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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市及資金流向： 

 

📣  北水流入了一日，昨日又重回流出

的軌跡，當中滬水流出 4.92 億元，深

水流入 3.62 億元，合計流出 1.3 億元。

綜合滬深兩水的十大成交個股總共 15

隻，9 隻入錢；6 隻走錢。 

 

1. 舜宇光學（2382）登北水十大流入之

榜首，流入 2.98 億元，當中滬水流入

1.46 億元，深水流入 1.52 億元。 

 

2. 北水繼續流入內銀股，招商銀行

（3968）獲滬水支持，流入 2.44 億

元，排北水十大流入第二位；交通銀行

（3328）流入 6800 萬元。 

 

3. 中車電氣（3898）鮮有地出現在北水

十大，同獲滬水支持，入 9600 萬。 

 

4. 騰訊（700）再被貫上走錢一哥之

名，滬水走 8.49 億元，深水輕走 200

萬元，總計流出 8.51 億元。 

 

5. 深水滬水齊沽港交所（388），滬水

賣走 2 億股票；深水則走 8400 萬元。 

 

6. 其他流出的股票來自不同板塊，中國

太保（2601）走 1.04 億元；兗州煤

（1171）流出6500 萬元；中興（763） 

走 3100 萬元。 

 

今日焦點： 

 

📣  小米 IPO 已引入 7 名基石投資者，

高通、中國移動、順豐、中投中財、國

開裝備、保利、招商局均已簽約認購小

米，並接受 700 億美元的上限估值。此

次小米香港 IPO 的定價區間為 550 億-

700 億美元，這個定價低於此前高盛、

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銀行、中信裏昂

證券、瑞信等多家機構給出的定價區

間。接近小米 IPO 的人士指出，雷軍主

動調低了定價，目的是為了給小米上市

後留出上漲空間，讓投資者有錢賺。 

 

📣  自從 5 月初以來，港股教育板塊大

漲，迄今個股漲幅基本都在 30%以上。

A 股教育個股表現出色，眾多券商給出

“買入”等積極評級。中概股教育板塊

也是美股最活躍的板塊之一。此外，一

大批初創企業紛紛獲得龐大融資。 

 

📣  近期人民幣頻頻出現劇烈變動。昨

日人民幣中間價大幅下調，降幅創 2 月

9 日來最大；端午節後第一天，人民幣

對美元更是大貶 575 個基點，創出 4 月

中旬以來的最大單日跌幅。在岸及離岸

人民幣雙雙逼近今年以來的最低點，即

將回吐今年所有漲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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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港通 流入 Rmb¥ 4.27 億 

深港通 流出 Rmb¥ 12.61 億 

最新         變動      變動率 

 

22/06/2018 

恆生指數 29296 -400 -1.35% 

國企指數 11364 -141 -1.23% 

滬深 300 3592 -42 -1.17% 

上證指數 2875 -39 -1.37% 

深證成指 9316 -184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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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 億 

深港通 流出 HK$ 3.62 億 

 

現正招股 IPO 

 
2662 梁志天設計集團 

1763 中國同輻 

1739 齊屹科技 

即將上市 IPO 

 
6100 有才天下獵聘 

1620 加達控股 

1749 杉杉品牌 

8146 怡園酒業 

1587 欣融國際 

1916 江西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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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O 資訊： 

 

📣 (1763) 中國同輻是中國同位素及輻照技術應用領域的領軍企業，主要從事診斷及治療用放射性藥品及

醫用和工業用放射源產品的研究、開發、製造及銷售，亦提供輻照滅菌服務及伽瑪射線輻照裝置的設

計、製造及安裝的 EPC 服務。此外，集團向醫院及其他醫療機構提供獨立醫學檢驗實驗室服務。 

 

根據資料，按 2017 年的收益計，集團是中國最大的顯像診斷及治療用放射性藥品、尿素呼氣試驗藥盒及

測試儀以及放射源產品製造商。(1) 藥品：主要在中國從事各種(i)顯像診斷及治療用放射性藥品，(ii)尿素

呼氣試驗藥盒及測試儀，以及(iii)體外免疫診斷試劑及藥盒的研究、開發、製造及銷售。主要直接向中國

的醫院及其他醫療機構出售該等藥品。 (2) 放射源產品：主要從事醫療、工業等領域用各種放射源產品的

研究、開發、生產、銷售及提供相關技術服務。主要向中國的放射治療設備製造商、輻照服務提供商、

無損探傷設備製造商及服務供貨商及油田營運商等提供放射源產品及技術服務，分別用於放射治療、輻

照服務、無損探傷及用於油田示蹤技術服務方面。 (3) 輻照：主要從事(i)提供輻照滅菌服務予中國醫療器

械、食品、中藥及化妝品等製造商及(ii)通過利用我們於中國的領先輻照裝置設計能力向輻照服務提供商

提供輻照裝置設計、製造、安裝的 EPC 服務。 

 

發售價: $17.8 - $24.2 

集資額: 19.35 億港元 

聯席賬簿管理人: 中國國際金融香港證券、中信里昂證券、農銀國際融資 

聯席牽頭經辦人: 中國國際金融香港證券、中信里昂證券、農銀國際融資、中信建投（國際）融資 

 

 

 

📣 (2262) 梁志天設計集團為屢獲殊榮的國際知名室內設計服務及室內陳設服務供應商，總部設於香港，

並於中國深圳、廣州、北京、上海及成都設有辦公室。集團以在中國及香港承接的高端市場為對象的住

宅、私人住宅及酒店及餐飲項目知著。於 2015 財年、2016 財年及 2017 財年各年，總收入逾 70%均來

自住宅項目。 

 

集團於 1997 年由梁志天先生創立，經過 20 年的業務營運後已發展成為最大型的室內設計集團之一，於

中國及香港擁有逾 500 名僱員。此外，2014 年，成為江河集團旗下的一部分。江河集團為一間中國多品

牌企業（為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 

 

集團在美國室內設計雜誌發佈的 2018 全球百大室內設計師事務所排名研究報告中的住宅範疇位列第一，

並於亞洲及全球室內設計公司之中位列第二位及第 21 位。 

 

發售價: $0.71 – 1.05 

集資額: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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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興證券（香港）、中信建投（國際）融資、招商

證券（香港）、國泰君安證券（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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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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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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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