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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市及資金流向： 

 

📣  港股昨日大插 841 點，北水都狂

沽，總計走 22.99 億元，當中滬水走

12.3 億元，深水都走 10.69 億元。綜合

滬深兩水的十大成交個股總共 17 隻，4

隻入錢；12 隻走錢。 

 

1. 金斯瑞（1548）獲深水支持，以流入

1.08 億元，登上北水十大之首位。 

 

2. 石藥（1093）流入 7200 萬元，排流

入榜第二。 

 

3. 中國神華（1088）入 1900 萬元；招

商銀行（3968）脫離十大流出榜，流入

1700 萬元。 

 

4. 走錢的北水十大多達 12 隻，走錢一

哥騰訊（700）單日走 9.87 億元，當中

滬水走 5.32 億元；深水走 4.55 億元。 

 

5. 中芯國際（981）流出 2.63 億元，滬

水賣走 1.62 億元股票，深水則沽 1.01

億元。 

 

6. 深水滬水齊拋融創中國（1918）的

貨，滬水走 1.15 億元，深水走 6000 萬

元，合計走 1.74 億元。 

 

今日焦點： 

 

📣  小米決定延遲 CDR 發行，並先在香

港上市。德勤中國全國上市業務組聯席

主管合夥人歐振興在記者會表示，小米

上市出現不確定性是因為估值問題。小

米集團將其估值下調至 550－700 億美

元。推遲發行 CDR 因小米與中國監管

機構在 CDR 估值方面存在爭議。新的

估值水平遠低於今年稍早消息人士透露

的 1000 億美元，也低於近期小米及其

顧問提供投資人的非正式參考下限 700

億美元。小米官方微博今早稱，公司經

過反覆慎重研究，決定分步實施在香港

和境內的上市計劃，即先在香港上市之

後，再擇機通過發行 CDR 的方式在境

內上市。為此，公司將向中證監發起申

請，推遲召開發審委會議審核公司的

CDR 發行。 

 

📣  受國際貿易局勢惡化沖擊，人民幣

匯率跳水。人民幣中間價近日大幅下調

351 點，降幅創 4 個多月以來最大值。

經過 6 月 19 日大跌後，離岸人民幣短

線回升，跌幅有所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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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港通 流出 Rmb¥ 19.8 億 

深港通 流出 Rmb¥ 9 百萬 

最新         變動      變動率 

 

20/06/2018 

恆生指數 29468 -841 -2.7% 

國企指數 11492 -377 -3.18% 

滬深 300 3621 -132 -3.53% 

上證指數 2907 -114 -3.78% 

深證成指 9414 -528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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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6 億 

深港通 流入 HK$ 4.9 億 

 

現正招股 IPO 

 
1592 基石控股 

8305 棠記控股 

6100 有才天下獵聘 

1620 加達控股 

即將上市 IPO 

 
2003 維信金科 

1749 杉杉品牌 

8146 怡園酒業 

1916 江西銀行 

1587 欣融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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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O 資訊： 

 

📣 (6100) 有才天下信息技術致力通過技術與創新提供豐富多樣的個性化人才服務、打造充滿活力、值得

信賴的生態系統，最大程度促進人才、企業、獵頭及其他人才服務提供商的發展並充分挖掘潛力與價

值。 

 

按 2017 年的總收益計，集團經營中國最大的專注於中高端人才的線上人才獲取服務平台，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連接約 3890 萬名註冊個人用戶、24.86 名驗證企業用戶及 10.18 名驗證獵頭。旗下平台向

驗證企業用戶提供龐大的人才庫、獵頭網絡及各種人才獲取服務，其亦將註冊個人用戶與職業機會對

接，讓其建立並展示線上職業檔案及社交網絡聯繫方式，並向其提供簡歷諮詢服務等其他職業服務。 

 

集團的絕大部分收入來自於向企業客戶銷售人才獲取服務。有關服務通常採取的形式為以訂購為基礎的

服務，如簡歷下載；及以交易為基礎，根據具體職位所提供年薪和招聘階段收取固定費用的人才獲取服

務。 

 

發售價: $28.5 - $35.5 

集資額: 31.24 億港元 

聯席賬簿管理人: 摩根士丹利亞洲、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摩根大通證券（亞太）、J.P. 

Morgan Securities、華泰金融控股（香港）、UBS AG 

聯席牽頭經辦人: 摩根士丹利亞洲、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摩根大通證券（亞太）、J.P. 

Morgan Securities、華泰金融控股（香港）、UBS AG 

 

 

 

📣 (1592) 基石控股是香港的分包商，專為建築項目供應及鋪砌雲石及花崗石，有超過 22 年經營歷史。

根據報告，按 2016 年收益計，是香港第二大雲石及花崗石工程承建商，所佔市場份額約為 11%。 

 

集團於香港承接多種類別樓宇及物業，包括商業樓宇、住宅樓、酒店及公共基礎設施的雲石及花崗石工

程，提供一站式綜合服務，主要涵蓋以下方面： (1) 推薦及採購客戶指定的雲石及花崗石或符合客戶要求

的雲石及花崗石； (2) 安排按指定規格加工雲石及花崗石； (3) 安排交付雲石及花崗石並鋪砌裝飾樓宇外

墻、景觀及╱或樓宇內部的前廳、廚房及浴室等；及 (4) 安排拋光及清潔等鋪砌後的服務。 

 

發售價: $0.4 - 0.5 

集資額: 1. 5 億港元 

聯席賬簿管理人: 華金證券（國際）、太平基業證券、雅利多證券 

聯席牽頭經辦人: 華金證券（國際）、太平基業證券、雅利多證券、駿昇証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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