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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市及資金流向： 

 

📣  周二假期前的交易日，北水也顯得

活躍，全日合計，淨流入 6.7 億元資

金，較上一個交易日增加了 1.9 億。當

中滬水淨流入 8200 萬元；深水淨流入

5.9 億元。 

 

滬深兩地周一的 10 大成交活躍股中，

滬水有 3 隻股流入，深水則有 6 隻流

入，兩水合計共有 8 隻股份入錢。 

 

十大排名榜出現換位，熱炒數天的石油

股已不見影踪，取而代之的是重返榜上

的吉利（175），淨流入 2.2 億，由滬

水全數包辦，位居榜首。部分中資金融

股得寵，招商銀行（3968）錄得淨流入

1.9 億；中國太平（966）流入 8000

萬，兩股的水源同是上海。 

 

其餘 5 隻有錢流入的股份，分別為金蝶

（268）8000 萬；民眾金融（279）

4600 萬；神華（1088）3600 萬；楓葉

教育（1317）900 萬；金斯瑞（1548）

65 萬，以上 5 隻股份的買方全是深

水。 

 

走錢的個股合共 7 隻，淨流走最多的是

中國平安（2018），共走 2.5 億，當中 

 

滬水抽走4100 萬元，深水抽走2.1 億。

騰訊（700）雖然終於擺脫走錢最多之

名，但仍流出 1.6 億，當中滬水沽 3.5

億股票，深水則相反掃 1.9 億。 

 

大批內銀股大出血，建行（939）被滬

水抽資 1.5 億；中信銀行（998）遭兩

水夾擊，滬水走 4500 萬；深水出 8000

萬，合計賣出 1.3 億股票；農行

（1288）及工行（1398）分別流出 1.1

億及 4500 萬元。 

 

上周五公佈首季業績的中國生物製藥

（1177），雖然純利多賺 33%，但卻遭

北水離棄，周一單日走資 2500 萬元。 

 

今日焦點： 

 

📣  中國大砍汽車進口關稅，部分整車

降至 15%，零部件降至 6%；豐田、保

時捷、特斯拉均表態降價；歐美汽車股

普漲，特斯拉高開低走收跌超 3%。 

 

📣  美國總統特朗普周二表示，他與北

韓領導人金正恩的峰會日期很可能推

遲，不會在原定 6 月 12 日舉行。外界

原本普遍預期，特朗普與金正恩屆時將

在新加坡歷史性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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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港通 關閉 

深港通 關閉 

最新         變動      變動率 

 

23/05/2018 

恆生指數 31234 +186 +0.6% 

國企指數 12349 -5 -0.04% 

滬深 300 3906 -15 -0.38% 

上證指數 3214 +1 +0.02% 

深證成指 1076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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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00 萬 

深港通 流入 HK$ 5.9 億 

 

現正招股 IPO 

 
1757 俊裕地基 

1451 萬成集團股份

8545 佰悅集團 

6119 天源集團 

 

即將上市 IPO 

 
8490 駿碼科技 

1598 21 世紀教育 

1978 敘福樓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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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O 資訊： 

 

📣 (8545) 佰悅集團控股是香港玩具公司，從事設計、營銷、分銷及零售玩具及有關產品。集團的產品組

合包括以第三方擁有的熱門 ACG 角色為藍本的多種貴價及大眾化手辦；及其他相關產品，例如筆及髮圈

等。 

 

集團的收益來自出售根據客戶的規格和要求而生產的 ODM 玩具；向海外特許持有人採購的進口玩具；及

根據向美國娛樂及玩具品牌的多個特許授予人取得的特許權開發的自家特許玩具。集團的 ACG 手辦主打

成年消費者，其關節可隨意移動並附上配件，通常可擺放成不同姿勢及姿態。 

 

集團的主要客戶包括在日本及美國委聘按其規格及規定向彼等提供 ODM 玩具的玩具特許持有人或玩具中

間公司；及於主要地域，如香港、日本、美國、中國及台灣分銷其進口玩具及自家特許玩具的多名分銷

商。其他客戶主要包括零售客戶，彼等透過集團旗艦店、網店及寄賣渠道或在玩具展及展銷會購買其進

口玩具及自家特許玩具。 

 

發售價: $0.25 - $0.35 

集資額: 8,750 萬港元 

聯席賬簿管理人及聯席牽頭經辦人: 高鉦証券、阿仕特朗資本管理、泰金證券及期貨、威靈頓金融 

 
 
 

📣 (6119) 天源集團控股經營兩個碼頭，即天源碼頭及正源碼頭，該兩個碼頭已獲准作公共碼頭及散貨專

用。兩個碼頭均位於中國廣東省西南部茂名港的水東港區。主要服務包括：(1) 貨物裝卸服務：主要處理

煤炭、石英砂、油產品、糧食、瀝青及高嶺土等散貨以及小部分散雜貨及件散貨；及 (2) 相關配套增值港

口服務：主要包括油罐及糧倉的儲存服務以及鏟車租賃。 

 

集團的業務包括貨物裝卸服務及相關配套增值港口服務。目前在茂名市茂名港水東港區經營兩個碼頭，

分別於 2010 年 4 月及 2011 年 3 月興建，於 2017 年 12 月的年總設計容量為 317 萬噸吞吐量。根據報

告，集團在茂名港擁有最大的港區及吃水最深的泊位，亦為茂名港最大的散貨如煤炭及燃油處理商。 

 

集團大部分客戶位於茂名市，而腹地主要包括廣東及廣西。我們的服務及貨物組合與茂名市及我們腹地

的主要行業，包括煉油、石化、化學原料及化工產品、採礦、能源資源及農產品加工同步發展。 

 

發售價: $0.84 - $1 

集資額: 1.5 億港元 

聯席賬簿管理人及聯席牽頭經辦人: RaffAello Securities (HK)、興證國際融資、平安證券、中泰國際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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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O 資訊： 

 

📣 (1451) 萬成集團股份總部位於香港，而我們的生產基地則位於中國廣東省韶關市。主要從事生產及銷

售塑膠樽及嬰兒餵哺配件。集團的兩個業務分部為： 

 

1. OEM 業務：主要就海外市場，以出口值計算尤其是美國，按 OEM 模式生產及銷售嬰兒及幼兒塑膠樽

及杯以及運動塑膠水樽；及 

 

2. 優優馬騮業務：主要就中國市場以自身的「優優馬騮」品牌生產及銷售嬰兒及幼兒產品，尤其是塑膠

樽及杯。 

 

根據報告，集團於 2017 年有關香港及中國向美國輸出的膠樽及嬰兒餵哺配件總出口值的市場份額約為

3.3%；按香港及中國至美國的出口值計算，集團於 2017 年在膠樽及嬰兒餵哺配件的 OEM 製造商中排名

第一位。 

 

發售價: $1.2 - $1.36 

集資額: 6,800 萬港元 

賬簿管理人及牽頭經辦人: 第一上海證券 

 

 

 

📣 (1757) 俊裕地基集團為於香港從事提供地基工程相關服務的分包商，包括 ELS 工程、樁帽建築拆卸

工程、地下排水工程、土方工程及結構鋼筋工程等其他服務。除此外，亦從事向第三方建築公司出租機

械。 

 

於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及截至 2017 年 11 月止八個月期間，集團合共完成 13 個、11 個、

12 個及兩個項目。該等已竣工項目確認總收益約 8.9 億元。 

 

於 2018 年 5 月 14 日，集團手頭上有 32 份合約，待收總合約價值約 4.59 億元。根據管理層的估計，預

計約 3.87 億元及 7230 萬元分別於 2019 年及 2020 年 3 月止年度確認。 

 
 

發售價: $0.3 - $0.34 

集資額: 1.02 億港元 

獨家賬簿管理人及獨家牽頭經辦人: 聯合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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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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