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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市及資金流向： 

 

📣  北水終於走出流出的軌道，昨日總

計流入 10.86 億元，當中滬水入 6.76 億

元，深水都都 4.1 億元。綜合滬深兩水

的十大成交個股總共 18 隻，13 隻入

錢；5 隻走錢。 

 

1. 中生製藥（1177）登北水十大流入之

榜首，流入 1.73 億元；而前日的榜首

金斯瑞（1548）則流入 4700 萬元。 

 

2. 華能（902）獲滬水支持，流入 1.66

億元，成為流入榜第二位。 

 

3. 北水轉頭流入內銀股，交通銀行

（3328）流入 1.13 億元；招商銀行

（3968）流入 1.12 億元。 

 

4. 走錢一哥終於不是騰訊（700），由

中石化（386）代替，單日走 2.08 億

元，由滬水沽出。 

 

 

5. 騰訊則走803 萬元，當中滬水走2700

萬元，深水入 1900 萬元。 

 

6. 受中美貿易戰影響，中興（763）被

深水沽走 1.28 億元。 

 

今日焦點： 

 

📣  小米預計將於７月９日在香港上

市。公司和現有投資者以每股 17 至 22

港元發售 21.8 億股，預計籌資不逾 476

億港元，為近兩年來全球最大規模首次

公開發行（IPO），而包括中移動、高

通、CDB Private Equity、保利集團和

招商局集團在內的七家基石投資者將合

計投資 42.7 億港元認購小米香港 IPO

股份。據報，中移動和高通將分別投資

1 億美元。 

 

📣  中核集團旗下中國同輻股份計劃在

本港主板上市，市場消息人士指出，其

初步計劃發行約 8000 萬股，佔擴大股

本 25%，每股作價 17.8 元至 24.2 元，

集資 14.24 億元至 19.36 億元，預期在

6 月 28 日定價。中金為獨家保薦人。

中國同輻主要從事研發、製造及銷售醫

用與工業用放射源產品。上海實業

（363）及上海醫藥（2607）今日公

告，已訂立基石投資協議，分別出資最

多 4.3 億元人幣及 1.6 億元人幣認購中

國同幅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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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港通 流出 Rmb¥ 2.16 億 

深港通 流入 Rmb¥ 11.38 億 

最新         變動      變動率 

 

21/06/2018 

恆生指數 29696 +228 +0.77% 

國企指數 11505 +12 +0.11% 

滬深 300 3635 +14 +0.4% 

上證指數 2915 +7 +0.27% 

深證成指 9501 +86 +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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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入 HK$ 6.76 億 

深港通 流入 HK$ 4.1 億 

 

現正招股 IPO 

 
1739 齊屹科技 

1592 基石控股 

8305 棠記控股 

6100 有才天下獵聘 

即將上市 IPO 

 
1620 加達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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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739) 齊屹科技是中國最大的網上室內設計及建築平台，2017 年按 GMV 計算擁有 25.7%的市場份

額。集團的網上平台將室內設計及建築市場中的多個參與者連接，並使用先進技術將用戶與滿足其特定

需求的服務供應商匹配。作為用戶及合夥人的一站式解決方案供應商，使命是使室內設計及建築過程較

傳統的室內設計及建築市場更有效率、更方便及更透明。 

 

於 2018 年 4 月 30 日，集團建立了一個生態體系，當中包括超過 7,502 家室內設計及建築服務供應商，

覆蓋全國超過 290 個城市，於 2018 年 4 月的每月獨立訪客達 5060 萬名。截至 2018 年 6 月 13 日，透過

自營室內設計及建築業務和特許經營商在全國 176 個城市建立業務。 

 

集團收入主要來自兩個業務分部，即室內設計及建築平台業務及自營室內設計及建築業務。 

 

發售價: $6.8 - 9 

集資額: 21.78 億港元 

聯席全球協調人、聯席賬簿管理人及聯席牽頭經辦人: 高盛（亞洲）、中信里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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