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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市及資金流向： 

📣  昨日滬深兩地終於有水流入，滬港

通淨買入近 8.8 億，而深港通流入約 7

億，滬深港通合計共進賬近 15.9 億元。

雖然北水有錢入港股，但仍要觀望南下

資金是否重新對港股有興趣。港股高開

99 點後，全日向上走，恒指收市報

30,636 點升 381 點或 1.3%，可以一口

氣收復 10 天、20 天及 100 天線，差四

十點左右就可以上返 50 天線。 

 

按十大成交活躍股排行榜，滬港通有三

隻股份入錢，而深港通就有七隻股份被

追捧。騰訊控股（700）走錢兩日後，

昨日再有資金流入，成為當日及近一個

月單日流入最多錢的股份。兩水分佈為

滬水進帳5.9億，而深水流入近1.4億，

合共吸納 7.3 億元。內需股蒙牛乳業

（2319）有大約 2.4 億元流入，同時亦

納入滬港通至今單日流量最多的一次。

中國華融（2799）繼續入榜，並已連續

三日有錢入，滬水進帳 1.8 億元，股價

受到支持。 

 

另外有資金流入的四隻股份包括內房股

碧桂園（2007）吸納 9,682 萬，中教控

股（839）流入 8,838 萬，另外連失兩

日支持的醫藥股石藥集團（1093）亦進 

帳近 7,987 萬，至於科技股瑞聲科技

（2018）近兩周也有錢流入，進帳

4,248 萬元。 

 

雖然港股昨日表現不錯，但損失最多資

金仍然是内銀股建設銀行（939），兩

地一齊抽走資金，滬水流出 7,170 萬，

而深水流走 3,583 萬元，合共輸 1.1 億

元。金屬股洛陽鉬業（3993）抽走近 1

億元，油股中石化（0386）再次失

7,016 萬元。 

 

內房股融創中國（1918）及豐盛控股

（607）均受到南下資金收水。 融創中

國被滬水流出 1 億元，幸好深水有

5,149 萬元流入，但可惜合共仍要輸

4,977萬元。而豐盛控股方面就失 1,649

萬元。煤股中國神華亦被抽走 3,969 萬

元，内險股中國平安（2318）繼續走

錢，流失近 3,820 萬元。 

 

今日焦點： 

📣  美國總統特朗普周二表示，財長姆

努欽將到訪中國，與北京政府磋商貿易

問題，兩國很可能達成協議。不過他警

告，若雙方無法達成共識，華府將會按

「301 調查」的結果，執行對中國商品

徵收關稅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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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港通 流入 Rmb¥ 24.28 億 

深港通 流入 Rmb¥ 15.71 億 

最新         變動      變動率 

 

25/04/2018 

恆生指數 30636 +381 +1.26% 

國企指數 12244 +244 +2.04% 

滬深 300 3843 +77 +2.05% 

上證指數 3128 +60 +1.99% 

深證成指 10556 +226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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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億 

深港通 流入 HK$ 7 億 

 

現正招股 IPO 

 
8107 威誠國際控股 

1833 平安好醫生 

 

即將上市 IPO 

8527 聚利寶控股 

1671 天保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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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O 資訊： 

 

📣 (1833) 平安健康醫療科技使命是打造全球最大的醫療健康生態系統，用科技讓人類更健康，集團與控

股股東平安（02318）建立密切的業務關係。 

 

根據資料，集團是中國互聯網醫療健康市場的先行者，以 2016 年的平均月活躍客戶和日均在線諮詢量

計，運營全國最大規模的互聯網醫療健康平台。通過移動平台，提供隨時隨地的按需醫療健康服務。截

至 2015 年、2016 年及 2017 年度，分別有 3030 萬、1.315 億及 1.928 億名註冊用戶，平均月活躍客戶

（按每個曆月的平均活躍客戶計算）分別達到 560 萬名、2180 萬名及 3290 萬名。 

 

通過於 2015 年 4 月推出的移動平台，集團提供在線醫療健康服務，如家庭醫生服務、消費型醫療服務、

健康商城和健康管理和互動。截至 2015 年、2016 年及 2017 年度，集團已分別建立了一個由 585 名、

797 名及 888 名醫療人員組成的人工智能輔助自有醫療團隊，分別提供每日平均約 4 萬次、18 萬次及 37

萬次的在線諮詢。 

 

集團亦為中國的個人及企業提供年度健康會員計劃及消費型醫療服務。此外，移動應用程序擁有在線健

康商城，也透過醫療健康服務提供商網絡提供多種線下服務。集團亦與保險公司合作，為投保人提供增

值服務，實現保險與醫療健康協同整合。 

 

集團已成立具有覆蓋全國的醫療健康服務提供商網絡，覆蓋約 3100 家醫院，包括逾 1000 家三級甲等醫

院以及約 1100 家體檢中心、500 家牙科診所及 7500 家藥店。 

 

發售價: $50.8 - $54.8 

集資額: 87.7 億港元 

聯席賬簿管理人及聯席牽頭經辦人: 建銀國際金融、中國國際金融香港證券、招商證券（香港）、花旗環

球金融亞洲、花旗環球金融、里昂證券、招銀國際融資、香港上海匯豐銀行、J. P. Morgan Securities 

(Asia Pacific)、J.P. Morgan Securities、中國平安證券（香港）、UBS AG 

 
 
 

📣 (8107) 威誠國際控股是一間以香港為總部的服裝供應鏈管理服務供應商，為歐洲主要為德國的客戶提

供一站式解決方案。集團已發展垂直整合業務服務模式，服務範圍包括市場趨勢分析、產品設計及開

發、物色供應商、生產管理、物流服務及質量控制。 

 

於業績記錄期間，客戶向集團訂購的服裝產品包括多款呈現代經典設計的中高檔針織產品、T 恤及梭織

產品。該等服裝產品針對服裝市場的中高檔客戶。為專注在提供服裝供應鏈管理服務上的時間及資源，

集團將客戶訂購的所有服裝產品的生產外包予中國、馬達加斯加及柬埔寨的供應商。 

 

於 2016 年，集團將業務策略改為專注大客戶及發展與具有可觀增長潛力的國際知名品牌新客戶發展業務

關係。 

 

發售價: $0.2 - $0.24 

集資額: 6,000 萬港元 

獨家賬簿管理人及獨家牽頭經辦人: 新城晉峰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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