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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市及資金流向： 

 

📣  來到六月第一日，北水對港股的態

度並沒有扭轉，已是連續第八個交易日

走錢，單日淨流出 10.78 億元。深滬齊

齊流走，滬水流走 8.57 億元，而深水

則走 2.2 億元。綜合滬深兩地上星期五

的 10 大成交股榜，滬水深水分別有 4

隻和 3 隻股份流入。兩水合計僅得 6 隻

入錢，但有 12 隻走錢。 

 

總計這 18 隻股票的資金流情況，流入

最多北水的是國壽（2628），流入 2.43

億；排第二的是華能（902）流入 1.12

億元，兩隻股均由滬水提供購買力。藥

股重奪北水眼球。藥明生物（2269）受

深水愛戴，流入 4600 萬元，排第三；

白雲山（874）獲滬水流入 4500 萬元。

另外，南方航空（1055）流入 3600 萬

元；楓葉教育（1317）入 790 萬元，兩

隻股的水份均來自深圳。 

 

12 隻走錢的個股之中，中資金融股災

情加劇，包辦首兩位北水流出最多的股

份，工行（1398）遭滬水狂沽，流走

4.26 億元；建行（939）流出 2.64 億

元，亦是由滬水沽出；招行（3968）走

7000 萬。早前盤據淨流出第一位的騰

訊（700）出血情況明顯改善，終於不 

是億元計的放血量，僅流走 6300 萬

元，當中滬水入 7000 萬元，深水走

1.33 億元。 

 

其他流走的股份較分散，無集中於某板

塊。石藥（1093）出 1.75 億元，當中

滬水走 4900 萬元，深水走 1.26 億元。

瑞聲科技（2018）亦出血 1.51 億元；

久違了的新城發展（1030）重現十大排

行榜，走資 6800 萬元；金蝶（268）走

6200 萬元；蒙牛（2319）走 5600 萬

元；中軟國際（354）走 5100 萬；金斯

瑞（1548）走 4500 萬元；中石化

（386）走 2000 萬元。 

 

今日焦點： 

 

📣  美商務部長羅斯提前到京開啟談

判，談判一天半後，中方就中美經貿磋

商聲明：農業、能源等領域有積極具體

進展；如美推出加征關稅等貿易制裁，

談判成果將不會生效。聲明指出，中美

之間達成的成果，都應基於雙方相向而

行、不打貿易戰這一前提。如果美方出

台包括加征關稅在內的貿易制裁措施，

雙方談判達成的所有經貿成果將不會生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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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港通 流入 Rmb¥ 15.42 億 

深港通 流入 Rmb¥ 7.42 億 

最新         變動      變動率 

 

04/06/2018 

恆生指數 30492 +24 +0.08% 

國企指數 12020 +41 +0.35% 

滬深 300 3770 -32 -0.84% 

上證指數 3075 -21 -0.66% 

深證成指 10169 -126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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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7 億 

深港通 流出 HK$ 2.2 億 

 

現正招股 IPO 

 
1806 匯付天下 

8357 REPUBLIC HC 

即將上市 IPO 

 
8403 天平道合控股 

1757 俊裕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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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O 資訊： 

 

📣 (1806) 匯付天下是一家中國的獨立第三方支付服務提供商，致力於提供支付和金融科技服務。根據資

料，就 2017 年所處理的支付交易量而言，集團在中國為小微商戶提供服務的獨立第三方支付服務提供商

（指並非由金融機構或大型電商平台等企業集團擁有或控制的第三方支付服務提供商）中排名第一，佔

5.5%的市場份額。主要業務領域為： 

 

1. 支付服務：為實體店、線上或移動設備上進行支付。支付服務分為五種類型，包括 POS、互聯網支

付、移動 POS、移動支付及誇境支付服務。 

 

2. 金融科技服務：向互聯網金融提供商及商業銀行提供金融科技服務，包括金融科技 Saas（如帳戶管理

服務）及數據驅動的增值服務。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集團客戶基礎遍及中國超過 580 萬家小微商戶、1500 家互聯網金融提供商及

各垂直行業的 4000 家公司。 

 

發售價: $6.5 - $8.5 

集資額: 19.14 億港元 

聯席賬簿管理人及聯席牽頭經辦人: J.P. Morgan Securities (Asia Pacific)、J.P. Morgan Securities、中信

里昂證券、建銀國際金融、海通國際證券、瑞士信貨(香港)、招銀國際融資 

 

 

 

📣 (8357) Republic Healthcare 是一家新加坡基本健康護理服務提供者，自 2010 年起以「Dr. Tan & 

Partners」的名義經營全科醫療診治中心網絡，為常見病症提供治療解決方案，專營性健康及傳染病。

為擴充服務，集團於 2017 年 5 月以「S Aesthetics」的名義開展醫學美容診治中心業務，專治常見皮膚

狀況，並提供基本醫學美容服務。集團向病人提供的該等服務包括：診症服務；醫學檢查服務；及治療

服務，亦向公司客戶提供醫療及健康護理相關顧問服務。集團有七名駐診醫生（包括高級管理層）向病

人提供該等服務。 

 

集團診治中心位於新加坡。截至 2018 年 5 月 25 日為止，集團經營六所「Dr. Tan & Partners」名義的

DTAP 診治中心，提供基本健康護理服務；及一所「S Aesthetics」名義的 SA 診治中心，提供基本醫學

美容服務。 

 

發售價: $0.5 - $0.6 

集資額: 7,800 萬港元 

聯席賬簿管理人及聯席牽頭經辦人: 興證國際融資、訊匯證券、天泰金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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