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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市及資金流向： 

 

📣  北水入錢一日後，昨日重歸流出軌

道， 總計走 5.07 億元，當中滬水走

9.04 億元，深水入 4 億元。綜合滬深

兩水的十大成交個股總共 17 隻，11 隻

入錢；6 隻走錢。 

 

1. 石藥（1093）再戰北水流入榜首，流

入 1.93 億元。 

 

2. 前日的淨流入榜首華潤啤酒（291）

昨日保三甲之位，流入 1.66 億元。 

 

3. 高鑫零售（6808）罕有地榜上有名，

流入 1.49 億元，排第三。 

 

4. 中芯（981）這個稀客成走北水最多

的股份，金額 3.82 億元。 

 

5. 中興（763）都被狂沽 3.27 億元。 

 

6. 走錢常客少不了騰訊（700）及建行

（939），前者走 2.74 億元；後者走

3.24 億元。另有內銀股工商銀行

（1398）同流出 6700 萬元。 

 

 

 

 

今日焦點： 

 

📣  美東時間 13 日本周三，美聯儲貨

幣政策委員會 FOMC 會後宣布，FOMC

委員投票一致同意加息 25 個基點，將

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區間上調至 1.75%-

2%，符合市場預期。美聯儲聲明及經濟

預期表現得更偏鷹派，看好今年美國經

濟前景，決策者整體預計今年加息次數

比上次更多，而且預計近幾年通脹將略

高於長期目標水平。 

 

📣  內地媒體報道，小米的金融相關業

務均已重組至小米金融。報道指小米金

融未來將會獨立融資發展，甚至ＩＰＯ

分拆小米金融上市。小米已申請中港兩

地上市，計劃集資約７８０億港元。外

電早前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小米在中港

兩地上市集資額將各佔一半。 

 

📣  康宏（1019）宣佈，擬出售所持

10.7 億股第一信用（8215）股份，相當

於已發行股本 29.5%，總代價 6,101 萬

元，即每股 0.057 仙，較第一信用停牌

前收市價 0.108 元折讓 47%。預期出售

將確認 3.1 億至 3.2 億元虧損，康宏有

意透過法律程序向相關人士追討損失，

所得款項將用作一般營運資金及其他投

資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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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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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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5 億 

深港通 流入 Rmb¥ 7.38 億 

最新         變動      變動率 

 

14/06/2018 

恆生指數 31103 -377 -1.22% 

國企指數 12206 -170 -1.4% 

滬深 300 3788 -37 -0.98% 

上證指數 3049 -30 -0.97% 

深證成指 10161 -153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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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4 億 

深港通 流入 HK$ 4 億 

 

現正招股 IPO 

 
1587 欣融國際 

1916 江西銀行 

1749 杉杉品牌 

8146 怡園酒業 

即將上市 IPO 

 
2003 維信金科 

1806 匯付天下 

8357 REPUBLIC 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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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O 資訊： 

 

📣 (1749) 杉杉品牌運營的業務主要涉及以 FIRS、SHANSHAN 及 LUBIAM 三個品牌在中國設計、推廣

及銷售男士商務正裝及商務休閒裝，主要面向尋求優質男裝產品的男性消費者。 

 

集團主要以 FIRS 品牌，為其核心品牌，設計、推廣及銷售產品。根據報告，於 2017 年，以零售收入

計，FIRS 品牌是中國第五大男士商務正裝品牌。FIRS 品牌產品面向 35 至 45 歲年齡段偏好優質男士商

務正裝的中高收入男性消費者。按中國主要零售商的銷售量計，FIRS 品牌西裝於 2013 年至 2017 年連續

五年為中國三大暢銷商品之一。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集團有 125 位一級分銷商經營 482 間 FIRS 品

牌零售店；及 130 位二級分銷商經營 148 間 FIRS 品牌零售店。 

 

於 2015 年 9 月，集團創立 SHANSHAN 品牌，該品牌主要面向 25 至 35 歲年齡段追求時尚潮流並經常購

置新潮且高性價比男裝產品的中等收入男性消費者。 

 

集團品牌組合亦包括國際品牌 LUBIAM，產品面向 35 至 45 歲年齡段追求低調奢華的富有男性消費者，

為從戰略上重新分配資源運用，正擬物色合適買家收購 LUBIAM 業務。 

 

發售價: $3.28 - $4.91 

集資額: 1.64 億港元 

聯席賬簿管理人及聯席牽頭經辦人: 東興證券（香港）、新城晉峰證券、華邦證券、浦銀國際融資、首控

證券 

 

 

📣 (8146) 怡園酒業控股是一家以「怡園酒莊」為品牌，位於山西的葡萄酒生產商。自 1997 年創辦以

來，一直致力釀製優質、物超所值的葡萄酒以滿足客戶的廣泛口味及價格偏好。 

 

集團近乎全部葡萄酒產品均在中國銷售，最大銷售地點為我們的總部所在地山西。山西所產生的收益平

均佔總收益約 59.7%。按 2016 年的零售收益計，集團為山西最大的葡萄酒生產商，佔市場份額約

14.9%。 

 

集團在山西酒莊及寧夏酒莊栽種自種葡萄，兩個酒莊的總佔地面積分別約為 4.8 億平方米及 7.3 億平方

米。集團的自種葡萄佔釀酒所用葡萄總量於 2015 財年、2016 財年及 2017 財年各年總量約 100%、

71.2% 及 40.6%。 

 

集團的主要銷售渠道為 13 名分銷商組成的分銷商網絡，其主要以批發或零售方式將葡萄酒產品售往中

國。客戶可大致分為與其有買賣方關係的分銷商，線上客戶，及直銷終端用戶。 

 

發售價: $0.3 - $0.4 

集資額: 8,000 萬港元 

聯席賬簿管理人及聯席牽頭經辦人: 西證（香港）證券經紀、英皇證券（香港）、實德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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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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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O 資訊： 

 

📣 (1916) 江西銀行是中國江西省唯一一家省級城市商業銀行。於 2017 年，以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的一級資本計，在《銀行家》「全球 1000 家大銀行排名」中位列第 329 名；以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的資產總值計，在所有中國城市商業銀行中位列第 22 名。集團總資產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為人民幣

3700 億元。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資料，以 2017 年底的人民幣存款餘額計，集團在江西省所有銀行及南昌市所有銀行

中分別位列第六名及第一名。 

 

集團已在江西省建立廣泛的業務網絡，在廣州和蘇州設立的分行提供了強大支持。集團的公司銀行客戶

包括江西省內眾多優質的國有及私營企業，行業範圍覆蓋廣泛。 

 

此外，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團已與近 20 個市、區或縣政府以及逾 100 家大型企業集團簽訂戰

略合作協議，從而獲得參與該等地區大型項目的優先權。 

 

發售價: $5.94 - $6.66 

集資額: 77.9 億港元 

聯席賬簿管理人: 建銀國際金融、中信里昂證券、尚乘環球市場、安信國際證券（香港）、招銀國際融

資、工銀國際融資、光銀國際資本、海通國際證券、興證國際融資 

聯席牽頭經辦人: 建銀國際金融、中信里昂證券、尚乘環球市場、安信國際證券（香港）、招銀國際融

資、工銀國際融資、光銀國際資本、海通國際證券、興證國際融資、浦銀國際融資 

 

 

📣 (1587) 欣融國際控股是食品原料及添加劑分銷行業的分銷商，專注於向客戶提供食品原料應用解決方

案。集團擁有廣泛的產品組合，向中國食品生產商供應超過 1,000 種食品原料及食品添加劑。產品可分

三類，即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劑；及包裝材料。 

 

集團所出售食品原料的主要類別為乳製品類食品原料，如加糖煉乳、奶粉及乳脂粉以及其他食品原料，

如茶粉及咖啡粉。出售的食品添加劑的主要類別為乳化劑、食用香精、食品穩定劑及食用色素。 

 

集團與約 200 名供應商有業務往來。供應商包括國際知名食品原料品牌，如來自瑞士的知名乳製品生產

商等；及聲譽良好的食品添加劑生產商，例如三菱、森馨及瑞登梅爾等。集團為森馨的華東地區獨家分

銷商。 

 

集團向中國逾 2,000 名客戶提供食品原料及食品添加劑。核心客戶可大致分為糖果及朱古力生產商；飲

料生產商；乳製品生產商；烘焙食品生產商；食品添加劑生產商及貿易公司；油脂生產商；餐廳及保健

品生產商等。 

 

發售價: $0.75 

集資額: 1.275 萬港元 

聯席賬簿管理人及聯席牽頭經辦人: 信達國際融資、中國銀河國際證券（香港）、智華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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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