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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市及資金流向： 

 

📣 昨日滬港通資金流入只屬曇花一

現，再失 13.30 億，而深港通亦結束對

港股連續 10 日的追捧，有 1.16 億流

出，滬深合計失 14.46 億元。美股偏弱

導致港股向下走，昨日恒指低開 280 點

後，早段曾將跌幅收窄，可惜後勁不

計，一直挫到收市，恒指收市報 30,022

點跌 768 點或 2.5%，似乎要守住三萬

關口都危危乎。 

 

按十大成交活躍股排行榜，滬港通及深

港通各地資金流入六隻股份。滬深資金

合計，北水對於騰訊控股（700）仍然

情有獨鍾，股王地位已達七連勝。按兩

水分析，滬港通進帳 5.8 億元，深港通

都有 8,900 萬元流入，總計流入 6.7 億

元。醫藥股石藥集團（1093）有 8,979

萬 元 流 入 ， 科 技 股 有 舜 宇 光 學

（2382）、中國軟件（354）及中芯國

際（981）均受到北水支持，分別有

6,987 萬、3,621 萬元及 1,269 萬元流

入。內銀股亦有工商銀行（1398）吸引

到滬水流入，有 2,516 萬元。 

 

 

 

至於流出的股份有內險股中國平安

（2318），由上周二（20 號）至昨日

已經連續七個交易日被滬水抽走。昨日

流出 3.6 億元，七日累計流出 22.2 億

元，股價累跌 12.4%。另外，新華保險

（1336）被滬水回購 1.1 億元。內銀股

建設銀行（0939）當然未有運行，在本

月 21 個交易日中，有 17 日納入十大成

交榜，而當中就有16日資金流出。其他

股份流走多於 1 億元的包括吉利汽車

（175）和比亞迪股份（1211）。 

 

今日焦點： 

 

📣  美國媒體 Axios 援引多位知情人士

稱，相比起當下深陷數據泄露醜聞的

Facebook，特朗普更看不順眼的是線上

零售巨頭亞馬遜。該報道稱，特朗普曾

談到要改變亞馬遜的稅收待遇，因為他

的不少們朋友曾向總統抱怨，亞馬遜對

損害了他們的生意，並且“正在殺死購

物中心和實體零售商。” 

一位知情人士表示，總統很想知道，是

否有辦法通過反壟斷法或競爭法來對付

亞馬遜。亞馬遜股價盤中跌幅一度達到

7.4%，市值蒸發 536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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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港通 流入 Rmb¥ 9.47 億 

深港通 流出 Rmb¥ 1.38 億 

最新         變動      變動率 

 

29/03/2018 

恆生指數 30022 -768 -2.5% 

國企指數 12001 -300 -2.44% 

滬深 300 3842 -70 -1.8% 

上證指數 3122 -44 -1.4% 

深證成指 10630 -145 -1.35% 

市場動態 (上個交易日) 

滬深港通南向資金 

滬深港通北向資金 

滬港通 流出 HK$ 13.3 億 

深港通 流出 HK$ 1.16 億 

 

即將上市 IPO 

8241 英記茶莊 

現正招股 IPO 

 
8511 ZC TECH GP 

1726 HKE HOLDINGS 

8447 MS Concept 

8507 愛世紀集團 

8451 日光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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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O 資訊： 

 

📣 (8511) Zhicheng Technology Group  是智能製造解決方案供應商，在中國專注於精密 3D 檢測解決

方案及精密加工解決方案。集團的解決方案包括及整合多種設備及服務，通常涵蓋從解決方案理念及設

計、機械採購、輔助工具與軟件及系統安裝與調試到提供技術支持及培訓等售後服務。 

 

發售價: $0.55 - $0.85          集資額: 8500 萬港元 

獨家賬簿管理人及獨家牽頭經辦人: RaffAello Securities (HK) 

 

📣 (8447) MS Concept  是香港一個經營西式及日式簡約餐廳的餐廳集團。目標是以不同品牌及大眾化

價錢提供「可擁有的奢華」用餐體驗，包括優質食物、舒適環境及殷勤服務。在香港擁有及經營 13 間餐

廳，包括六間以「Mr. Steak」為名供應招牌牛扒等各類西菜的餐廳；一間以「Mr. Steak — Buffet a la 

minute」為名供應環球美食自助餐的餐廳；三間以「Sky Bar」為名主打招牌海鮮菜式等西菜以及各款餐

酒及雞尾酒的餐廳；兩間以「Bistro Bloom」及「Bistro Bloom/Marbling」為名供應精選部位牛肉等現代

時尚西菜的特色西餐廳；及一間以「Hana」為名供應「鍋物」（如壽喜燒、日式涮鍋及日式蒸籠料理等

日本菜）的特色日式餐廳。 

 

發售價: $0.23 - $0.27          集資額: 6750 萬港元 

聯席賬簿管理人及聯席牽頭經辦人: 同人融資、訊匯證券 

 
 

📣 (8507) 愛世紀集團控股 於 2008 年在香港成立，主要從事服裝供應鏈管理服務，服務包括產品開發、

原材料採購、生產管理、品質控制及物流安排。主要產品包括外套；梭織襯衫；套頭上衣；褲子及短

褲；及 T 恤。集團並無擁有自己的品牌，所有的產品均按照客戶提供的規格和要求生產。集團的產品銷

售至超過 30 個國家。美國及法國為其兩大主要市場。 

 

發售價: $0.5 - $0.6          集資額: 7200 萬港元 

聯席賬簿管理人及聯席牽頭經辦人: 阿仕特朗資本管理、駿昇証券 

 
 

📣 (1726) HKE Holdings 是一家以新加坡為基地的醫療保健行業專業承建商，具備開展輻射防護工程的

專業知識，主要為新加坡的醫院及診所提供綜合設計及建築服務。次要業務方面，亦從事提供維護及其

他服務，以及工具及材料銷售。集團客戶主要包括跨國醫療設備供應商；新加坡醫療服務供應商，包括

醫院及診所；及)由包括新加坡政府或醫療服務供應商在內的項目發包人委聘的承建商。 

 

發售價: $0.45 - $0.55          集資額: 1.1 億港元 

獨家賬簿管理人及獨家牽頭經辦人: 聯合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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