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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市及資金流向： 

 

📣  滬水繼續離棄港股，滬港通抽走約

19.2 億，近一個月流出最多，而深港通

不離不棄港股，進帳近 5.4 億，南下資

金合計仍然流失 13.7 億元。恒指仍然

強勢，先高開 376 點，然後慢慢地升，

收市報 31,541 點升 419 點或 1.4%，連

升六日。 

 

按十大成交活躍股排行榜，滬港通有八

隻股份走錢，而深港通有一半被追捧。

按北水流向，只有三隻股獲得北水追

捧，榜首仍然有吉利汽車（175），受

滬深兩地支持，滬水有 1 億流入，深水

吸納 1.8 億元，合共有 2.9 億元追捧。

保險股友邦保險（1299）時不時有南下

資金買入，深水購買 9,302 萬元。最後

有內險股中國太平（966）由滬水買入

8,216 萬元。 

 

走錢股份達 12 隻，走得最多錢為騰訊

控股（700），滬水抽走 3.6 億元，反

而深水有 1,176 萬元流入，合共騰訊控

股輸 3.4 億元。多隻內銀股被南下資金

回購，常見建設銀行（939）流出 3.4

億，招商銀行（3968）失 2.9 億，農業

銀行（1288）流走 2 億和工商銀行

（1398）輸 1.5 億元。 

內房股碧桂園（ 2007 ）和融創中國

（1918）各自失去 2.2 億元和 738 萬

元。其他走錢股有舜宇光學（2382）流

走 1.6 億，瑞聲科技（2018）回購 1.5

億元，復星醫藥（2196）失 7,578 萬，

中國軟件（354）走 1,702 萬和金斯瑞

（1548）輸 1,298 萬元。 

 

今日焦點： 

 

📣  美國商務部長羅斯周一表示，美國

商務部正在探討“替代方法”，對中興

通訊進行制裁。羅斯表示：“我們的立

場是，這是一個執法行動，與貿易無

關。”此前，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將

與中國合作幫助中興恢覆業務。羅斯表

態後，美股回吐漲幅。 

 

📣  應美國政府邀請，劉鶴 15-19 日應

邀赴美，磋商中美經貿問題。屆時，劉

副總理將同美國財政部長姆努欽率領的

美方經濟團隊繼續就兩國經貿問題進行

磋商。在 15 日~17 日，美方將就對價

值 500 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征 25%關稅一

事舉行聽證會，18 日美國財政部將提

交有關針對中國並購美方敏感技術的投

資限制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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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億 

深港通 流入 Rmb¥ 23.64 億 

最新         變動      變動率 

 

15/05/2018 

恆生指數 31541 +419 +1.35% 

國企指數 12544 +199 +1.61% 

滬深 300 3909 +37 +0.94% 

上證指數 3174 +11 +0.34% 

深證成指 10696 +62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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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出 HK$ 19.2 億 

深港通 流入 HK$ 5.4 億 

 

現正招股 IPO 

 
1598 21 世紀教育 

1978 敘福樓集團 

即將上市 IPO 

 
8105 皇岦 

8521 智紡國際控股 

8536 TL Natural Gas Ho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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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O 資訊： 

 

📣 (1598) 中國 21 世紀教育集團是中國河北省一家民辦教育服務供應商，提供服務包括就讀於幼兒園的

學前教育學生、輔導中心接受輔導的小學、初中及高中學生，以及就讀於學院大專及繼續教育學生。 

 

於 2018 年 5 月，集團在河北省石家莊市共開辦 15 所學校，包括 1 所民辦高校石家莊理工職業學院、6

所新天際培訓學校由 11 家新天際輔導中心組成，及 8 所新天際幼兒園。 

 

根據報告，於 2017-2018 學年，就學生入讀總人數而言，石家莊理工職業學院在石家莊、河北省及更大

範圍的一體化地區*民辦普通專科中均排名第二，市場份額分別為 8.4%、7.4%及 6.2%。 

 

發售價: $0.79 - $1.13 

集資額: 4.068 億港元 

聯席賬簿管理人及聯席牽頭經辦人: 中信建投（國際）融資、聯合證券、萬基證券、農銀國際融資、首控

證券 

 
 
 

 

📣 (1978) 敘福樓集團於香港有 34 間餐廳專注供應中國菜及亞洲菜，特別是日本料理。集團合共經營 6

間中國菜餐廳及 28 間亞洲菜餐廳。 

 

集團經營一個包含 10 個品牌的多樣化且有吸引力的組合，以其品牌組合廣泛覆蓋市場，能夠接觸中高端

市場至大眾市場的不同飲食偏好的客戶群。中國菜有「御苑皇宴」、「御苑」及「敘福樓金閣」餐廳通

常店面較大，專注粵菜及中式宴會服務，而「煲仔王」及「和平飯店」餐廳分別專注供應煲仔飯及滬京

川菜。 

 

亞洲菜有「牛涮鍋」及「牛角」品牌為日本料理日本涮涮鍋日本燒的先鋒者。「溫野菜」、「柳氏家」

及「熱血一流」進一步鞏固亞洲菜系列。 

 

發售價: $1 - $1.3 

集資額: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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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富融資、興業金融證

券、宏匯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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