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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市及資金流向： 

 

📣  昨日北水繼續走錢，連續四日錄得

淨流出，滬水流出 7.09 億元，深水流

走 2.81 億元，合計流出 9.89 億元。綜

合滬深兩水的十大成交個股總共 16

隻，7 隻入錢；9 隻走錢。 

 

1. 北水流入中資金融股，內銀股工商銀

行（1398）保持強勢，獲滬水支持，流

入 2.61 億元，力保北水十大流入首名；

建設銀行（939）亦有追捧，流入 9,300

萬元，當中滬水流入 1.04 億元，深水

則走 1,100 萬元，排第三。 

 

2. 內險股方面，中國財險（2328）成功

登北水流入三甲，昨日獲滬水支持流入

1.17 億元；中國太保（2601）流入

4,200 萬元。 

 

3. 流入榜上現新面孔，鮮有出現在榜上

的李寧（2331）流入 1,600 萬元。 

 

4. 騰訊（700）繼續做走錢一哥，流出

5.79 億元，當中滬水走 5.33 億元，深

水走 4,600 萬元。 

 

5. 舜宇光學（2382）被兩水沽走，滬水

走 9,200 萬元，深水走 1.8 億元，合共

流出 2.72 億元，為第二大流走。 

6. 港交所（388）被滬水賣走，走 1.58

億元；金蝶國際（268）和中國人壽

（2628）都以億計走資，分別流出 1.37

億元及 1.04 億元。 

 

今日焦點： 

 

📣  據《彭博》引述知情人士透露，電

盈（ 8 ）主席李澤楷旗下富衛保險

（FWD）正推進其 IPO 準備工作，這家

保險公司考慮采用雙類別股權架構在新

加坡掛牌上市。公司已就此與新加坡交

易所高層商討其可能性。報導提到，富

衛正與顧問機構探討以「同股不同權」

上市的優勢，相信能對公司創辦人及管

埋層的投票權有更大保障。知情人士

稱，由於富衛的總部設於香港，因此也

在考慮將香港作為潛在上市地點，現時

仍未作出最終決定。 

 

📣 本月以來，騰訊已下跌約 10%，創

下自 2014 年以來的最大月跌幅。相比

今年 1 月時創下的歷史高點，騰訊股價

目前已經跌逾 25%，相當於市值蒸發了

約 1,400 億美元。根據彭博社測算，如

果計算一隻股票相較於其 52 周最高點

的跌幅，騰訊此次失去的市值創下全球

範圍內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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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港通 流入 Rmb¥ 19.24 億 

深港通 流入 Rmb¥ 13.45 億 

最新         變動      變動率 

 

01/08/2018 

恆生指數 28583 -151 -0.52% 

國企指數 11024 -22 -0.20% 

滬深 300 3517 +2 -0.07% 

上證指數 2876 +7 +0.26% 

深證成指 9178 -3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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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9 億 

深港通 流出 HK$ 2.81 億 

 

現正招股 IPO 

 
8475 千盛集團 

6160 百濟神州 

即將上市 IPO 

 
788    中國鐵塔 

1765  希望教育 

1672  歌禮製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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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O 資訊： 

 

📣 ( 8475 ) 千盛集團控股為一間總部設於新加坡的多品牌餐廳集團，餐廳主要以特許經營模式營運，提

供韓國及日本菜，主打休閒餐飲概念，以新加坡、馬來西亞及印尼中產大眾市場為目標顧客群。 

 

集團合共擁有 12 間自營餐廳及一個中央廚房，包括： 1. 擁有韓式炸雞連鎖餐廳的特許權授予人取得的

獨家特許經營權，以「Chir Chir 」品牌經營； 2. 擁有韓式燉排骨連鎖餐廳的特許權授予人取得的獨家特

許經營權，以「Masizzim 」品牌經營； 3. 自主開發提供日式極上天丼的品牌「Kogane Yama 」； 4. 擁

有韓式融合菜風格麵條連鎖餐廳的特許權授予人取得的獨家特許經營權，以「Nipong Naepong 」品牌經

營； 5. 擁有提供韓式融合菜風格西餐連鎖餐廳的 Chir Chir 特許權授予人取得的獨家特許經營權，以

「NY Night Market 」品牌經營； 6. 於新加坡提供韓國菜餐飲及配送服務的自主開發品牌「Gangnam 

Kitchen 」於新加坡開設中央廚房。 

 

發售價: $0.5 - $0.8 

集資額: 8,000 萬港元 

 

聯席賬簿管理人: 力高證券、駿昇証券 

 

聯席牽頭經辦人: 力高證券、駿昇証券、千里碩證券、宏泰證券 

 
 

 

 

📣 ( 6160 ) 百濟神州是一家商業階段的生物技術公司，專注於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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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開發的領先候選藥物現處於後期臨床試驗階段，且正於中國銷售三種許

可藥物。 

 

集團最初於 2010 年於北京成立為一家研發公司，專注於開發同類最佳腫瘤療法。於過去八年，已發展成

一家全方位一體化的全球生物技術公司，全面的產品組合由六種內部開發、臨床階段的在研藥物組成，

包括三種後期臨床在研藥物。 

 

集團亦獲得五種藥物及在研藥物的許可，包括三種於中國銷售的藥物及兩種臨床階段的在研藥物，已獲

得該等藥物於中國及亞太地區的其他選定國家開發及商業化的權利。 

 

發售價: $94.4 - $111.6 

集資額: 73.2 億港元 

 

聯席賬簿管理人: 摩根士丹利亞洲、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高盛（亞洲）、Credit Suisse 

(Hong Kong)、中信里昂證券、中國國際金融香港證券、Deutsche Bank AG、UBS AG 

 

聯席牽頭經辦人: 摩根士丹利亞洲、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高盛（亞洲）、Credit Suisse 

(Hong Kong)、中信里昂證券、中國國際金融香港證券、Deutsche Bank AG、UBS AG、華興證券（香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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