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股報告
2022 年 7 月 01 日

今日新股時間表
代號

公司

截止認購日期*

配股日期

上市日期

09696

天齊鋰業

2022/07/06

2022/07/12

2022/07/13

09896

名創優品

2022/07/06

2022/07/12

2022/07/13

02418

德銀天下

2022/07/08

2022/07/14

2022/07/15

#以上皆為集資額超過港幣五億元之新股。如欲了解其他新股，可瀏覽 www.cfsg.com.hk 或向客戶經理、客戶服務主任查詢。

經時富證券認購申請詳情
天齊鋰業股份有限公司(09696)
招股日期
2022/06/30-2022/07/06
孖展申請截止時間
不適用
孖展認購手續費
不適用
孖展計息日
不適用
孖展年息率
不適用
*孖展認購股份之截止時間將會因應申請之反應而隨時更改，額滿即止。

名創優品集團控股有限公司(09896)
招股日期
2022/06/30-2022/07/06
孖展申請截止時間
不適用
孖展認購手續費
不適用
孖展計息日
不適用
孖展年息率
不適用
*孖展認購股份之截止時間將會因應申請之反應而隨時更改，額滿即止。

德銀天下股份有限公司(02418)
招股日期
2022/06/30-2022/07/08
孖展申請截止時間
不適用
孖展認購手續費
不適用
孖展計息日
不適用
孖展年息率
不適用
*孖展認購股份之截止時間將會因應申請之反應而隨時更改，額滿即止。

天齊鋰業股份有限公司 (9696.HK)
配股及公開發售資料
發售股份數目:
- 香港發售股份數目:
- 國際配售股份數目:
每手股數:

164,122,200 股 H 股（可予調整且視乎超額配股權行使與否而定）
16,412,400 股 H 股（可予調整）
147,709,800 股 H 股（可予調整且視乎超額配股權行使與否而定）
200 股

發售價格:

每股发售价格为 69.00-82.00 港元

2020 年歷史市盈率:

約 26.48x-31.47x

保薦人:

摩根士丹利、中金公司、招銀國際

公司介紹
公司是中國及全球領先的鋰生產商，且已自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一日起於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股份代號：002466）。天齊鋰業於澳
大利亞擁有及開採鋰礦產，並於中國生產鋰化合物及衍生物。於往績記錄期間，公司並無於中國進行任何採礦活動。根據伍德麥肯茲
報告，按二零二一年的鋰精礦產量計，天齊鋰業的一家子公司為全球最大的鋰開採運營商，市場份額為 38%，且按二零二一年鋰產生
的收入計，公司排名第三。根據同一資料來源，按二零二一年的產量計，公司亦為全球第四大及亞洲第二大鋰化合物生產商，市場份
額分別為 7%及 12%。公司有能力充分把握全球的新能源革命，尤其在電動汽車和儲能領域。根據伍德麥肯茲報告，公司是中國唯一
通過大型、一致且穩定的鋰精礦供給實現 100%自給自足以及全面垂直整合鋰礦的鋰生產商。

截至二零一九、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集團的淨溢利(虧損)分別約為(5,981.44)百萬元人民幣、(1,830.92)百
萬元人民幣及 3,649.19 百萬元人民幣。
公司業務亮點


中國及全球領先的鋰生產商

根據伍德麥肯茲報告，按二零二一年的鋰精礦產量計，天齊鋰業的一家子公司為全球最大的鋰開採運營商，市場份額為 38%，且按二
零二一年鋰產生的收入計，公司排名第三。通過其子公司泰利森，公司持有格林布什礦場（按生產規模及儲量規模計量為世界上最大
的硬岩鋰礦）的鋰礦開採權。根據伍德麥肯茲報告，按二零二一年的鋰輝石精礦產量計算，格林布什礦場是全球最大的鋰礦開採地，
佔二零二一年全球鋰礦產量的約 38%。根據伍德麥肯茲報告，於二零二一年格林布什礦場是鋰產品生產成本最低的礦場之一，且其化
學級鋰精礦的產量最高。


擁有最佳能力充分利用終端市場（尤其是中國電動汽車和儲能領域）的快速發展

公司預期能夠從其終端市場的巨大增長前景中受益，而終端市場受若干市場有利因素共同推動，其中包括需求增加、電動汽車及儲能
領域的政策支持。根據伍德麥肯茲報告，由於電動汽車市場的普及率越來越高且製造成本下降，電動汽車的銷量於二零二二年至二零
二六年期間預計將以 17.1%的複合年增長率增長，於二零二六年達 27.7 百萬輛。憑藉公司在優質鋰原料自給自足的能力、多樣化的
產品組合以及領先的生產能力，公司能夠為終端市場的變化做好準備，滿足電動汽車和儲能領域日益增長的需求，並跟上鋰基新能源
領域的最新技術突破的步伐。


從戰略上，公司已佈局世界上兩處大規模、低成本及高品位的鋰資源，並戰略性持有優質鋰儲備資產

公司是世界上少數幾個同時擁有高質量硬岩鋰礦和鋰鹵水礦的企業之一。憑藉龐大優質的上游鋰資源，公司能夠為鋰化合物生產提供
充足、穩定的原材料。根據伍德麥肯茲報告，通過泰利森的鋰礦開採權，公司可使用格林布什礦場，按產量及儲量計算，該礦場擁有
世界最大的硬岩鋰礦。根據伍德麥肯茲報告，泰利森於二零二一年的化學級鋰精礦產量達 102.0 千噸 LCE，使其成為全球最大的化學
級鋰精礦供應商。泰利森營運格林布什礦場已有 30 多年歷史，在生產鋰精礦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根據伍德麥肯茲報告，格林布
什礦場鋰礦的儲備品位屬世界最高，遠遠高於其他正在運營的鋰礦。根據伍德麥肯茲報告，由於格林布什礦場的鋰礦品位高且開採規
模大，其於二零二一年為全球最低成本的大規模鋰開採生產商。

風險


公司面臨鋰價市場波動的風險, 鋰價格的大幅或持續下跌可能導致客戶不願按預先約定的定價條款履行其購買鋰產品的合約承
諾。



公司目前依賴格林布什礦場生產公司全部的鋰精礦及供應鋰原材料，其面臨與該礦場相關的風險及不確定因素。



國際經濟關係的緊張局勢，尤其是美國與中國之間以及澳洲與中國之間的緊張局勢，可能會對業務、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產生不
利影響。

名創優品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9896.HK)
配股及公開發售資料
發售股份數目:
- 香港發售股份數目:
- 國際配售股份數目:
每手股數:

41,100,000 股股份（視乎超額配股權行使與否而定）
4,110,000 股股份（可予重新分配）
36,990,000 股股份（可予重新分配及視乎超額配股權行使與否而定）
200 股

發售價格:

每股發售價格為$22.10 港元

2020 年歷史市盈率:

-

保薦人:

美銀證券、海通國際、瑞銀集團

公司介紹
名創優品是一家全球零售商，提供豐富多樣的創意生活家居產品。自 2013 年在中國開設第一家門店以來的九年時間裡，該公司已成
功孵化了兩個品牌，分別是名創優品和 TOP TOY。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於 2021 年，該公司通過名創優品門店網絡銷售的產品
GMV 總計約人民幣 180 億元（28 億美元）
，成為全球最大的自有品牌生活家居綜合零售商。TOP TOY 是名創優品在 2020 年 12 月
推出的一個新品牌，是提出潮流玩具集合店概念的品牌先驅。根據同一資料來源，TOP TOY 於 2021 年的 GMV 達到人民幣 374.4 百
萬元，在中國潮流玩具市場中排名第七。
截至二零一九、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集團的淨虧損分別約為 290.65 百萬元人民幣、262.27 百萬元人民幣及
1,415.01 百萬元人民幣。
公司業務亮點


提供創意生活家居產品的全球零售商

名創優品是一家提供生活家居產品的全球零售商，門店網絡在全球範圍內迅速擴張。該公司於 2013 年在中國開設第一家門店，而截
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名創優品已成為全球公認的零售理念踐行者，在全球擁有逾 5,000 家名創優品門店，包括中國逾 330 個城市
的 3,100 多家名創優品門店，以及海外約 1,900 家名創優品門店。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該公司已經進駐全球約 100 個國家和
地區。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就遍佈全球的國家和地區而言，這一門店網絡堪稱規模最廣的生活家居
產品零售網絡。根據同一資料來源，2021 年，該公司通過全球名創優品門店網絡創造了約人民幣 180 億元（28 億美元）的 GMV，
使其成為全球最大的自有品牌生活家居綜合零售商。


高頻上新且廣受歡迎的產品組合

名創優品的產品反映了具有廣泛吸引力的設計，高頻上新以滿足消費者不斷變化的需求和偏好。該公司運用數據分析工具從消費者數
據中獲得洞察，以便捕捉最新消費趨勢，並指導和測試其產品設計和產品組合。名創優品經驗豐富的產品經理與其設計師和供應商在
產品設計方面密切合作，以確保其產品設計創新、時尚、可行及對大眾消費者具有吸引力。



高效的數字化供應鏈

名創優品的供應鏈使其從其他行業參與者中脫穎而出，能夠不斷推陳出新，提供各式高性價比的優質產品。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名創優品利用中國在生活家居產品行業的龐大供應鏈，向逾 1,000 家供應商採購產品。這些供應商大多是中國的優質製造商，部
分製造商具有向其他全球品牌供貨的豐富經驗，他們能夠以相對較低的成本卓有成效地滿足該公司的需求。名創優品通過直接向製造
商大批量購貨，準時向他們支付貨款，引導他們提高生產效率和加強成本控制，以精心維護與供應商的互惠互利關係。

風險


公司的成功依託於其品牌的持續影響力。倘若名創優品無法維護及強化其品牌，業務及經營業績則可能會受到不利影響。



公司的業務增長及盈利能力取決於消費者需求和可自由支配支出的水平。



公司的成功取決於其產品的持續受歡迎度、持續創新及新產品的成功推出，以及集團對消費者偏好變化的預測與及時響應。

德銀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2418.HK)
配股及公開發售資料
發售股份數目:
- 香港發售股份數目:
- 國際配售股份數目:
每手股數:

543,000,000 股 H 股（視乎超額配股權行使與否而定）
54,300,000 股 H 股（可予重新分配）
488,700,000 股 H 股（可予重新分配及視乎超額配股權行使與否而定）
1,500 股

發售價格:

每股發售價格為$1.78-$2.13 港元

2021 年歷史市盈率:

約 9.10x-10.88x

保薦人:

中信建投国际

公司介紹
德銀天下為商用車全產業鏈的參與者提供多種增值服務，包括物流及供應鏈服務、金融服務及車聯網數據服務。商用車主要包括卡
車、皮卡、拖車、巴士及貨車。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商用車全產業鏈總體分為以下板塊：(1)上游（包括原材料供應及零配件製
造）；(2)中游（包括汽車研發、製造及銷售）；及(3)下游（包括後市場產品銷售及提供車輛融資服務）。該集團由陝汽控股集團於
2005 年創立，為陝汽控股集團製造的商用車提供物流及供應鏈服務。按 2021 年重型商用車銷量計，陝汽控股集團為中國第四大商用
車集團，2021 年的市場份額為 13.8%。
截至二零一九、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集團的淨利潤分別約為 207.49 百萬元人民幣、273.99 百萬元人民幣
及 362.72 百萬元人民幣。
公司業務亮點


憑藉其控股股東的實力及與其牢固的業務關係，成為中國汽車服務行業提供增值服務的重要市場參與者

該集團由陝汽控股集團於 2005 年創立，以為其製造的商用車提供物流供應鏈服務。憑藉其控股股東的實力及與其牢固的業務關係，
德銀天下進一步發展業務，成為中國汽車服務行業的主要市場參與者。該公司以客戶為中心，打造了(i)物流及供應鏈服務；(ii)供應鏈
金融服務；及(iii)車聯網及數據服務三大業務板塊，並據此對商用車全產業鏈形成了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的覆蓋。


在商用車供應鏈領域的經驗積累，有助於該公司提升其物流及供應鏈服務能力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以 2021 年收入計，該集團為中國西部地區最大的商用車物流及供應鏈服務商。於業績記錄期，德銀天下
累計服務了超過 1.3 千家零配件供應商，配送零配件約 108.7 千種，累計運輸里程達 122.7 百萬公里。通過其中游及下游供應鏈服
務，德銀天下的整車發運業務和第三方物流業務遍佈全國並於 2021 年 12 月 31 日與 77 家下游承運商或車隊建立了業務聯繫。於
2021 年，該公司完成整車發運 166.2 千台，實現收入人民幣 437.2 百萬元。完成第三方物流運單總數 267.9 千條，實現收入合計人
民幣 395.1 百萬元。



大型車聯網平台和先進的數據技術支持著其車聯網和數據業務的增長

2019 年至 2021 年，車聯網及數據服務板塊實現營業收入分別為人民幣 241.6 百萬元、人民幣 335.2 百萬元及人民幣 338.3 百萬
元；其中，車聯網及相關技術應用解決方案業務收入分別為人民幣 59.5 百萬元、人民幣 81.6 百萬元及人民幣 108.8 百萬元。未來，
憑藉技術及平台規模優勢，該公司將持續形成更有場景針對性的數據服務及數據產品，並為集團的增長打開廣闊的空間。

風險


公司高度依賴控股股東，與控股股東關係的任何重大變動可能令其業務、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受到重大不利影響。



公司的歷史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未必代表未來表現，且實施增長策略可能令其面臨若干風險，同時未必能夠維持增長率。



公司的商用車銷售業務也依賴其整車銷售經銷商，倘彼等之表現不佳，則該公司的業務、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可能受到重大不利
影響。

參考資料來源
公司招股說明書
聯絡資料
香港总办事处:

九龙湾宏泰道 23 号 Manhattan Place 22 楼

（852） 2287 8788

香港财富管理中心:

香港铜锣湾谢斐道 TOWER 535 十楼 100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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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21） 3227 9888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 9 号耀中广场 A 座 3316B

（86-20） 8981 7463

东莞市东城区东莞大道 11 号环球经贸中心 2511 室

(86-769) 2223 0026

免責聲明:
上述資料由時富金融服務集團有限公司(「時富」)提供及分發。上述內容僅供參考。而此述之資料及意見（無論為明示或暗示）均不應
視作任何建議、邀約、邀請、宣傳、勸誘、推介或任何種類或形式之陳述。此述資料均來自時富或其聯屬公司認為可靠之來源，但不代
表其為準確或完整及應被依賴。時富對任何因信賴或參考有關內容所導致的直接或間接損失，概不負責。此述資料如有任何更改，恕不
另行通知。報告中所述及的證券只限於合法的司法地域內交易。除非得到時富事先許可，客戶不得以任何方式將任何此述資料分發予他
人。時富對該些未經許可之轉發不會負上任何責任。證券交易服務由時富證券有限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獲發牌進行第一類受規管活
動之持牌法團)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