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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條速報： 

 

📣  此前，美國財政部稱，若俄鋁(486)

公司主要股東、俄羅斯寡頭 Oleg 

deripaska 放棄控股權，美國可能放松

對俄鋁(486)的制裁。據彭博最新消息，

德裏帕斯卡計劃保留俄鋁 (486)的控制

權。消息過後，倫鋁短線快速走高至

2246.75 美元。 

 

📣  李克強會見美國運輸部長趙小蘭時

表示，中美經貿合作本質上是互利共贏

的，貿易沖突沒有贏家。坐下來對話談

判，才能找到解決辦法。中方重視美方

表示希望通過對話溝通化解貿易摩擦，

中方談判的大門是敞開的。 

 

📣  美國總統特朗普的首席經濟顧問、

白宮全國經濟委員會主任庫德洛，周四

在接受財經媒體 CNBC 采訪時確認，自

己會隨同美國財長姆努欽率領的高級別

代表團到訪中國。他表示，所有與中國

貿易爭端有關的話題都會被討論，他個

人對下周與中國貿易談判“期待很

高”，並點名蘋果 CEO 庫克為貿易對

話給出很多建議：我非常享受周三的會

面，庫克是最有幫助的一個人。我花費

了很長時間跟他在一起討論，然後一起 

 

拜訪了總統。庫克顯然具有非常多的中

國經驗，在某些建議方面非常有幫助。 

 

今日焦點： 

 

📣  據報道，小米傳可能在下周向港交

所提交上市申請，創辦人雷軍昨在新手

機發布會上承諾，自今年起小米硬件綜

合凈利潤率永遠不會超過 5%，如有超

出的部分，將全部返還給用戶。小米被

認為是 2018 年全球最大規模的上市計

劃。至於該公司的估值，從 680 億美

元，800 億美元到 2000 億美元，各種

說法紛紛揚揚。市場預期小米先在港股

上市，再到 A 股發行 CDR，這將令小米

成為港股首批同股不同權的上市公司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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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港通 流入 Rmb¥ 1.62 億 

深港通 流出 Rmb¥ 31.98 億 

最新         變動      變動率 

 

27/04/2018 

恆生指數 30007 -320 -1.06% 

國企指數 11949 -144 -1.20% 

滬深 300 3755 -73 -1.91% 

上證指數 3075 -43 -1.38% 

深證成指 10292 -255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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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閉 

深港通 關閉 

 

現正招股 IPO 

 
1742 HPC HOLDINGS 

1750 全達電器集團控股 

1752 澳洲成峰高教

即將上市 IPO 

8527 聚利寶控股 

8107 威誠國際控股 

1833 平安好醫生 

1671 天保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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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O 資訊： 

 

📣 (1742) HPC Holidngs 成立於 2004 年，在新加坡建築業提供一般建造及土木工程。根據報告，按

2017 年所得收益計)，集團在新加坡一般建造工程方面為排名第 15 的服務供應商，及按 2017 年所得收

益計，在新加坡倉庫建設工程服務中排名第一。倉庫建築工程屬於工業建築工程類別，屬一般建造工程

的主要細分類別之一。 

 

作為總承包商及分包商向新加坡公營及私營部門提供建築工程，集團一直在新加坡參與工業、物流及倉

庫、基礎設施、住宅及商業建築項目。集團的總承包商工程主要涉及商業及工業樓宇的設計及建造項

目，如物流及倉庫設施、工廠、辦公室、車間及停車場以及養老院。集團亦提供分包商工程，如改造組

屋及建設地鐵站、學校、工廠及公路。 

 

發售價: $0.4 - $0.48 

集資額: 1.92 億港元 

聯席賬簿管理人及聯席牽頭經辦人: 雅利多證券、太平基業證券 

 
 
 

📣 (1750) 全達電器集團（控股）為低壓配電及電力控制裝置製造商及供應商。產品涵蓋低壓配電櫃、電

動機控制中心、電動機就地控制屏、若干配電箱及控制箱，包括微型斷路器配電箱、塑殼斷路器配電

箱、電源自動切換配電箱、電源手動切換配電箱及接觸器箱，以及包括匯流排連接位置、熔斷器、熔斷

絲開關、蓋板及絕緣板等若干電氣零件及更換件。 

 

集團產品用於配電、電力控制、電路連接、電路開關及保護以及掣板控制及顯示，其應用涵蓋商業樓

宇、購物中心、賭場、酒店、銀行、污水處理廠、學校、醫院、鐵路站、數據中心及政府總部等場所。 

 

集團總部設於香港，旗下兩間營運實體廣州全達及東莞全達，於中國廣東省各自經營一間廠房，分別位

於廣州市番禺區及東莞市。 

 

發售價: $0.3 - $0.38 

集資額: 1.7 億港元 

獨家賬簿管理人及獨家牽頭經辦人: 富匯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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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2) 澳洲成峰高教集團為澳洲一間私立高等教育機構，開設獲認可的商科及法律本科生及研究生學

歷課程。集團於 2001 年進入澳洲的國際教育行業，以 UNE 國際學院的名義，為學生提供過渡和非學歷

課程。2009 年，成為經認證的高等教育機構，更名為 Top Education Institute，首次開設商科本科學歷課

程。 

 

自此，形成兩大學術部門—TOP 商學院與 TOP 法學院，於 2017 學年下學期，學院招收 939 名學生，同

等全日制學生負擔（EFTSL）為 836 名總共開設 23 門經認證的本科與研究生學歷課程。 

 

集團的學生幾乎均為中國留學生，來自中國的學生佔我們學生總人數的 86%以上。 

 

學院位於澳洲悉尼。集團重點開設本科與研究生學歷商學課程，包括經過澳洲主要專業會計機構認證的

會計課程。2015 年，設立了澳洲首個且是唯一一間私立非大學法學院，並經過法律專業資格准入委員會

認證。 

 

發售價: $0.27 - $0.37 

集資額: 2.3 億港元 

聯席賬簿管理人及聯席牽頭經辦人: 中國銀河國際證券（香港）、建銀國際金融、安信國際證券（香

港）、尚乘環球市場、首控證券、長雄證券、中國光大證券（香港）、力高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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