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C IPO 与传统 IPO
去年，特殊目的收购公司（SPAC）在华尔街
大获成功，作为公司另类上市途径的 SPAC
数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根据 2021 年 10
月 16 日《哈佛商业评论》的一份报告，仅在
2021 年第一季度，295 家新成立的 SPAC 就
募集了创纪录的 960 亿美元 1。截至 2021 年
12 月 20 日，609 家新成立的 SPAC 募集了
大约 1620 亿美元，平均每次 IPO 的规模为
2.66 亿美元。
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BVI）是受欢迎
的 SPAC 司法管辖区。这要归功于两地公司
法对 SPAC 的适宜性、两地的灵活性、税收
中性、市场熟悉度，并购交易中在必要时将
住所变更为其他司法管辖区的能力，以及简
单明了的法定兼并制度。其中，法定兼并制
度常用作并购交易（即收购或兼并已确定的
目标企业）的手段。
在发起人的支持下，由经验丰富的管理团队
领导的 SPAC 将募集现金收购或兼并特定行
业或产业的目标公司。就美国上市而言，
SPAC IPO 和传统 IPO 相同，均应履行美国
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审批程序。
两者的主要差异与证券、交易文件、程序所
需时间、发售文件披露内容的多少以及基金
发行估值有关。

证券
在 SPAC IPO 中，向投资者出售的单位通常
由一股 A 类股份和可认购一股 A 类股份的零
星权证组成。构成单位的这两类证券可在
IPO 的 52 天后单独交易，但不得在满 52 天
之前交易。转让 A 类股份不受限制，而且投
资者可在评估目标企业的潜在回报后，于并
购交易之前赎回投资或维持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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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B 类股份向发起人发行，构成“发
起人奖励”，通常可在并购交易时按一比一的
比例转换为 A 类股份。B 类股份附有在并购
交易交割前任免 SPAC 董事的权利。在美国
的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开曼群岛或 BVI 公司会
选择上市发行美国存托凭证（ADR）而非直
接上市发行股票。
每份 ADR 是美国存托股份所有者权益的证
据，而美国存托股份则代表相关存托机构持
有的 IPO 公司的股份权益。

交易文件
从开曼群岛和 BVI 角度而言，适用于传统
IPO 程序的关键法律文件为上市文件，包括
招股说明书、经修订并重述的公司组织章程
大纲及细则（IPO 大纲及细则），监管机
构、交易所、存托机构、注册及过户代理人
或经纪商或承销商规定的开曼群岛、BVI 法
律意见书，以及必要的公司批准文件。
此外，为了上市而对企业集团进行上市前重
组可能也需要相关文件，可能包括相关承销
协议、存托协议或托管协议。
从开曼群岛和 BVI 角度而言，适用于 SPAC
IPO 的关键法律文件与以上类似，其中包
括：上市申请书（对于在美国的证券交易所
上市）、经修订并重述的 SPAC 组织章程大
纲及细则（SPAC IPO 大纲及细则）、公开
备案时关于拟于募股时发行的股份的有效性
等事项的法律意见书，每位承销商、注册和
过户代理人要求的文件，以及必要的公司批
准文件。
重大合同将在适当阶段进行审查，其中包括
承销协议，私募和公募权证协议、投资管理

信托协议、过户代理和注册服务协议以及登
记权协议。
IPO 大纲及细则或 SPAC IPO 大纲及细则需
要附上一份表格，该表格应满足公司或
SPAC 拟上市的美国相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
以及开曼群岛或 BVI 的法定要求。

成本和时间
SPAC 的设立和上市需要八至十二周。传统
IPO 需要必要的筹备工作，营业中的公司上
市需要六到十二个月（或更长时间）。

赎回和 PIPE
在 SPAC IPO 中，投资者能够赎回 A 类股
份，这导致可供 SPAC 完成收购的资金金额
存在不确定性。此外，发起人能否通过上市
后私募投资（PIPE）或从其他投资者手中获
得额外资金以完成收购，也存在不确定性。
能否获得上述额外资金严重依赖于市场状况
和经济形势，而且获得额外资金会对 SPAC
的股权结构产生稀释效应。在传统 IPO 中，
投资者无法通过赎回股份从公司拿回自己的
钱，不会出现此类问题。

SPAC 耗时更短的原因有二：第一，SPAC
并非营业中的公司，不必接受旷日持久的尽
职调查；其次，SPAC 上市申请书中要披露
的信息有限。因此与传统 IPO 相比，SPAC
IPO 的发起人享有明显的成本和时间优势。

承销费

收购窗口

展望未来

在 SPAC IPO 中，SPAC 必须在确定期限
（通常为十八至二十四个月）内完成对目标
企业的收购。SPAC 可迅速行动，以锁定
SPAC 目标并完成 de-SPAC（即并购交
易），相对较快的原因是其以信托形式持有
大量现金储备。SPAC 如果未能在规定期限
内收购企业，则必须清算，并将通过 SPAC
IPO 募集的所有资金退还给投资者。

自 2021 年初以来，在监管审查不断加强（例
如，SEC 会计指导日渐严厉）和市场采取“观
望”态度的背景下，SPAC IPO 市场却带来了
一些暖意，美国 SPAC IPO 市场的主要吸引
力，即流动性和交易量，可能会在中期内继
续。

补偿
SPAC 发起人获得的所谓“发起人奖励”，通常
占 IPO 后 SPAC 已发行股本的 20%。发起人
因提供成立和运营 SPAC 所需的经济资本而
在 IPO 到 de-SPAC 期间承担风险，发起人
奖励是对这一风险的补偿。发起人奖励实际
上稀释了公众股东在 IPO 中的所有权。

审查较少
完成传统 IPO 需要公司接受 IPO 筹备期内长
达数月的严格审查，可能导致与估值方法直
至 IPO 定价有关的不确定性。SPAC 卖的是
管理团队，而不是产品和有经营记录的公
司，因此通常无需接受同等程度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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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 有吸引力的特点之一是 SPAC IPO 的
承销费通常较低，在 5.5%左右，而投资银行
对传统 IPO 收取的费用则为 7%。

当然，这两个方面今后都会遇到挑战。SPAC
在完成 IPO 和随后的 de-SPAC 过程中面临
许多监管、法律和商业障碍，包括购买适当
金额和类型的保险等。
对于传统 IPO，考虑到公司的活动，特定上
市地规定的股东批准比例水平、披露和最低
盈利能力要求等因素，以及数据安全、数据
隐私等地缘政治因素，上市地的选择是个越
来越迫切的问题。
尽管存在这些挑战，只要准备好应对不确定
性正在变为常态的日益复杂的监管环境，谋
求在 2022 年募集资金的公司、基金管理人和
发起人仍然有各种机会，无论是采用传统
IPO 还是 SPAC IPO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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