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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市及資金流向： 

 

📣 上周四滬深兩地流入成績算是可以

達標，滬港通象徵式流入約 1.9 億資

金，而深港通大約有 10.3 億追捧，滬深

合計進帳近 12.2 億元。上周四為三月份

最尾一個交易日，恒指高開 132 點後，

早段急跌及失守三萬點關口，最低見過

29,819 點。中午時恒指發力反彈及倒

升，收市報30,093點升 70點或0.2%，

險守住三萬關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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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水對於股王騰訊控股（700）

不離不棄，股王地位已是八連勝。按兩

水分析，滬港通流入近 2.4 億，深港通

約有1.1億流入，總計流入大概近3.5億

元。內銀股守得雲開見月明，終於有資

金流入這個板塊。招商銀行（3968）及

工商銀行（1398）受到滬水支持，但仍

落後於騰訊，前者約有 2.1 億，後者有

近 1.7 億元。建設銀行（939）值得恭

喜，終有北水支持，流入多於 1 億元。 

 

其他股份流入多於 1 億元的包括舜宇光

學（2382）及中國國航（753），前者

吸納 1.2 億，後者接近 1.1 億元。而中 

國國航比較少見納入十大成交榜，在本

月只入榜兩次。首次在本月 1 號，當時

進帳 2,098 萬元。 

 

內險股仍然未有起色，首三隻滬水抽走

最多資金的是中國太保（2601）、中國

太平（966）及中國平安（2318），分

別失 1.6 億、1.4 億及 1.2 億元。其餘亦

有三隻股份受到北水回購，計有內房股

碧桂園（2007）流出 9,129 萬，電氣設

備股金風科技（2208）失 3,023 萬和醫

藥股金斯瑞（1548）輸 2,894 萬元。加

上，本周北水未開市，下周重啟。 

 

今日焦點： 

 

📣  阿里巴巴集團、螞蟻金服集團與餓

了麽聯合宣布，阿里巴巴已簽訂收購協

議，將聯合螞蟻金服以 95 億美元完成

對餓了麽全資收購。此次收購完成後，

阿里巴巴將以餐飲作為本地生活服務的

切入點，以餓了麽作為本地生活服務最

高頻應用之一的外賣服務，結合口碑以

數據技術賦能線下餐飲商家的到店服

務，形成對本地生活服務領域的全新拓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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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港通 關閉 

深港通 關閉 

最新         變動      變動率 

 

03/04/2018 

恆生指數 30093 +70 +0.24% 

國企指數 11940 -58 -0.49% 

滬深 300 3886 -12 -0.3% 

上證指數 3163 -5 -0.18% 

深證成指 10852 -16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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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入 HK$ 1.9 億 

深港通 流入 HK$ 10.3 億 

 

即將上市 IPO 

8241 英記茶莊 

8451 日光控股 

 

現正招股 IPO 

 
8511 ZC TECH GP 

1726 HKE HOLDINGS 

8447 MS Concept 

8507 愛世紀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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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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