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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市及資金流向： 

 

📣  北水連續六日入錢後，昨日終於終

止流入走向，轉入為出。滬水流出

10.08 億元，深水走 6.53 億元，合計流

出 16.61 億元。綜合滬深兩水的十大成

交個股總共 17 隻，8 隻入錢；9 隻走

錢。 

 

1. 流入的股大執位，工商銀行（1398）

獲滬水支持，入 7,800 萬元，重回北水

十大流入首位。 

 

2. 綠城服務（2869）流入 3,200 萬，排

北 水 十 大 流 入 榜 第 二 ； 楓 葉 教 育

（1317）流入 2,800 萬元，排第三。 

 

3. 另外內房股上榜，融創中國（1918）

流入 1,400 萬，當中滬水入 6,400 萬，

深水沽走 5,000 萬元；中國奧園

（3883）流出 200 萬元。 

 

4. 騰訊（700）和建設銀行（939）這個

走錢雙雄的組合再次出現。騰訊流出

4.85 億元，滬水走 2.9 億元，深水走

1.96 億元，為北水最大流出；建行流出

3.16 億元，當中滬水走 2.44 億元，深

水走 7,200 萬元，為第二大流走。 

 

 

5. 其他內銀股都落流出榜上，中國銀行

（3988）被滬水沽走 1.59 億元；招商

銀行（3968）走 1.41 億元。 

 

6. 資源及電力股被沽走，華能電力

（ 902 ）流出 1.02 億元；兗州煤

（1171）走 4,800 萬元。 

 

今日焦點： 

 

📣  美國總統特朗普與歐盟委員會主席

容克達成一致，將致力於消除關稅和貿

易壁壘，避免歐美貿易戰。道瓊斯援引

一位匿名的歐盟官員稱，容克已同意與

特朗普合作，擴大歐盟對美國液化天然

氣的進口、降低雙方的工業關稅，並進

口更多的美國大豆，但未含汽車方面放

寬措施。容克表示，美國將打造更多液

化天然氣出口終端；只要談判還在繼

續，歐盟和美國就會進一步推遲實施關

稅。特朗普稱，在貿易和其它議題上，

歐美關系進入新階段。對於非汽車行

業，雙方將努力就零關稅、零貿易壁壘

和零補貼達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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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港通 流入 Rmb¥ 11.13 億 

深港通 流出 Rmb¥ 5.67 億 

最新         變動      變動率 

 

27/07/2018 

恆生指數 28781 -139 -0.48% 

國企指數 11021 -52 -0.48% 

滬深 300 3536 -41 -1.15% 

上證指數 2882 -20 -0.71% 

深證成指 9352 -111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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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8 億 

深港通 流出 HK$ 6.53 億 

 

現正招股 IPO 

 
788    中國鐵塔 

 

即將上市 IPO 

 
1765  希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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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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