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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市及資金流向： 

 

📣  北水昨日仍在流出的軌道行走， 總

計走 16.24 億元，當中滬水狂走 16.25

億元，深水輕入 97 萬元。 

綜合滬深兩水的十大成交個股總共 17

隻，6 隻入錢；11 隻走錢。 

 

1. 華潤啤酒（291）昨日連續三日打入

北水十大流入三甲之位，流入 1.53 億

元。 

 

2. 深 水 滬 水 齊 買 中 國 人 民 保 險

（1339），分別流入 6300 萬元及 1000

萬元，合計 7400 萬元，登第二位大流

入。 

 

3. 教育股獲買力吸納，中教（839）流

入 4000 萬元；楓葉教育（1317）流入

1000 萬元。 

 

4. 北水淡友發力，頭八隻北水十大流出

都以億計走錢，走錢一哥仍是騰訊

（700），流出 6.55 億。 

 

5. 中石化（386）亦遭北水狂沽，走

4.56 億元。 

 

 

6. 內銀股成重災區，農行（1288）走

2.61 億元，建行（939）走 1.79 億元；

中信銀行（998）走 1.48 億元。 

 

今日焦點： 

 

📣  小米集團上日（14 日）披露招股書

更新文件，同日中證監亦披露對小米中

國存託憑證（CDR）申請的反饋意見，

文件長達 30 頁，當中提出逾 80 個問

題。有投行人士認為，反饋意見反映中

證監依法全面從嚴監管的態度未變，發

行審核要求依然是十分嚴格的。目前，

小米港股 IPO 的承銷商，即中信里昂、

高盛及摩根士丹利對小米的估值仍然不

一。當中，以中信里昂看得最高，認為

小米的估值為 800 億至 90 億美元；摩

根士丹利則看得最淡，認為小米的估值

介乎 652 億至 848 億美元；而高盛分

析師認為小米的市值介乎 700 億美元至

860 億美元。 

 

📣  歐洲央行維持三大利率不變，且將

保持利率不變至少至 2019 年夏天。對

於 QE 的時間表，聲明表示每月 300 億

歐元的資產購買規模將持續到 9 月份，

將在 12 月末結束 Q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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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港通 流入 Rmb¥ 19.31 億 

深港通 流入 Rmb¥ 9.93 億 

最新         變動      變動率 

 

15/06/2018 

恆生指數 30440 -284 -0.93% 

國企指數 11950 -84 -0.71% 

滬深 300 3773 -14 -0.4% 

上證指數 3044 -5 -0.18% 

深證成指 10084 -77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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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0 加達控股 

1587 欣融國際 

1916 江西銀行 

即將上市 IPO 

 
1749 杉杉品牌 

8146 怡園酒業 

2003 維信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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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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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