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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條速報： 

 

📣  美東時間 4 月 30 日晚，美國白宮

稱，特朗普總統決定推遲對歐盟、加拿

大、墨西哥關稅問題作出決定至 6 月 1

日；與阿根廷、澳大利亞以及巴西達成

原則性協議。歐盟委員會周二發布新聞

稿稱，美國的決定延長了市場的不確定

性，這已經影響到商業決策。他們認

為，歐盟應該獲得永久豁免，因為美國

無法以國家安全為由來合理化其行為。 

 

📣  美國商務部長羅斯表示，若非對貿

易談判抱有希望，不會到訪中國。美方

代表團對談判內容很明確，若結果不理

想，將如期執行 301 和 232 關稅。此

外，5G 是美國政府的優先任務，白宮

不會總對歐盟的鋼鋁關稅豁免延期。 

 

📣  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談到中國貿

易政策時稱，要讓中國改變已有的貿易

方式，是美國“很大、很大的挑戰”，

中美兩國體制截然不同，對中國人來說

運行非常好的體制對美國並不適用；美

方的一個目標是推動中國市場向美國開

放。萊特希澤表示，他希望給中國經濟

帶來更多的國外競爭。他會尋找方法限 

 

 

制美國受到的負面影響，讓中國對美國

企業進一步開放。 

 

今日焦點： 

 

📣  據悉平安好醫生(1833)已定下初步

分派比例。有市場消息指，共有近 4.2

萬人申購一手 100 股，當中 2.5 萬人獲

發股份，一手中籤率 60%。平安好醫生

的公開發售部分超購逾百倍，按回撥機

構處理，公開發售的股票可達 40 萬

手，理論上可「人人有份」。不過，市

場消息指出，公司和承銷團選擇讓認購

金額較大的投資者獲更多股份，因此不

安排「人人有份」，令投資者須認購 50

手或約 28 萬元始能穩奪一手，相當於

斥資 27.6 萬元。另外，平安好醫生共有

299 張「頂頭錘飛」（每張約 2.8 億

元，最多認購 520 萬股），而中籤率亦

僅 0.3%。好醫生於本周四暗盤登場，周

五正式掛牌；集資 87.7 億元。 

 

免 責 聲 明 

本報告由耀盛證券有限公司(“耀盛證券”)提供，所載之內容或意見乃根據本公司認為可靠之資料來源來編製，惟本公司並不就此等內容之準確性、完整性及正確性作出明示或默示之保證。本報告內之

所有意見均可在不作另行通知之下作出更改。本報告的作用純粹為提供資訊，並不應視為對本報告內提及的任何產品買賣或交易之專業推介、建議、邀請或要約。耀盛證券及其附屬公司、僱員及其家

屬及有關人士可於任何時間持有、買賣或以市場認可之方式，包括以代理人或當事人對本報告內提及的任何產品進行投資或買賣。投資附帶風險，投資者需注意投資項目之價值可升亦可跌，而過往之

表現亦不一定反映未來之表現。投資者進行投資前請尋求獨立之投資意見。耀盛證券在法律上均不負責任何人因使用本報告內資料而蒙受的任何直接或間接損失。耀盛證券擁有此報告內容之版權，在

未獲耀盛證券許可前，不得翻印、分發或發行本報告以作任何用途。撰寫研究報告內的分析員均為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註冊的持牌人士，此等人士保證，文中觀點均為其對有關報告提及的證券及發行

者的真正看法。截至本報告發表當日，此等人士均未於本報告中提及的公司或與此等公司相同集團的成員公司之證券存有權益。 

滬港通 休息 

深港通 休息 

最新         變動      變動率 

 

02/05/2018 

恆生指數 30808 +528 +1.74% 

國企指數 12331 +265 +2.19% 

滬深 300 3756 --- --- 

上證指數 3082 --- --- 

深證成指 1035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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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9 捷榮國際控股 

8391 精雅印刷集團 

8105 皇岦 

8521 智紡國際控股

即將上市 IPO 

8527 聚利寶控股 

8107 威誠國際控股 

1833 平安好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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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O 資訊： 

 

📣 (2119) 捷榮國際控股是香港、澳門及中國領先的綜合 B2B 咖啡及紅茶餐飲策劃服務供應商，建立具

規模的食品業務，業務始創於 1932，為客戶提供一站式咖啡及紅茶餐飲策劃服務，涵蓋整個咖啡及紅茶

採購、加工及分銷價值鏈。 

 

集團已在中國建立穩定的餐飲策劃服務業務。集團已擴大業務範圍，於 2013 年在香港及中國開始急凍肉

類業務，並於 2015 年在香港及於 2016 年在中國開始急凍預製食品業務。 

 

集團的客戶群穩定、多元化，包括中國及香港的麥當勞專營店、吉野家、7-11 、大家樂、大快活、翠

華、太興及意粉屋。集團多元化的客戶群為我們提供多渠道配送網絡，於 2016 年覆蓋香港約 60%的食

店，當中分別包括最多約 77.6%、70.3%及 78.7%的快餐店、茶餐廳及咖啡店市場覆蓋。 

 

集團於香港及中國東莞的自家生產設施加工烘焙及炒磨咖啡產品；拼配茶產品；及即溶系列咖啡、茶及

鴛鴦產品。奶類及急凍預製食品乃由泰國、立陶宛及中國的承包製造商根據代工生產安排生產。 

 

發售價: $1.5- $2.19 

集資額: 5.23 億港元 

聯席賬簿管理人及聯席牽頭經辦人: 中銀國際亞洲、星展亞洲融資、匯富金融服務、新城晉峰證券、建泉

融資 

 
 
 
 

📣 (8391) 精雅商業財經印刷集團為一間歷史悠久之印刷服務供應商，主要於香港提供商業印刷及財經印

刷服務。集團於香港商業印刷服務供應商不包括出版印刷例如教科書名列第二。 

 

集團之商業印刷服務客戶包括銀行、保險公司、企業客戶及其廣告代理及基金公司。於 1995 年，集團擴

展業務，向香港上市公司及上市申請人提供財經印刷服務。 

 

集團於香港擁有自設生產基地，以向客戶提供由設計、排版、翻譯、印刷、釘裝、郵件處理以至直接郵

寄之一站式解決方案。集團印刷業務由位於香港筲箕灣亞公岩村道 8 號之內部印刷廠房，截至 2017 年 3

月止年度之柯式印刷年產能約為 7700 萬張次。 

 

發售價: $0.6 

集資額: 6,600 萬港元 

獨家賬簿管理人及獨家牽頭經辦人: 建泉融資、駿昇証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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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5) 皇岦國際教育企業集團是馬來西亞雪蘭莪州梳邦再也的民辦教育服務供應商，主要透過

Kingsley International School 提供託兒所至 A-level 課程，主要以劍橋大學國際考試委員會開設的課程及

英國國家課程為基礎；及透過 Kingsley 高等教育機構，包括 KingsleySkills College、Kingsley 

Professional Centre 及 Kingsley College 提供高等教育課程。 

 

KIS 校園自 2015 年 9 月開始營運。KIS 附屬大樓預計將於 2019 年第一季度投入使用。KIS 附屬大樓完工

後將主要包括可容納約 883 名學生的宿舍、奧林匹克標準泳池及其他設施，相信該等設施能吸引國際及

本地學生。 

 

發售價: $0.4 - $0.5 

集資額: 1 億港元 

聯席賬簿管理人及聯席牽頭經辦人: 中國光大證券（香港）、國金證券（香港） 

 

 

 

 

📣 (8521) 智紡國際控股是一家中國功能性針織面料供應商，的產品主要直接銷往內衣及服裝品牌擁有

人；採購代理；及服裝製造商。 

 

集團藉著其產品創新能力設計功能性針織面料，採購主要由人造纖維及紗線組成的原材料，並委聘第三

方工廠進行紡紗、針織及染色的生產工序，以向客戶直接銷售功能性針織面料。其提供的功能性針織面

料分為兩大類，即保暖面料；及散熱面料。 

 

集團已與主要內衣及服裝品牌擁有人，如北京愛慕、博尼、安莉芳及北京小護士；及採購代理如伊藤

忠，其向內衣及服裝品牌擁有人及成衣製造商客戶進行銷售建立關係。 

 

集團的營運依賴第三方工廠及原材料供應商，將生產工序外包予逾 40 家第三方工廠，亦向位於日本的東

洋紡直接採購人造纖維，即功能性針織面料生產的主要原材料之一。 

 

發售價: $0.5 - $0.6 

集資額: 7,200 萬港元 

聯席賬簿管理人及聯席牽頭經辦人: 太平基業證券、駿昇証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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