話，就
可放心投資，因為政府措施會支持私人企
業、支持就業、支持科創」，雖然發展過程
中可能會有陣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創立於2002年
的香港上市公司商會，是全港唯一由上市企業自發
組成、專注上市企業事宜的市場組織。作為新任主
席，梁嘉彰笑說有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踢人入會，要
「繼續壯大我們的會員數目」，尤其是加強關注在
香港新上市的新經濟公司。如前所述，預計香港將
迎來一大批新經濟和生物科技公司，為代表這些公
司表達需求和意見，商會銳意成立新經濟公司資本
市場分部，目前正在積極招募會員。

充當政府與監管諮詢角色
雖然新經濟公司與其他上市公司具有許多類近的

需求和關注事項，但基於其股權結構和資金需求，
這些先鋒企業往往也會有不同的關注和資本市場需
要，有待解決。而透過商會這一平台，可以將這些
關注和需求整合起來提請監管機構垂注，並共同制
定解決方案。商會亦會繼續在條例修訂尚未落實
時，充當政府和監管機構的諮詢渠道的角色。
商會繼續向會員提供有關監管趨勢、潛在變化和

影響的意見，並在與監管機構溝通時為全體會員發
聲。
梁嘉彰又指，香港上市公司商會成員有很多不同

背景，有大藍籌、中小型公司，商會的新經濟公司
資本市場分部，早前就吸納了美團、小鵬、小米、
商湯成為會員。她相信以他們創業經驗，加上很多
會員公司本身已經歷過上市過程，而她自己本身亦
是一個投資者，了解投資者想法，商會亦有豐富人
脈關係，認識很多機構投資者、投行、科技產業、
私募基金，匯集他們意見，令商會能更好地為政府
出謀獻計，能讓香港的資本市場得到更好的發展。

現時擁240間公司會員
據商會資料顯示，商會擁有240間上市公司會
員，當中54間來自內地，包括大型國企和紅籌企

業。會員公司當中有24間屬於恒生指數。會員公司的總
市值逾14萬億港元，佔市場總市值超過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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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巢湖 產城融合

安徽巢湖：創新金融服務 助力鄉村振興

（特刊）

今年以來，安徽省巢湖市金融工作着力聚焦鄉村
振興，主動對接實體企業，創新打造新型金融

服務平台，全力推動縣域經濟高質量發展。
健全服務鄉村振興的金融體系。發布《巢湖市新型
金融服務平台建設方案》、《巢湖市銀行業金融機構
服務地方經濟發展評價辦法》等文件；按照「1+2+
N」模式組建金融服務隊，吸納21名金融專家同步組
建金融智庫；動態更新重點後備企業庫，對企業實行
「點對點」上門服務，每雙周報送服務調度情況，一
季度已累計上門走訪服務企業36家次；引入資源券
商提供多渠道服務，並邀請智庫專家為槐林漁網小鎮
33家漁網企業舉辦專場培訓。
開拓助力鄉村振興的金融創新。巢湖市3月份開

展「新春訪萬企，金融來助力」活動，實現41家重
點後備企業全覆蓋，給全市15家銀行推送融資需求
信息12條，並跟蹤企業融資實際辦理情況，納入對
金融機構支持地方經濟發展的年度考核；通過參加
論壇、帶隊調研、銀企座談等方式引導金融機構
立足自身職能定位和業務優勢，針對農業產業發

展存在的實際問題，開發農機貸等新型農業類金
融產品，探索農業保險及期貨等金融衍生品運
用。
統籌協調鄉村振興的金融資源。加快推進規模以

上、限額以上企業股份改制進度，促進富煌三珍等企
業股改上市；重點走訪農業大鎮欄杆集鎮，對其農業
種植大戶進行融資發展專業指導，現場解決小微企業
融資需求600萬（人民幣，下同）；截至2月，巢湖
市「稅融通」業務累計投放115筆貸款，金額1.43億
元，「續貸過橋」資金周轉金額為3800萬元；將在
巢湖市政府網站開設縣級銀企對接線上平台，定期發
布市重大項目、各類企業融資需求和各駐巢金融機構
「拳頭」產品，加強政銀企對接交流，拓寬企業融資
渠道。
下一步，巢湖市將繼續堅守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初
心使命，發揮金融服務助力鄉村振興作用，聚焦「三
農」發展需求，積極踐行政府擔當，着力提升農業金
融服務質效，在推動鄉村振興的進程中用好用足金融
的力量。 文：杭雪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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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莊博智
見 字 後 請 即 致 電 內 地 電 話：
13268160986 或 香 港 電 話：
（852）2835 7542 與香港國際
社會服務社社工熊小姐聯絡，
以商討一個在香港出生孩子的
撫養及福利事宜，孩子在 2022 
年 1 月 3 日出生。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中 石 化
（0386）昨發布業績報告，按照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公司實現營
業額及其他經營收入為2.74萬億
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
30.2%；公司股東應佔利潤為
719.75億元，同比增長115.2%；

每股盈利0.594元。歸屬母公司股
東的淨利潤為712.08億元，同比
增114%；每股基本收益為0.588
元；末期股息每股0.31元，全年
每股派發股息0.47元，派息率約
為80%。同時，董事會提出增加
回購一般性授權建議，豐富公司

價值管理手段。
中石化並計劃，2022年生產原

油281.2百萬桶；計劃生產天然氣
12,567億立方英尺；計劃加工原
油2.58億噸，生產成品油1.47億
噸。本年計劃資本支出 1,980 億
元。

中石化去年多賺1.1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

菁）政府預言下月將放寬防疫社
交距離措施，樓市氛圍為之一
振。綜合四大代理數據，剛過去
的周末日（26及27日）十大藍籌
屋苑成交分別錄得20至22宗成
交，連續兩周交投企穩。美聯住
宅部行政總裁（港澳）布少明相
信，新冠感染人數減少，第五波
疫情已走出谷底，市面正逐步復
甦，樓市亦必重返正軌，料「遲
來的小陽春」將於次季復現，交
投續現升幅，特別是次季新盤魚
貫而出，將更進一步帶動買家入
市，刺激二手成交。
據美聯分行統計，剛過去的周

末日十大藍籌屋苑合共錄22宗成
交，雖然按周跌12%，但仍然連
續兩周企穩20宗或以上水平。美

聯周末日的十大屋苑已經連續兩
周錄20宗或以上成交，對上一次
有此表現需數到2021年7月首兩
星期。

十大屋苑睇樓量升一成
疫情和緩，市民周末日積極睇
樓帶動成交上升，港置營運總監
及九龍區董事馬泰陽亦表示，不
少買家趁低吸納筍盤，過去兩日
十大藍籌屋苑睇樓量普遍上升，
升幅約一成，個別地區屋苑更升
約三成。該行兩日十大屋苑合共
有20宗成交，為41周新高，其
中西九四小龍及沙田第一城，分
別錄得4宗成交。
種種跡象表明樓市正在逐漸恢

復，中原地產亞太區副主席兼住
宅部總裁陳永傑透露，上周中價

屋苑率先起動，近日入市氣氛已
蔓延至細價樓，兩日十大屋苑中
有9個屋苑有成交，可見成交面
全面。
隨着十大屋苑筍盤減少，部分

購買力會流向其它低水屋苑，整
體市況將更加熱鬧。該行兩日錄
21宗成交，雖按周減少2宗，但
已連續兩個周末錄逾20宗成交，
屬高位企穩。

新盤兩日錄12宗成交
利嘉閣總裁廖偉強認為，樓市

良好氣氛將可延續，只要疫情持
續受控，相信樓市仍會朝着樂觀
的方向進發。
利嘉閣十大屋苑在過去的周末

日累錄21宗二手個案，按周再升
2宗或11%，是去年5月底以來的

44個周末新高。
新盤方面，市場亦

出現回暖跡象。綜合
市場消息，上周末新
盤市場約錄得12宗
一手成交，與前一周
表現相若。青衣薈藍
連沽 3 伙，涉資約
1,832.2 萬元；西南
九龍維港滙II連沽2
伙 ， 共 套 現 約
2,774.43萬元。
此外，將軍澳海茵

莊園等新盤亦錄得零
星交易。

防疫措施將放寬 二手或迎「小陽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