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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新股时间表# 

代号 公司 截止认购日期* 配股日期 上市日期 

02205 康桥悦生活 2021/07/09 2021/07/15 2021/07/16 

02215 德信服务集团 2021/07/08 2021/07/14 2021/07/15 

09960 康圣环球 2021/07/07 2021/07/15 2021/07/16 

#以上皆为集资额超过港币五亿元之新股。如欲了解其他新股，可浏览 www.cfsg.com.hk 或向客户经理、客户服务主任查询。 

 

经时富证券认购申请详情 

康桥悦生活(02205) 

招股日期 2021/06/29-2021/07/09 

孖展申请截止时间 不适用 

孖展认购手续费 不适用 

孖展计息日 不适用 

孖展年息率 不适用 

*孖展认购股份之截止时间将会因应申请之反应而随时更改，额满即止。 

德信服务集团(02215) 

招股日期 2021/06/29-2021/07/08 

孖展申请截止时间 不适用 

孖展认购手续费 不适用 

孖展计息日 不适用 

孖展年息率 不适用 

*孖展认购股份之截止时间将会因应申请之反应而随时更改，额满即止。 

康圣环球(09960) 

招股日期 2021/06/29-2021/07/07 

孖展申请截止时间 2021/07/06 2:00pm 

孖展认购手续费 100 港元 

孖展计息日 8 天 

孖展年息率 2.38%（可减 0.25%^） 
^合资格的新旧客户在 IPO 截止认购前，使用电子直接付款授权(eDDA)转账服务，即可享 0.25%贷款
利息减免 

*孖展认购股份之截止时间将会因应申请之反应而随时更改，额满即止。 

康桥悦生活集团有限公司 (2205.HK) 

配股及公开发售资料 

发售股份数目: 175,000,000 股股份（视超额配股权行使与否而定） 
- 香港发售股份数目: 17,500,000 股股份（可作出重新分配） 
- 国际配售股份数目: 157,500,000 股股份（可作出重新分配及视超额配股权行使与否而定） 

每手股数: 1,000 股 

发售价格: 每股发售价格为 2.78-3.88 港元 

2020 年历史市盈率: 约 18.33x – 25.59x 

保荐人: 建银国际 

http://www.cfsg.com.hk/


 

 

公司介绍 

公司是全国知名的综合物业管理服务提供商，在河南省处于领先地位。公司获评为 2019 年及 2020 年中国华中区域物业服务领先品

牌。根据中指研究院的资料，公司于总部设在河南省的物业服务百强企业中，按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在管建筑面积计排名第二

及按 2020 年的收入计排名第三。根据中指研究院的资料，在中国百强物业管理公司中，按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在管建筑面积

计，公司排名第 78 位及按 2020 年的收益计，公司排名第 97 位。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拥有 112 个在管物业，总在管建

筑面积约为 15.7 百万平方米，覆盖三个省的 17 个城市。截至同日，公司已签约管理 238 个物业，总合同建筑面积为 39.0 百万平方

米，覆盖 8 个省的 28 个城市。此外，公司自 2016 年起连续六年被中指研究院评为中国物业服务百强企业之一，并在 2021 中国物业

服务百强企业中综合实力排名第 37 位。 

 

截至二零一八年，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集团的净利润分别约为 21.81 百万元人民币，60.18 百万元人民币

及 88.38 百万元人民币。 

 

公司业务亮点 

 河南省领先的全国知名的综合服务运营商 

经历逾 10 年的发展，公司已成长为河南省领先的全国知名的综合服务运营商。多年来公司一直深耕河南省。公司获中指研究院评为

2019 年及 2020 年中国华中区域物业服务领先品牌，且根据中指研究院的资料，按照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在管建筑面积计

算，公司于总部设在河南省的物业服务百强企业中排名第二。河南为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经济发展迅速，2020 年河南省 GDP

在中国各省中排名第五，在华中地区各省中排名第一。此外，公司自 2016 年起连续六年被中指研究院评为中国物业服务百强企业，

并在 2021 中国物业服务百强企业中综合实力排名第 37 位。 

 

 公司强大的外拓能力，助力公司建立综合的服务生态圈，持续深耕河南、布局全国 

于往绩记录期间，公司一直致力于开拓与第三方物业开发商的合作计划，以丰富项目组合并实现品牌价值和竞争力的提升。公司强大

的外拓能力可由历史上公司管理的第三方物业开发商所开发项目的迅速增长得以证明。公司于 2015 年开始大力拓展康桥集团客户基

础以外的独立于康桥集团的第三方物业开发商，并在过去的五年内就项目数量、规模、覆盖区域等方面均得到高速的发展。 

 

 公司增值服务业务助力公司维系核心竞争力 

公司致力于向客户提供「康派臻品、悦享生活」的全方位服务。在积极夯实基础物业服务品质与规模的同时，公司围绕客户需求，开

展多种非业主增值服务和社区增值服务。公司持续围绕房产开发的全周期向非业主（主要包括物业开发商及其他物业管理公司）提供

一系列多元化的增值服务，包括案场服务、前介服务、顾问服务、工地管理服务及销售代理服务等。公司在往绩记录期间内的增值服

务收入获得快速增长。公司增值服务总收入由 2018 年的人民币 96.4 百万元增长 93.0%至 2019 年的人民币 186.0 百万元，增速远高

于同期物业服务百强企业的均值 29.0%。 

 

风险 

 公司的未来增长可能不会按计划实现，而公司的过往业绩未必反映公司的未来前景及经营业绩。 

 公司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合同或物业管理服务合同遭终止或不获重续可能对公司的业务、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的很大部分收入来自于公司为康桥集团开发的项目提供的物业管理服务。 

德信服务集团有限公司(2215.HK) 

配股及公开发售资料 

发售股份数目: 250,000,000 股股份（视乎是否行使超额配股权而定） 
- 香港发售股份数目: 25,000,000 股股份（可予重新分配） 
- 国际配售股份数目: 225,000,000 股股份（可予重新分配及视乎是否行使超额配股权而定） 

每手股数: 1,000 股 

发售价格: 每股发售价格为 2.66-3.44 港元 

2020 年历史市盈率: 约 22.78x – 29.47x 



 

 
 
 
 

保荐人: 建银国际 

公司介绍 

公司是浙江省综合性物业管理服务提供商。总部位于杭州，深耕于长江三角洲地区，公司通过逾 16 年的发展确立了自身在浙江省的

重要市场地位并在中国物业管理行业声名远扬。根据中指院的数据，就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在管建筑面积而言，公司在中国物

业服务百强企业中的市场份额约为 0.2%，在总部位于浙江省的中国物业服务百强企业中的市场份额约为 3.7%。于 2020 年，公司被

中指院评为「华东地区物业服务市场地位领先企业」。公司亦已将公司的业务扩张至中国其他区域中公司认为具有高增长潜力的城

市，主要包括新一线及二线城市。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在管物业合共 175 项，在管总建筑面积合共 24.9 百万平方米，

覆盖 7 个省份 24 座城市。根据中指院的数据，公司自 2014 年起已连续八年以综合实力评为中国物业服务百强企业之一，且公司的

排名自 2014 年的第 41 位上升至 2021 年的第 25 位。 

 

截至二零一八年、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集团的净溢利分别约为 22.36 百万元人民币、49.40 百万元人民币

及 97.19 百万元人民币。 

 

公司业务亮点 

 深耕于长江三角洲地区、在浙江省处于重要市场地位的物业管理服务提供商 

公司是浙江省综合性物业管理服务提供商。总部位于杭州，公司通过逾 16 年的发展确立了自身在浙江省的重要市场地位。深耕于长

江三角洲地区，公司亦将业务扩展至全国范围。根据 2020 年中指院发布的排名，按在管建筑面积及收入计，公司在总部位于浙江省

的中国物业服务百强企业中均排名第四位。于 2020 年，公司被中指院评为「华东地区物业服务市场地位领先企业」。根据中指院的数

据，公司自 2014 年起已连续八年以综合实力被中指院评为中国物业服务百强企业之一，且公司的排名自 2014 年的第 41 位上升至

2021 年的第 25 位。公司在 2019 年及 2020 年被中指院评为「中国物业服务市场化运营领先品牌企业」，在 2019 年被中指院评为

「中国物业服务特色品牌企业（中国温情社区美好生活服务商）」及在 2020 年被中指院评为「中国物业服务特色品牌企业（中国智慧

社区美好生活服务商）」。 

 

 德信集团的强大支持及独立业务发展的良好往绩纪录 

自成立以来，公司与德信集团紧密而广泛的合作推动了公司的发展，为公司的持续增长奠定基础。德信集团是中国大型物业开发商。

根据中指院的资料，德信集团自 2014 年起按综合实力计(虑及如业务规模、盈利能力、增速、稳定性、融资能力、运营效率及社会责

任等指标)连续八年获评为中国房地产百强企业，并在 2021 年中国房地产百强企业中按综合实力计排名第 55 位。于往绩记录期间，

就德信集团开发的物业而言，公司的中标率为 100.0%，公司的业务随着德信集团的扩张而扩大。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德信集团

的土地储备为 15.7 百万平方米，包括遍布中国 24 座城市的 149 项物业，这为公司提供了稳定的新物业管理项目来源。 

 

 多元物业及服务组合 

公司为各种住宅及非住宅物业提供优质物业管理服务。由于公司所管理的大多数住宅物业定位于具有升级居住需求的中高端客户，因

此，公司专注于提供能够满足该等物业业主严格需求及要求的优质物业管理服务。公司已将公司的服务延伸至非住宅物业，包括商业

综合体、写字楼、学校、医院、产业园区及市政设施，以此进一步丰富公司的物业管理组合。公司于 2005 年开始向湖州商业综合体

（公司管理的第一个非住宅物业）提供物业管理服务。此后，公司进一步扩大公司的非住宅物业组合，且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的在管非住宅物业已达 59 项。 

 

风险 

 公司未必能按有利条款取得新的物业管理服务协议或重续现有物业管理服务协议，或根本无法取得或重续该等协议。 

 公司日后进行的收购未必会成功，而公司可能在整合被收购业务与现有业务时或会遭遇困难。 

 公司就德信集团及其合营企业及联营公司所开发物业提供的服务产生大部分收入，而公司对其并无控制权。 



 

 
 
 

康圣环球基因技术有限公司 (9960.HK) 

配股及公开发售资料 

发售股份数目: 226,405,000 股股份（视乎超额配股权行使与否而定） 
- 香港发售股份数目: 22,640,500 股股份（可予调整） 
- 国际配售股份数目: 203,764,500 股股份（可予调整及视乎超额配股权行使与否而定） 

每手股数: 500 股 

发售价格: 每股发售价格为 8.60-9.78 港元 

2020 年历史市盈率: - 

保荐人: 高盛，中金公司，瑞信 

公司介绍 

公司是中国领先的独立临床特检服务提供商。在中国所有独立特检供应商中，其拥有最大的特检组合，在服务清单上提供逾 3,500 种

检验项目，包括逾 2,300 种血液学检验项目。超过 1,100 种检验项目完全由内部开发，及约 2,400 种检验项目由第三方开发或从第三

方授权引入。公司的使命是为全球患者及医生提供广泛而优质的专科检测服务，并促进精准医疗的应用。公司已于中国独立血液学临

床特检行业成功确立领导地位，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资料，于 2020 年，按收入计，占据最大（42.3%）的市场份额，同时在整体

独立特检市场拥有领先地位，按收入计，占据第五大（4.1%）的市场份额。 

 

截至二零一八年、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集团的净亏损分别约为 52.67 百万元人民币、169.79 百万元人民币

及 974.02 百万元人民币。 

 

公司业务亮点 

 中国领先的独立临床特检服务提供商 

在中国，公司是快速发展的独立临床特检行业的市场领导者，亦为血液学特检服务的主要供应商。在过去 17 年中，其已建立全面的

检测组合、广泛的医院网络及先进的技术平台。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资料，公司提供逾 3,500 种检验项目，涵盖其专科领域的所有

适应症，提供了中国最全面的特检服务。凭借广泛的服务网络以及与主要意见领袖和领军医生及医院的紧密联系，公司享有显着优

势。 

 

 具有良好往绩记录的可扩展业务模式 

公司已成功利用现有研发、销售及营销基础架构，迅速将市场拓展至遗传病及罕见病、传染病、肿瘤及神经学等其他专科领域，并提

高了投资回报率。例如，公司分别于 2014 年、2013 年、2013 年及 2016 年推出针对遗传病及罕见病、传染病、肿瘤及神经学的特

检服务，并于 2020 年分别拓展至中国 735 家、1,281 家、246 家及 1,106 家医院及机构。进军该等专业检测市场证实了其业务的可

扩展性。公司相信，随着规模效益及协同效益的不断提高，公司将能够把其在血液学特检方面的成功迅速复制到其他专科领域。 

 

 由经验丰富的团队通过业内先进的技术平台提供全面的特检组合 

公司全面的特检服务得到其先进的技术平台（从分子遗传学、流式细胞术、分子细胞遗传学、质谱学到解剖病理学以及一流的实验

室）的支持。公司利用免疫表型分析、液相色谱质谱分析(LC-MS)技术及萤光原位杂交(FISH)技术等先进的检测技术，提供了涵盖形

态、细胞、染色体、遗传、蛋白质及其他分子水平的全标本种类的分析检测。公司坚实的技术平台亦使其能够有效地拓展至各专科领

域，并迅速开发创新的检验项目，以满足不断变动的临床需求。 

 

风险 

 倘若公司的独立特检服务或任何未来的服务不能获得或维持显着的商业市场接受程度，可能会对公司的业务及经营业绩产生不利

影响。 

 公司可能因中国对特检服务行业监管的不确定性及变化而受到不利影响。 

 倘若公司的专有临床实验室未能符合适用的许可要求，或被损坏或无法营运，其执行检测的能力可能会受到影响。 



 
参考资料来源 

公司招股说明书 

联络资料 

香港总办事处: 九龙湾宏泰道 23 号 Manhattan Place 22 楼 （852） 2287 8788 

香港服务中心: 九龙旺角弥敦道 683-685 号美美大厦 6 楼 （852） 2748 0110 

中国内地服务中心: 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路 1018 号中航中心 1004A 室 （86-755） 2216 5888 

 上海市黄浦区黄陂南路 838 弄中海国际中心 A 座 2501 室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 9 号耀中广场 A 座 3316B 

东莞市东城区东莞大道 11 号环球经贸中心 2511 室 

（86-21） 3227 9888 

（86-20） 8981 7463 

(86-769)  2223 0026 

免责声明:  

上述资料由时富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时富」)提供及分发。上述内容仅供参考。而此述之资料及意见（无论为明示或暗示）均不应

视作任何建议、邀约、邀请、宣传、劝诱、推介或任何种类或形式之陈述。此述资料均来自时富或其联属公司认为可靠之来源，但不代

表其为准确或完整及应被依赖。时富对任何因信赖或参考有关内容所导致的直接或间接损失，概不负责。此述资料如有任何更改，恕不

另行通知。报告中所述及的证券只限于合法的司法地域内交易。除非得到时富事先许可，客户不得以任何方式将任何此述资料分发予他

人。时富对该些未经许可之转发不会负上任何责任。证券交易服务由时富证券有限公司(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获发牌进行第一类受规管活

动之持牌法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