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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市及資金流向： 

 

📣  北水昨日又重回走錢 mode。星期

一淨流入 6.7 億元後，昨日又變回淨流

出 13.91 億元。滬水與深水齊齊出貨，

前者走 10.07 億元；後者沽 3.84 億元。

綜合滬深兩地昨日的 10 大成交股榜，

滬水有 4 隻股流入；深水則有 5 隻流

入，兩水合計總共 7 隻入錢；8 隻走

錢。 

 

總計這 15 隻股票的資金流情況，北水

最愛又換人，周一的榜首吉利（175）

失了蹤。受惠中央限制煤價，華能國電

（902）首次晉身成為北水最寵愛的個

股。滬水入貨 8981 萬元；深水掃得更

勁，買了 1.38 億元，合計 2.24 億元，

買貨力度唔講得笑。 

 

排名第二的是中石化（386），單靠滬

水一方力量，已淨購入 1.3 億元。其餘

5 隻有錢流入的股份，包括金蝶

（268）4720 萬；阿里健康（241）

3620 萬；神華（1088）2852 萬；國航

（753）1378 萬；金斯瑞（1548）309

萬，當中阿里健康及神華已是連續兩天

受到北水眷顧。 

 

8 隻走錢的個股之中，淨流走最多的亦 

出現換位。騰訊（700）取代中國平安

（2018）再度成為單日走錢一哥，滬水

沽出 1.44 億元；深水賣咗 1.97 億元，

合共走資 3.41 億元。第二位的仍不是平

安，稀客碧桂園（2007）單日淨流走

3.02 億元，滬水沽貨 1.5 億元；深水亦

不甘後人，走咗 1.52 億元。 

 

中資金融股仍然係北水重災區，建行

（939）抽資 2.77 億；平安沽走 1.56 億

元；工行（1398）流出 4565 萬元，三

股受壓全是滬水的傑作。 

 

最後，兗州煤業（1171）遭滬深兩水夾

擊，前者賣走 1.5 億元；後者跟沽 1825

萬元，合共走錢 1.69 億元。 

 

今日焦點： 

 

📣  美聯儲 5 月會議紀要顯示，聯儲官

員多數預計可能適合很快再加息；認為

美國貿易政策給經濟和通脹前景帶來不

確定性；多位官員警惕收益率曲線倒掛

風險。紀要公布後，美股震蕩，標普一

度轉漲。10 年期美債收益率下挫，逼

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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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港通 流入 Rmb¥ 8.6 億 

深港通 流入 Rmb¥ 15.04 億 

最新         變動      變動率 

 

24/05/2018 

恆生指數 30665 -526 -1.69% 

國企指數 12090 -243 -1.97% 

滬深 300 3854 -52 -1.32% 

上證指數 3168 -46 -1.41% 

深證成指 10631 -134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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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7 億 

深港通 流出 HK$ 3.84 億 

 

現正招股 IPO 

 
1757 俊裕地基 

1451 萬成集團股份 

即將上市 IPO 

 
8545 佰悅集團 

6119 天源集團 

8490 駿碼科技 

1598 21 世紀教育 

1978 敘福樓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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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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