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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市及資金流向： 

 

📣  北水淨流入只得一日，又再延續上

周的沽貨狀態，而且走貨力度再加大。

昨日周一錄得整體淨流出 21 億元，當

中滬水流出 8.58 億元，深水走錢力度

更大去到 12.43 億元。綜合滬深兩條水

的十大成交個股，總共涉及 17 隻個

股，合共 7 隻入錢；9 隻走錢。 

 

1. 近期流入榜雙雄工行（1398）及建行

（939）繼續穩坐一二哥的地位，工行

淨流入輕微減至 7.37 億元，建行淨買

貨亦同樣微降至 3.11 億元，與上周五

一樣，全靠滬水一力支持兩股。上周五

打入流入榜十大的農行（1288）反遭滬

水淨沽出 1.17 億，轉去流出榜十大，

排名第四。 

 

2. 除了內銀行分頭走外，內險股亦一

樣 。 滬 水 淨 掃 入 700 萬 元 人 保

（1339），已令人保登上流入榜，可見

好友力量何等薄弱。反觀，淡友力量大

得多，太保（2601）及財險（2328）分

別走錢 3.03 億及 1.11 億元。 

 

3. 第三個北水分頭走的板塊是製藥股。

稀客復星製藥（2196）獲滬水支持 1.04

億元；金斯瑞（1548）只獲深水 200 萬 

 

元淨流入，即使集團計劃以 7 億元回

購，亦未能打動北水。相反，石藥

（1093）繼續走錢，昨日又遭滬深兩水

夾擊，走錢 1.86 億元；中生製藥

（ 1177 ）亦同病相憐，滬水淨流出

4,900 萬元。 

 

4. 講番流出榜，騰訊（700）遭滬深聯

手共沽貨 13.15 億元，搣甩走錢一哥之

名只有一日。另外兩隻近日成為走錢常

客的科技股──金蝶（ 268）及舜宇

（2382）亦錄得淨流出 4,700 萬及

2,100 萬元。 

 

5. 淡友勢盛，尚有銀娛（027）及楓葉

（1317）遭深水沽走 5,500 萬及 3,100

萬元。 

 

今日焦點： 

 

📣  國內樓市調控不斷加碼，但地產龍

頭盈利依然 高速增 長 。中國恒 大

（3333）盈利預告顯示，上半年稅後凈

利潤同比增長 125%以上，核心利潤增

長 100%以上，主要由於降低成本費

用，增加交樓面積等，另預期淨負債率

由去年底的 184%下降至 130%以下。中

金評論稱，隨著資金、土儲向頭部集

中，銷售、盈利集中度也將加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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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港通 流入 Rmb¥ 14.96 億 

深港通 流入 Rmb¥ 16.73 億 

最新         變動      變動率 

 

07/08/2018 

恆生指數 27819 +143 +0.52% 

國企指數 10701 +8 +0.08% 

滬深 300 3273 -42 -1.27% 

上證指數 2705 -35 -1.29% 

深證成指 8422 -179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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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8 億 

深港通 流出 HK$ 12.43 億 

 

現正招股 IPO 

 
1783  金侖控股 

1725  恒達科技 

即將上市 IPO 

 
8475  千盛集團 

6160  百濟神州 

788    中國鐵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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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O 資訊： 

 

📣 ( 1783 ) 金侖控股主要在香港作為總承建商提供上層結構建築及修葺、維護、改建及加建工程服務。

上層結構建築工程指有關地面以上結構部分的樓宇建築工程。工程合約範圍主要包括住宅及商業樓宇發

展項目。 

 

截至 2016 年、2017 年及 2018 年 3 月 31 日止三個財政年度，集團完成了 27 份合約，合約總金額約為

9.92 億港元，包括四份上層結構建築工程合約及 23 份修葺、維護、改建及加建工程合約。於 2018 年 7

月，集團有七份手頭合約，包括四份上層結構建築工程合約（當中包括九龍城商住綜合大樓建築項目、

大角咀工業重建項目、九龍啟德道住宅發展項目及香港干諾道西重建項目）及三份修葺、維護、改建及

加建工程合約。 

 

發售價: $0.45 - $0.55 

集資額: 1.1 億港元 

 

聯席賬簿管理人: 太平基業證券、訊匯證券 

 

聯席牽頭經辦人: 太平基業證券、訊匯證券、首盛資本集團、潮商證券 

 

 

 

 

📣 ( 1725 ) 恒達科技控股是一間中國 EMS 供應商，就組裝及生產 PCBA 及全裝配電子產品提供綜合製

造服務，包括提供設計升級及核證、提供技術意見及工程解決方案、原材料挑選及採購、質量控制、物

流及交付及售後服務予客戶。 

 

集團全裝配電子產品內嵌的 PCBA 主要由其製造，小部分由供應商根據其要求及規格製造及供應。根據

使用 PCBA 的最終電子產品用途，集團的 PCBA 大致應用到三大行業的最終電子產品，分別是銀行及金

融、電信及智能裝置。 

 

集團的產品包括 PCBA 及內嵌主要由其自製的 PCBA 的全裝配電子產品。全裝配電子產品在客戶各自品

牌名下或其最終客戶品牌名下銷售，主要包括流動電話、投影機、mPOS 及太陽能逆變器，而流動電話

及平板電腦的生產外判予獨立第三方公司。 

 

集團的客戶主要包括中國、墨西哥、美國及香港當地的電子產品製造商、品牌擁有人、OEM 及各種電子

產品的貿易公司。 

 

發售價: $1.7 - $2.0 

集資額: 1.5 億港元 

 

獨家賬簿管理人: 智華證券 

 

聯席牽頭經辦人: 智華證券、德健證券、樹熊證券、黃河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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