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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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华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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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华娱乐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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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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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华娱乐集团 (2306.HK) 

配股及公开发售资料 

发售股份数目: 132,560,000 股股份（视乎超额配股权行使与否而定） 
- 香港发售股份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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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重新分配及视乎超额配股权行使与否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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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 15.53X-19.41X 

保荐人: 中信建投国际、招商证券国际 

公司介绍 

乐华娱乐为中国知名的艺人管理公司。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以 2021 年艺人管理收入计算，公司于中国艺人管理公司之中排名第

一，市场份额为 1.9%。自 2009 年成立以来，公司已经将其打造成为包括艺人管理、音乐 IP 制作及运营以及泛娱乐业务三大互补业

务板块在内的文化娱乐平台。作为专业的艺人管理公司，乐华娱乐安排签约艺人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并协助签约艺人捕捉商机及发

展其事业。公司的业务涵盖从艺人培训、艺人运营到艺人宣传的整个艺人管理产业价值链。公司丰富的行业专业知识，为其抓住机遇

打下基础，助力公司引领中国艺人管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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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的净溢利分别约为 119.02 百万元人民币、291.37 百万元人民币

及 336.68 百万元人民币。 

 

公司业务亮点 

 中国知名的艺人管理公司 

乐华娱乐为中国知名的艺人管理公司。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以 2021 年艺人管理收入计算，公司于中国艺人管理公司中排名第一，

市场份额为 1.9%。自 2009 年成立以来，公司致力于发掘、培养及推广有素质的训练生成为成名艺人，已建立起一个有规模、有名气

且受欢迎的艺人矩阵。借助累积十多年的丰富行业经验及推广受欢迎艺人的良好记录，公司能够取得并于艺人管理市场维持稳固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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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 

 

 系统化的训练生培育及专业化的艺人运营体系铸就乐华模式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乐华娱乐是中国少数能提供系统化及专业艺人培训及运营的公司。公司已构建覆盖艺人管理全生命周期的乐华

模式，包括训练生选拔、艺人培训、艺人运营及艺人宣传。且为训练生提供全方位、高质量的培训课程，帮助训练生成为具有强大艺

术技能和良好品格的优质艺人。在乐华娱乐的训练生出道成为全面的专业艺人后，公司通过专业的艺人运营帮助其提升商业价值，带

来积极的社会影响，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品牌影响力。 

 

 广泛、多元及长期的合作伙伴 

公司依托核心艺人管理业务，不断提升乐华品牌及签约艺人的影响力。通过与多个行业参与者（包括领先的媒体平台及音乐服务供货

商），公司已建立多个渠道安排签约艺人参演优质娱乐内容，有效地将签约艺人推广到更广泛的受众。公司安排签约艺人参演爱奇

艺、优酷、腾讯视频与芒果 TV 等中国领先的互联网视频平台播放的一系列综艺节目。公司还建立了多种渠道来触达公司的目标受

众，并依托于抖音及快手等新兴的短视频平台发布公司创作的娱乐内容。此外，于业务纪录期，由签约艺人出演的剧集及综艺节目已

于中国多个主要电视台播出，例如湖南卫视、浙江卫视、东方卫视、江苏卫视及北京卫视。 

 

风险 

 公司的业务十分依赖签约艺人的声誉及公众对公司品牌的认知。任何对签约艺人、本公司及本公司管理层、商业伙伴或行业的负

面报导可能损害公司的品牌形象，并可能对其业务、财务状况或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的大部分收入来自艺人管理业务。倘公司未能维持与艺人及训练生的关系或扩大其签约的艺人及训练生的数目，公司的业

务、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或受不利影响。 

 公司的业务对公众喜好高度敏感，并依赖获得及培养受欢迎艺人的能力，我们可能无法预测或有效应对受众偏好及市场趋势的变

动，该等变动可能对其业务、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重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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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乎超额配售权行使与否而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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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予重新分配及视乎超额配售权行使与否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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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 55.80X-72.54X 

保荐人: 中金公司 

公司介绍 

洪九果品是中国高速增长的多品牌鲜果集团，拥有「端到端」的先进数字化供应链。公司专注于主要原产于中国、泰国及越南的优质

水果的全产业链运营。公司经营水果行业近 20 年，拥有深厚行业经验，截至最后实际可行日期，形成了以榴莲、山竹、龙眼、火龙

果、樱桃、葡萄为核心共 49 种品类的水果产品组合。洪九果品在 100 多个优质水果原产地为消费者挑选及采购质量鲜果，并通过直

采、标准化加工及数字化供应链管控，在水果领域打造了一个覆盖多个品类的自有水果品牌组合。公司通过对优质原产区的深入布

局、覆盖全国的销售及分销网络以及高效的「端到端」的供应链，可以将鲜果产品直接从各地果园送达全国零售终端。于营业纪录期

内，洪九果品专注于发展在国内市场份额提升迅速且高货值的果品种类。根据灼识咨询的资料，按 2021 年的销售收入计，洪九果品

是中国最大的榴莲分销商，以及火龙果、山竹及龙眼的前五大分销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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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的净溢利分别约为 163.14 百万元人民币、2.59 百万元人民币及

291.64 百万元人民币。 

 

公司业务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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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产业链「端到端」运营能力 

为了从源头种植端开始把控产品质量及获得优质的水果，洪九果品优先从当地果园进行直采。公司在大部分核心水果产品的原产地进

行深入布局，截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公司在泰国和越南组建了近 400 名雇员的当地团队，负责与当地果园开展紧密合作，并向当

地果农共享先进种植技术，包括催花、疏果及采摘。公司亦结合不同水果品类生长特点、采购时点及市场行情，灵活确定采购订单的

数量、价格及周期，从而提升相关果园供应的可预期性，进一步推动与他们的业务合作关系。洪九果品已在当地市场确立了较强的议

价能力，并设置较高的进入门坎。具体而言，于 2021 年，公司在泰国的榴莲采购量占中国向泰国进口榴莲总量的 10.1%。 

 

 与最新零售趋势保持同步的全国销售及分销网络 

公司搭建了覆盖全国的广泛销售及分销网络，高效触达各类型客户。截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洪九果品在全国拥有 19 家销售分公

司，以此为销售前哨辐射 300 个城市，并在全国范围内覆盖了各类水果销售渠道，包括终端批发商、商超及新兴零售渠道。通过涵盖

广泛销售档口网络的销售渠道，公司实现对不同区域的渗透及覆盖，从而使其各类水果产品有效触及拥有多样化需求的各类消费人

群。 

 

 先进的覆盖整个业务的数字化运营能力 

公司借助物联网技术及大数据分析打造了货柜管理模块，以更好地管控其在途供应链。公司亦从多个维度收集和研究货柜状态的海量

数据，从而更好地管控港口选择、水果评估和分级、货柜温度、物流路径、清关流程及销售区域选择，实现对货物全流程可视化实时

监管，并实现每批产品有效溯源。运用该模块，公司可以对订单流向趋势和关键节点状态进行分析，并收到潜在干扰的预警，使其能

够通过灵活管理及调整对物流安排进行快速有效干预，提高履约效率。 

 

风险 

 公司的业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洪九」及其他商标及品牌名称的市场认知度，对其商标、品牌名称或声誉的任何损害或未能有效

推广品牌，可能对其业务及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极端天气状况、自然灾害、农作物病害、虫害及其他自然状况或会使其业务及经营业绩产生巨大波动。 

 公司未必能够继续拓宽其产品供应或成功建立品牌组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