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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两家互联网企业同天境外上市

分析称广州高科技企业上市后劲充足

□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潘敬文

对广州而言，1 月 17 日是一

个好日子，因为在同一天，驴迹科

技和荔枝两家总部位于广州的科

技企业， 先后在港股主板和美股

上市。 分析认为，广州在互联网和

高科技企业发展上后劲充足，未

来将有更多在广州崛起的科技企

业上市。

驴迹科技港股主板挂牌

1 月 17 日， 总部位于广州的

驴迹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股份代

号：

1745.HK

）

于香港联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

（港交所）

主板正式上市

并开始买卖。 驴迹科技定价为

2.12 港元，每手 2000 股。

在此前的港股公开发售中，

驴迹科技初步提呈的发售股份已

获大幅超额认购， 相当于港股公

开发售初步可供认购的合共发售

股份的 84.66 倍。不过驴迹科技当

天 收 市 报 1.9 港 元 ， 下 滑 了

10.38%

根据知名咨询公司弗若斯特

沙利文的资料， 驴迹科技是中国

最大的在线电子导览提供商，以

2018 年的交易总额计， 公司占在

线电子导览服务的市场份额为

86.2%。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

司开发共 12913 个在线电子导

览，包括 2086 个覆盖日本、南韩、

澳洲、 意大利等海外旅游景区的

在线电子导览。 截至同日，驴迹科

技覆盖了中国 100%的 AAAAA 级

旅游景区。

针对港股主板上市， 驴迹科

技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董事

会主席、 行政总裁及创办人臧伟

仲表示， 驴迹科技于港股上市不

仅使公司进入了国际资本市场，

也为公司的长远发展提供了充足

的资金， 令其能更好地把握及抓

紧中国旅游业的发展机遇。

臧伟仲表示， 未来公司将进

一步扩展在中国的旅游景区覆盖

率， 开拓与旅游景区新的合作机

会，探索传统线下旅游市场机遇，

加强技术实力， 并将业务扩展至

海外市场。

荔枝成中国音频行业第一股

而在同一晚的美股交易时

间，荔枝 (LIZI.US)美股首次公

开发行，确定发行价为每股

11 美元， 共发行 410 万

份 ADS， 首次公开募

资额为 4510 万美

元

（未包含超额

配 售 权 部

分）

，正式成为中国音频行业第一

股。 与驴迹科技上市后下跌不同，

截至首日收盘， 荔枝报 11.63 美

元，涨幅 5.73%，市值达 5.32 亿美

元。 荔枝上市开盘后，盘中股价在

波动中上涨，一度涨至触发停牌，

上市首日，荔枝最高价达 15.25 美

元/股，最高涨幅达 38%。

根据招股书，荔枝 2013 年创

立后，提出“人人都是播客”，主打

音频创作工具和分享，2016 年上

线语音直播，2018 年累计产生原

创音频节目超过 1 亿期，AI 战略

开始发力，2019 年正式布局海外

和 IoT

（物联网）

场景。

根据荔枝最新版招股书披

露，2019 年前三季度，荔枝已实现

营业收入 8.15 亿元，超过了 2018

年全年营业收入，其中，2019 年第

三季度荔枝收入增长明显， 实现

单季度净收入约 3.3 亿元， 同比

2018 年第三季度， 增速达到了

72%。 从盈利表现来看，2019 年前

三季度，荔枝毛利为 2.06 亿元，同

比 2018 年前三季度的 1.62 亿

元，增长了 27%。

而根据艾瑞咨询数

据，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荔枝是中国最大的

在线 UGC 音频社

区；同时，就截至

2019 年前 9 个

月 的 平 均

MAU 而

言，荔枝同样是中国最

大的音频互动娱乐平

台和第二大在线音频

平台， 分别占有的市

场 份 额 为 70.7% 和

18.4%。 截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平台已积

累了超过 1.7 亿音频

内容。 2019 年 10-

11 月期间，平台月

均活跃用户数超

5100 万 ， 约

590 万 月 均

活 跃 内 容

创作者 ，

超过月

均 活

跃

用

户总数的 11.4%，用户平均月度互

动次数约 27 亿次，其海量音频内

容创作者群体、 海量用户原创播

客内容、 语音直播及互动创新模

式均为荔枝独有的特色。

广州科技企业后劲充足

艾媒咨询 CEO 张毅向记者

表示， 驴迹科技和荔枝同一天上

市， 显示广州仍是互联网创业的

乐土，广州创业、创新和高科技企

业将“后劲充足”。 张毅表示，得益

于完善的产业链， 广州高科技企

业在内容、在线旅游、电商、新消

费、智能制造、新出行、游戏等领

域具备优势。

另有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

预期在未来一段时间， 包括小鹏

汽车等本土企业也将登录资本市

场。

华为中国生态大会

2月在深举行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潘敬文）

近日华为官方

宣布，华为中国生态大会 2020

（以下简称“生态

大会”）

将于 2 月 13-14 日在深圳会展中心举

行。 大会以“因聚而生，举势而为”为主题，将搭

建 30000+平米展厅、50+个展区，1000+个互动

展点， 邀请多位知名经济学家和各行业的重磅

嘉宾及合作伙伴共计 20000+人参会。

华为 EBG

（

Enterprise Business Group

，企业

业务群）

中国区 Marketing

（市场）

部部长陈浩在

媒体沟通会上介绍，面对行业升级和产业变革，

今年生态大会选择了一种全新的办会方式———

“众筹办会”，即“华为搭台，伙伴唱戏”。 华为将

大会的演讲资源、展示资源、营销资源、市场资

源等向所有生态伙伴开放， 同时伙伴们也通过

“思想众筹、资源众筹、能力众筹”成为大会的共

同主办方，并以此为起点，将“众筹”理念引入整

个生态， 希望各个生态角色都能以简单的方式

融入，各自发挥不同的作用。

广东移动5G为央视春晚

增添“科技年味”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潘敬文）

鼠年春节，5G

的快速发展为节日带来浓浓的科技年味。 记者

从广东移动了解到，央视春晚粤港澳大湾区分会

场直播、《湾区花正开》 春节大型融媒体直播中都将

用上移动5G技术，5G新科技与节日老传统深度融

合将为广大观众带来新视角和新体验。

今年央视春晚将延续“主会场+分会场”的

舞台设置,除北京主会场外，还设置了位于港珠

澳大桥白海豚岛的粤港澳大湾区分会场以及河

南郑州分会场。 在广东移动5G网络的支持下，

去年的央视春晚深圳分会场首次实现了“5G+

4K” 高清直播。 今年央视春晚将进一步实现

“5G+8K/4K/VR” 的创新应用， 打造成一场唯

美、炫酷、科技感十足的视听盛宴。

除了除夕夜的春节联欢晚会， 广东移动还

将为央视《湾区花正开》春节大型融媒体直播活

动提供了5G保障。

高德地图9大升级

助力2020春节出行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潘敬文）

春运出行高峰

到了，如何躲避拥堵，过个“行顺心，玩开心“的

中国年？ 据高德地图透露，该公司推出“春节服

务大礼包”，将升级 9 项产品服务，缓解用户春

运出行焦虑，提升出游体验。

随着春节出行高峰日益临近，高德的“春节

服务大礼包”也已全面上线。“春节服务大礼包”包括

春运预报系统、智慧诱导、语音助手、AR导航、智能

三角牌、景区随身听、实时公交、一键全网打车、新春

喜乐门等 9项产品和服务全面升级。

其中，在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指导下，高

德地图推出全国首个“春运交通预报”系统。 用

户可以直接查询未来七天内全国主要省、 市范

围内高速拥堵预测，提前规划行程。 此外，每两分

钟更新一次的全国高速路网、火车站、机场、收费站

的实时拥堵情况，让用户的春节出行心里有数。而高

德地图“景区随身听”服务，目前覆盖故宫、颐和

园、兵马俑等全国逾 1000 个热门景区。

荔 枝 上

市股价一度

暴涨至涨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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