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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市及資金流向： 

 

📣  昨日滬深一齊買港股，滬港通流入

1.3 億，而深港通有近 9 億，滬深港通

合計回購約 10.3 億元。雖然有南下資

金流入港股，但都敵不過五窮的魔咒，

導致港股再向下走。昨日恒指低開 318

點，早段曾經急挫 605 點，午市跌幅收

窄。恒指最終收市報 30,313 點跌 410

點或 1.4%，再次失守四條主要天線。 

 

按十大成交活躍股排行榜，滬港通有一

半入錢，而深港通就有七隻被追捧。按

北水流向，似乎內地估計騰訊控股

（700）已跌到差不多水平。昨日獲得

兩地歡心，滬水進帳 4 億，深水流入近

1.1 億，合共約 5.1 億錢買入。少出現

的華能電力（902）受到滬水資金追

捧，有 1.3 億元流入。比亞迪股份

（1211）由深港通流入近 1.1 億元。弱

勢車股吉利汽車（175）繼續受到北水

買入，可以吸納大約 6,190 萬元。 

 

走資股份雖比較少，但內地仍然看淡中

國平安（2318），再次被兩地回水，滬

水回購近 2.1 億元，深水亦走 8,462 萬

元，合計輸 2.9 億元。連唯一內地追捧

的內房股碧桂園（2007）都出現資金流 

 

走，兩水合共失 1.7 億元。另外一隻內

房股萬科企業（2202）輕微輸 211 萬

元。其他股份被南下抽走有銀河娛樂

（27）及瑞聲科技（2018），各自抽走

1.3 億及 1.2 億元。 

 

今日焦點： 

 

📣  三星電子副會長李在镕 5 月 2 日

到深圳拜訪了比亞迪，這是三星將加快

在中國市場汽車電子業務的一個信號。

值得關註的是，這次隨行的三星電子高

管，包括三星電子 CEO 兼半導體業務

負責人金奇南、存儲業務負責人金喬

永、系統 LSI 業務負責人康仁燁，以及

三星顯示 CEO 李東勳。比亞迪是國內主

要的電動汽車生產商之一。外界猜測，

三星希望抓住中國電動汽車快速發展的

機遇，擴大芯片、顯示面板、動力電池

等上遊部件在中國汽車行業的銷售。 

 

📣  金管局總裁陳德霖周四警告，美國

正處於加息周期，在聯系匯率下，香港

利率也會隨美息逐步上升。他承認，美

元與港元之間的利差吸引了套利交易活

動，從而導致港元匯率疲軟。提醒公眾

“謹慎管理風險，為利率和資產的潛在

波動做好準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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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入 Rmb¥ 5.45 億 

深港通 流入 Rmb¥ 9.13 千萬 

最新         變動      變動率 

 

04/05/2018 

恆生指數 30313 -410 -1.34% 

國企指數 12018 -174 -1.43% 

滬深 300 3793 +30 +0.78% 

上證指數 3100 +19 +0.64% 

深證成指 10458 +115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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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億 

深港通 流入 HK$ 9 億 

 

即將上市 IPO 

8527 聚利寶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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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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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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