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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赴港上市”成为热词，众多企业纷纷将目光转向香港资本市
场，募集资金量屡创新高。然而，与之相伴的是监管机构对于保荐人失当
行为的严厉惩罚。香港证监会在2018年3月发出《关于从事保荐人业务的
持牌法团的主题检视报告》，指出部分保荐人尽职审查等方面的不足以及
不合规情况，并强调在未来工作中会进一步加强监管及执法工作。

近一年来，香港证监会对保荐人IPO过程的需实施的工作标准提出了一系列要求，特别于其2018年3
月发布的《致持牌法团有关保荐人的预期标准的通函》(下简称《通函》）明确了香港证监会未来对保
荐人工作的监管重点，要求“保荐人在展开每项任务时都应按个别情况设立严格及全面的尽职审查

计划，而不是单单依赖通用的尽职审查清单”，“尽早审慎周详地考虑尽职审查过程的所有主要范畴

是十分重要的”；同时，香港证监会在《通函》中亦强调对失当行为的处罚“定必果断地对须为保荐

人工作没有达到预期标准一事负责的保荐人及其高级人员采取执法行动”。

2018.11

香港证监会行政总裁提
到金融行业面对科技创

新，该如何利用创新
科技和监管工具，
监察失当行为，保证市
场良好运行。

2018.06

香港证监会副行政总
裁梁凤仪在演讲中提
到所有上市过程参与
者负有受监管责任；

2018.03

香港证监会要求保荐

人需履行充分的尽
职调查职责；

2018.10

若保荐人有多次保荐
工作未达标，将较高
机会受到香港证监会
的视察巡查；

2018.05

香港证监会强调尽职
调查在监测借壳上市
公司的必要性；

2018.02

香港证监会表示，会

重点关注企业欺诈
和保荐人失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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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传统的尽职调查程序在面对交易量大、经营场所多等经营场景下已显得力不从心。如何有效地

提升尽职调查覆盖的深度和广度，系保荐人在监管形势日益趋严的新形势下急需重点攻克的难题。

大数据时代下，普华永道可为保荐人提供港股IPO数据尽职调查服务，以发行人不同业务场景及风险
为导向，应用多种数据分析模型、人工智能算法等技术对发行人的运营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分析，勾

勒发行人的真实业务表现，有效识别企业的可疑交易及可能存在的欺诈行为，从而协助保荐人满足

监管机构的新要求。

普华永道的港股IPO数据尽职调查服务根据不同行业以及行业内不同企业所面临的风险点，为保荐
人量身定做不同的数据分析维度，协助保荐人完成其尽调调查的职责。

广告基础指标（展示量、点击量、下载量、转化
率）的合理性分析
广告行为的合理性分析
广告收入与费用成本匹配分析等

各行业
分析维度

上下游企业类型、数量、区域等分布分析
付款情况、交货情况、产品质量分析
供应链、分销商、渠道分析等

零售业

物流
运输

医疗
健康

电商

游戏、
多媒体

广告业

充值金额分布、方式分布、地域
分布等分布分析
异常充值消费行为分析、抽样用户
行为分析
玩家游戏行为分析等

库存产品、数量、区域等分布分析
异常物流数据分析
订单地域分布分析等

买家评价分析
异常订单（如刷单）分析
买家流量和付费转化率分析等

医疗产品产供销环节分析
医疗服务消费者地域分布
医疗健康行业消费者行为分析等

取得销售流程文件，以核实上市申请是否地描述上市申请人的业务运作；

保荐人应依据合理的尽职审查，对上市申请人的业务有充分了解；

对上市申请人的主要零售店的营业额进行合理的尽职审查。若某些店铺在销售方面的比重远
较其他店铺或同业为大时，这项工作尤其重要。

对上市申请人的主要零售或网上客户进行合理的尽职审查。若某些客户在销售方面的比重远
较其他客户为大时，这项工作尤其重要；

摘录于香港证监会通函《致持牌法团有关保荐人的预期标准的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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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传统的尽职调查，数据尽职调查从企业运营过程保存的底层运营日志数据出发，通过对全申

报周期数据的分析协助保荐人在海量交易数据中识别风险点及异常情况，有效解决保荐人过往在传

统尽职调查中所遇到的“痛点及难点”。

尽职调查中的痛点、难点 传统尽职调查 数据尽职调查

企业的经营场所众多、多样化的运
营数据形式

针对发行人的业务经营地进行抽样
检查，覆盖率低

覆盖申报期内发行人的全量运营场
所，基于数据分析结果筛选重点关注
领域

以线上模式作为主营业务场所的行
业，其业务具有纯电子化的特点，难
以深入了解其业务的真实性

很难直接地从表面的财务数据中有
效识别出可能存在的异常交易行为

了解业务指标的趋势，重点关注离
群数据，以协助判断业务运营数据
的合理性

公司的认可度、声誉、口碑 通过有限的信息进行判别，且难以
对企业的市场认可度进行全面深入
的了解；
耗时长，效率较低

使用爬虫技术在全网络收集企业相
关新闻信息，并对企业相关新闻信
息进行舆情分析；
关注负面的企业相关消息，并进行
深入挖掘

传统尽职调查模式 数据尽职调查模式

洞察

判断

交易

传统尽职调查模式从财务状况出发，
结合对行业的理解制定尽调计划，了
解目标企业的运营情况。

数据尽职调查调模式从运营和业务
数据出发，通过不同数据分析的技术
手段，定位真实风险，协助券商能更
有的放矢的制定尽调计划，以了解目
标企业的运营情况。

财务数据

  战略、市场、
产业环境

运营、业务

财务数据

  战略、市场、
产业环境

运营、业务

洞察

判断

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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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或分销等商业模式中，公司下的销售或经营单位数量众多，且业务分布广泛，其是否真实实现销

售、使用利益关联的分销商等问题是监管机构关注的重点。我们借助数据分析方法对各个层级的分

销商进行分析，结合分销商基础信息使用关联分析，挖掘频繁项集，协助了解分销商之间深层次的关

联关系，重点关注可能存在异常行为的分销商群体，从而协助保荐机构判断分销商的独立性。

结合分销业务特征，使用分销商的
信用评分、生产成本、运营成本、
利润收入、地理位置等数据，定义
关联属性，根据这些属性得到分销商
信息的集合；

利用初步获取的分销商合集，使
用Apriori算法进行迭代训练，发
现最优频繁项集；

结合业务特点，定义异常分销商群体
的特征，利用频繁项集中发现的关联
关系，识别分销商之间的关联性，从
而协助了解分销商群体特性，识别异
常分销商。

定义关联属性 01 挖掘频繁项集 02 关联关系的运用 03

信用评分

成本 收入

0123->

123->0

23->01 13->02

3->012

023->1 013->2

03->12

1->0232->013 0->123

012->3

02->13 01->2312->03

场景一：分销业务中分销商的关联关系分析

经销商下线终端街道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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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广告常见的结算方式（如CPM、CPC、CPS等）的基础为广告行为数据。在不断扩大的数字营
销市场中，虚假流量的出现使得广告行业出现“信任危机”，亦是监管机构核查工作的重点。我们将广

告行为中基础的流量数据、行为数据和转化数据等通过聚类分析的方法以了解不同广告主及广告受

众的群体特征，并结合时间序列分析等方法了解指标数据的趋势，对广告行为的真实业务情况进行

深入挖掘。

对广告投放进行聚类分析 时间序列分析

结合广告行为基础数据（如展现、点击、访
问、订单发生频次等信息），了解广告投
放的基本特征；
使用无监督的机器学习方法-聚类分析对所
有广告投放行为进行聚类（如基于划分的
K-Means算法、基于密度的DBSCAN算
法等），了解广告主、广告受众的群体特
征，并基于此利用支持向量机的方法对广
告进行分类，协助保荐人进行广告产品画
像建模；

利用时间序列分析，模
拟广告行为，并对比实
际数据与模拟数据的差
异，从而协助识别是否
存在异常的广告投放情
况，了解其用户行为的
真实性。

场景二：广告行为数据的真实性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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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单”通常指电商经营者雇佣他人或专业从事网站信誉提升的刷单平台，通过货款的交易往来而不

收发货物或收“空包”等行为，帮助卖家提升销量和信誉度的行为。其隐蔽性使得在海量交易数据中

难以识别出疑似的“刷单”行为。我们通过挖掘商品不同维度的数据作为特征值，使用支持向量机技

术对待识别订单进行分类，并使用朴素贝叶斯方法以计算订单的疑似“刷单”概率，以帮助保荐人有

效识别疑似的“刷单”行为。

获取原始数据 数据特征化 朴素贝叶斯概率计算支持向量机模型训练

通过爬虫等技术收集行业
商品的相关信息作为原始
数据，包括刷单商品和未
刷单商品；

从访客数、收藏数、点击
量、下单数、交易金额、
付款时间、收货时间、店
铺停留时间、IP地址信息
等数据中，获得向量化的
特征值；

将分类器得出的结果代入
朴素贝叶斯公式，以得出
最终该订单的刷单概率。

基于有监督学习的支持向
量机技术（SVM-NB算法）
建立分类器，对待识别的
订单数据进行训练分类；

场景三：电商行业异常刷单行为分析



本文仅为提供一般性信息之目的，不应用于替代专业咨询者提供的咨询意见。

© 2019 普华永道。 版权所有。普华永道系指普华永道网络中国成员机构，有时也指普华永道网络。每家成员机构各自独立。 
详情请进入www.pwc.com/structure。CN-20190115-6-C2

联系我们
我们的团队在各行业中拥有丰富的IPO数据尽职调查服务实践经验，可为保荐机构提供专业的数据与分析，
可信数字化服务。

关于我们
普华永道中国数据与分析团队帮助企业发现数据价值，协助企业构建对数据的信任。我们应用多种成熟的数据
分析模型、人工智能算法等技术对企业运营数据进行深入的挖掘和分析，解决企业“痛点”，满足各行业企业不
同的数据分析及洞察需求。我们将数据及分析嵌入到业务中， 从而帮助企业应对各方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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