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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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306 樂華娛樂 2022/08/31 2022/09/06 2022/09/07 

06689 洪九果品 2022/08/29 2022/09/02 2022/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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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華娛樂集團 (02306) 

招股日期 2022/08/24-2022/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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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慶洪九果品股份有限公司 (06689) 

招股日期 2022/08/24-2022/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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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華娛樂集團 (2306.HK) 

配股及公开发售资料 

发售股份数目: 132,560,000 股股份（視乎超額配股權行使與否而定） 
- 香港发售股份数目: 13,256,000 股股份（可重新分配） 
- 国际配售股份数目: 119,304,000 股股份（可重新分配及視乎超額配股權行使與否而定） 

每手股数: 400 股 

发售价格: 每股发售价格为 6.80 - 8.50 港元 

2021 年历史市盈率: 約 15.53X-19.41X 

保荐人: 中信建投國際、招商證券國際 

公司介绍 

樂華娛樂為中國知名的藝人管理公司。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以 2021 年藝人管理收入計算，公司於中國藝人管理公司之中排名第

一，市場份額為 1.9%。自 2009 年成立以來，公司已經將其打造成為包括藝人管理、音樂 IP 製作及運營以及泛娛樂業務三大互補業

務板塊在內的文化娛樂平台。作為專業的藝人管理公司，樂華娛樂安排簽約藝人為客戶提供優質服務，並協助簽約藝人捕捉商機及發

展其事業。公司的業務涵蓋從藝人培訓、藝人運營到藝人宣傳的整個藝人管理產業價值鏈。公司豐富的行業專業知識，為其抓住機遇

打下基礎，助力公司引領中國藝人管理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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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的淨溢利分別約為 119.02 百萬元人民幣、291.37 百萬元人民幣

及 336.68 百萬元人民幣。 

 

公司业务亮点 

 中國知名的藝人管理公司 

樂華娛樂為中國知名的藝人管理公司。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以 2021 年藝人管理收入計算，公司於中國藝人管理公司中排名第一，

市場份額為 1.9%。自 2009 年成立以來，公司致力於發掘、培養及推廣有素質的訓練生成為成名藝人，已建立起一個有規模、有名氣

且受歡迎的藝人矩陣。借助累積十多年的豐富行業經驗及推廣受歡迎藝人的良好記錄，公司能夠取得並於藝人管理市場維持穩固的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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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化的訓練生培育及專業化的藝人運營體系鑄就樂華模式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樂華娛樂是中國少數能提供系統化及專業藝人培訓及運營的公司。公司已構建覆蓋藝人管理全生命週期的樂華

模式，包括訓練生選拔、藝人培訓、藝人運營及藝人宣傳。且為訓練生提供全方位、高質量的培訓課程，幫助訓練生成為具有強大藝

術技能和良好品格的優質藝人。在樂華娛樂的訓練生出道成為全面的專業藝人後，公司通過專業的藝人運營幫助其提升商業價值，帶

來積極的社會影響，進一步提升公司的品牌影響力。 

 

 廣泛、多元及長期的合作夥伴 

公司依託核心藝人管理業務，不斷提升樂華品牌及簽約藝人的影響力。通過與多個行業參與者（包括領先的媒體平台及音樂服務供應

商），公司已建立多個渠道安排簽約藝人參演優質娛樂內容，有效地將簽約藝人推廣到更廣泛的受眾。公司安排簽約藝人參演愛奇

藝、優酷、騰訊視頻與芒果 TV 等中國領先的互聯網視頻平台播放的一系列綜藝節目。公司還建立了多種渠道來觸達公司的目標受

眾，並依託於抖音及快手等新興的短視頻平台發佈公司創作的娛樂內容。此外，於業務紀錄期，由簽約藝人出演的劇集及綜藝節目已

於中國多個主要電視台播出，例如湖南衛視、浙江衛視、東方衛視、江蘇衛視及北京衛視。 

 

风险 

 公司的業務十分依賴簽約藝人的聲譽及公眾對公司品牌的認知。任何對簽約藝人、本公司及本公司管理層、商業夥伴或行業的負

面報導可能損害公司的品牌形象，並可能對其業務、財務狀況或經營業績產生不利影響。 

 公司的大部分收入來自藝人管理業務。倘公司未能維持與藝人及訓練生的關係或擴大其簽約的藝人及訓練生的數目，公司的業

務、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或受不利影響。 

 公司的業務對公眾喜好高度敏感，並依賴獲得及培養受歡迎藝人的能力，我們可能無法預測或有效應對受眾偏好及市場趨勢的變

動，該等變動可能對其業務、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產生不利影響。 

重慶洪九果品股份有限公司 (6689.HK) 

配股及公开发售资料 

发售股份数目: 14,012,500 股 H 股（視乎超額配售權行使與否而定） 
- 香港发售股份数目: 1,401,400 股 H 股（可予重新分配） 
- 国际配售股份数目: 12,611,100 股 H 股（可予重新分配及視乎超額配售權行使與否而定） 

每手股数: 100 股 

发售价格: 每股发售价格为 40.00-52.00 港元 

2021 年历史市盈率: 約 55.80X-72.54X 

保荐人: 中金公司 

公司介绍 

洪九果品是中國高速增長的多品牌鮮果集團，擁有「端到端」的先進數字化供應鏈。公司專注於主要原產於中國、泰國及越南的優質

水果的全產業鏈運營。公司經營水果行業近 20 年，擁有深厚行業經驗，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形成了以榴蓮、山竹、龍眼、火龍

果、車厘子、葡萄為核心共 49 種品類的水果產品組合。洪九果品在 100 多個優質水果原產地為消費者挑選及採購品質鮮果，並通過

直採、標準化加工及數字化供應鏈管控，在水果領域打造了一個覆蓋多個品類的自有水果品牌組合。公司通過對優質原產區的深入佈

局、覆蓋全國的銷售及分銷網絡以及高效的「端到端」的供應鏈，可以將鮮果產品直接從各地果園送達全國零售終端。於營業紀錄期

內，洪九果品專注於發展在國內市場份額提升迅速且高貨值的果品種類。根據灼識諮詢的資料，按 2021 年的銷售收入計，洪九果品

是中國最大的榴蓮分銷商，以及火龍果、山竹及龍眼的前五大分銷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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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的淨溢利分別約為 163.14 百萬元人民幣、2.59 百萬元人民幣及

291.64 百萬元人民幣。 

 

公司业务亮点 

 全產業鏈「端到端」運營能力 

為了從源頭種植端開始把控產品品質及獲得優質的水果，洪九果品優先從當地果園進行直採。公司在大部分核心水果產品的原產地進



 

 
 

参考数据源 

公司招股说明书 

联络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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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 9 号耀中广场 A 座 3316B 

（86-21） 3227 9888 

（86-20） 8981 7463 

免责声明:  

上述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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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述数据如有任何更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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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发予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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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深入佈局，截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公司在泰國和越南組建了近 400 名僱員的當地團隊，負責與當地果園開展緊密合作，並向當

地果農共享先進種植技術，包括催花、疏果及採摘。公司亦結合不同水果品類生長特點、採購時點及市場行情，靈活確定採購訂單的

數量、價格及週期，從而提升相關果園供應的可預期性，進一步推動與他們的業務合作關係。洪九果品已在當地市場確立了較強的議

價能力，並設置較高的進入門檻。具體而言，於 2021 年，公司在泰國的榴蓮採購量佔中國向泰國進口榴蓮總量的 10.1%。 

 

 與最新零售趨勢保持同步的全國銷售及分銷網絡 

公司搭建了覆蓋全國的廣泛銷售及分銷網絡，高效觸達各類型客戶。截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洪九果品在全國擁有 19 家銷售分公

司，以此為銷售前哨輻射 300 個城市，並在全國範圍內覆蓋了各類水果銷售渠道，包括終端批發商、商超及新興零售渠道。通過涵蓋

廣泛銷售檔口網絡的銷售渠道，公司實現對不同區域的滲透及覆蓋，從而使其各類水果產品有效觸及擁有多樣化需求的各類消費人

群。 

 

 先進的覆蓋整個業務的數字化運營能力 

公司借助物聯網技術及大數據分析打造了貨櫃管理模塊，以更好地管控其在途供應鏈。公司亦從多個維度收集和研究貨櫃狀態的海量

數據，從而更好地管控港口選擇、水果評估和分級、貨櫃溫度、物流路徑、清關流程及銷售區域選擇，實現對貨物全流程可視化實時

監管，並實現每批產品有效溯源。運用該模塊，公司可以對訂單流向趨勢和關鍵節點狀態進行分析，並收到潛在干擾的預警，使其能

夠通過靈活管理及調整對物流安排進行快速有效干預，提高履約效率。 

 

风险 

 公司的業務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洪九」及其他商標及品牌名稱的市場認知度，對其商標、品牌名稱或聲譽的任何損害或未能有效

推廣品牌，可能對其業務及經營業績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極端天氣狀況、自然災害、農作物病害、蟲害及其他自然狀況或會使其業務及經營業績產生巨大波動。 

 公司未必能夠繼續拓寬其產品供應或成功建立品牌組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