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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市及資金流向： 

 

📣  北水連續五日入錢，昨日深滬兩水

齊撐港股。滬水流入 5.17 億元，深水

流入 22.44 億元，合計流入 27.61 億

元，金額比前日的 24.52 億元多。綜合

滬深兩水的十大成交個股總共 14 隻，9

隻入錢；5 隻走錢。 

 

1. 北 水 買 內 銀 的 熱 情 未 減 。 工 行

（1398）連續三日登北水十大流入首

位，流入 5.25 億元，當中滬水入 4.89

億元；深水入 3600 萬元；建行（939）

獲兩水支持，滬水流入 1.87 億元，深

水入 2.34 億元，合共流入 4.21 億元，

排第二；農業銀行（1288）入 1.95 億

元，當中滬水及深水分別流出 130 萬元

及流入 1.96 億元。 

 

2. 內險股亦多日獲北水支持，中國平安

（2318）連續三日打入北水十大流入

榜，流入 3.76 億元，當中滬水入 1.25

億元，深水入 2.51 億元；中國太保

（2601）入 1.28 億元。 

 

3. 港交所（388）再次上北水十大流入

榜，獲深水支持入 2.78 億元。 

 

4. 北水十大流出的股份共五隻，騰訊繼

續冠走錢一哥之名，滬水走 8.37 億元，  

深水入 4,000 萬元，合共走 7.97 億元。 

 

5. 北水繼續沽走醫藥股，三生製藥

（1530）走 7,400 萬元；中生製藥

（ 1177 ）流出 6,400 萬元；石藥

（1093）走 4,700 萬元。 

 

6. 華能電力（902）被滬水沽貨，流出

2,400 萬元。 

 

今日焦點： 

 

📣  市場消息指，美國納斯達克交易所

上市的內地生物製藥公司百濟神州

(BeiGene)已通過上市聆訊，將在港作第

二上市，發售 10% 已擴大股本，籌集 8

億美元至10 億美元，令其成今年市場上

最大的生物技術上市公司。據悉，已開

始與投資者進行磋商，並於７月底進行

市場問價，而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為是次

聯合保薦人。據聆訊後招股文件，百濟

神州專注於研發及商業化用於治療癌症

的創新型分子靶向及腫瘤免疫治療藥

物，目前在中國銷售 3 種許可藥物，另

有 13 種藥物在研發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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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港通 流入 Rmb¥ 14.7 億 

深港通 流入 Rmb¥ 3.11 億 

最新         變動      變動率 

 

26/07/2018 

恆生指數 28920 +258 +0.90% 

國企指數 11074 +100 +0.91% 

滬深 300 3577 -4 -0.11% 

上證指數 2903 -2 -0.03% 

深證成指 9463 -2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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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 億 

深港通 流入 HK$ 22.44 億 

 

現正招股 IPO 

 
788    中國鐵塔 

1765  希望教育 

即將上市 IPO 

 
1672  歌禮製藥 

1758  博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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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O 資訊： 

 

📣 ( 788 ) 中國鐵塔股份是全球規模最大的通信鐵塔基礎設施服務提供商。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運

營並管理 188.6 萬個站址並服務 273 萬個租戶。根據文報告，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及在 2017 年，按

站址數量、租戶數量和收入計，在全球通信鐵塔基礎設施服務提供商中均位列第一。以站址數量計，在

中國通信鐵塔基礎設施市場中的市場份額為 96.3%，而以收入計，市場份額則為 97.3%。 

 

集團主要從事以下業務： (1) 塔類業務：基於站址資源，與通信運營商開展宏站及微站業務。向通信運營

商提供包括鐵塔及機房或機櫃在內的站址空間， 並裝載其天線或其他宏站設備。 (2) 室分業務：向通信

運營商提供室內分佈式天線系統並連接其通信設備。 (3) 跨行業站址應用與信息業務：基於遍佈全國的站

址，向來自不同行業的客戶提供包括基礎設施、維護服務與電力服務在內的站址資源服務。 

 

集團服務的客戶均來自中國，其中最重要的客戶為三大通信運營商（中國移動，中國聯通及中國電

信）。此外，涉及跨行業站址應用與信息業務，有來自不同行業的客戶，主要來自於環保、廣播與數字

電視、衛星定位、能源、海事與農業等多個行業。 

 

發售價: $1.26 - $1.58 

 

集資額: 681 億港元 

 

聯席賬簿管理人及聯席牽頭經辦人 : 中國國際金融香港證券、高盛（亞洲）、Merrill Lynch (Asia 

Pacific)、J.P. Morgan Securities (Asia Pacific)、J.P. Morgan Securities、農銀國際融資、法國巴黎證券

（亞洲）、中銀國際亞洲、建銀國際金融、招商證券（香港）、中信建投（國際）融資、招銀國際融

資、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工銀國際融資、摩根士丹利亞洲、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UBS AG 

 

 

📣 ( 1765 ) 希望教育集團致力為學生提供優質教育及專業培訓，旨在讓學生配備就業市場所需知識及技

能。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以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高等教育就讀學生人數計算，集團是全國第

二大的民辦高等教育集團，市場佔有率約為 1.1%。 

 

集團自 2008 年進入高等教育行業，已經將學校數量增加至八所提供高等教育服務，其中五所為併購的院

校，三所為創辦的院校。此外，亦提供自學考試服務和成人教育服務，並運營四川希望汽車技師學院提

供技能教育服務。 

 

集團於 2008 年在四川省創辦第一所學校，西南交通大學希望學院。目前在四川、貴州和山西擁有及運營

八所高等教育學校，包括三所獨立學院，即西南交通大學希望學院、貴州財經大學商務學院及山西醫科

大學晉祠學院；及五所大專院校，即民辦四川天一學院、四川希望汽車職業學院、四川文化傳媒職業學

院、貴州應用技術職業學院及四川托普信息技術職業學院。 

 

發售價: $1.52 - $1.92 

 

集資額: 32 億港元 

 

聯席賬簿管理人及聯席牽頭經辦人: 花旗環球金融亞洲、Citigroup Global Markets、招商證券（香港）、

建銀國際金融、農銀國際證券、中國光大證券（香港）、首控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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