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安好醫生傳超購653倍 凍資3760億

美對華貿戰升級 科技股爆災
恒指兩連跌險守三萬關 港股ADR中段彈278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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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
道) 風雨操盤工作室分析師向香港文匯報
記者表示，昨日科技股的一波下跌，是
因受美國政府正在評估針對中國投資啟
動《緊急權利法案》遏制中國收購敏感
技術的影響，認為目前科技股仍為市場
熱點。
由於前幾日已有機構資金開始抄底科

技股，從周三龍虎榜統計來看，一些漲幅
較高的科技股開始遭遇資金出逃。中國軟
件淨賣出達6,708萬元(人民幣，下同)，創
意信息淨賣出3,917萬元，星湖科技、華
訊方舟淨賣出均超2,000萬元。不過，昨
日仍有不少科技股為資金搶籌對象，特別
是兆日科技淨買入達10,161萬元，萬興科

技淨買入1,140萬元。

高新技術自主可控勢在必行
風雨操盤工作室認為，短期來看科技

股漲跌各有分化，但長期來看科技股仍
可持有。在全球新一輪科技浪潮疊加中
國產業升級大背景下，擺脫高新技術產
品進口依賴程度較高，實現國產自主可
控勢在必行，映射到二級市場上，就是
一個中長期過程。
另外，還有市場人士分析稱，儘管科

技股跌下來有資金抄底，但是漲上去沒
人封板，綜合短期可能出現的小幅反彈
來預測，要到五一節後才是科技股抄底
低吸的機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美婷)熱爆新股平安好醫
生(1833)昨日截票。據市場消息透露，該股公開發售
超購653倍，「頂頭槌飛」錄近300張，逾22萬人
認購，預計凍資約3,760億元。不過其凍資額未能打
入十大凍資王行列，只排第11位。
本港歷來凍資金額最巨的新股為2008年上市的中

國鐵建（1186），凍資金額達5,409億元。而第10位為
去年11月上市的易鑫（2858），凍資約3,800億元。
超額倍數最勁的為今年上市的毛記葵涌(1716)，超購
逾6,200倍；平安好醫生公開發售的超購653倍如屬
實，應是歷來第5大超購新股。

22萬人認購 或人人有份
根據平安好醫生發售機制，倘公開發售超購95倍

或以上，公開發售部分將會回撥至25%，故其公開
發售部分增加至4,000萬股；以認購人數22萬名
計，或有機會一人一手。該股將於5月4日掛牌。

天保暗盤每手賺400元
其他新股方面，天津港保稅區唯一能源運營商天

保能源 (1671)今日掛牌，昨日暗盤表現理想。據耀
才暗盤交易中心透露，最高見2.8元，收報2.1元，
較上市價1.9元，高10.53%或0.2元。不計手續費，
每手2,000股賬面賺400元。
該股公開發售部分錄超額認購1,592.15倍，因觸

發回撥機制令該部分比例增至43.48%。按一手
2,000股計，中籤率僅20.01%。配售部分亦獲適度
超額認購。

近年公開發售超購新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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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毛記葵涌(1716)

Magnum(2080)
(現稱奧克斯國際)

惠生國際(1340)

米蘭站(1150)

希瑪眼科(3309)

平安好醫生(1833)*

閱文(0772)

易鑫(2858)

眾安在線(6060)

雷蛇(1337)

超購倍數

6,200

3,559

2,188

2,178.5

1,556

653

625

560

392

290

凍資金額

486億元

448億元

538億元

580億元

889億元

3,760億元

5,200億元

3,820億元

2,300億元

1,240億元

科技股長線看好 已有資金撈底外電消息傳出，美國司法部正在調查華
為是否違反美國對伊朗的制裁規定，

分析指出，由於今次屬於刑事調查，美方
對華為的指控可能比中興嚴重，消息觸發
手機及通訊相關產業鏈被拋售。舜宇(2382)
跌 6.97%，是昨日最大跌幅藍籌；瑞聲
(2018)昨跌3.49%，是連續12日下跌，累跌
23%，華為持股的中軟(0354)最多急挫兩
成，收跌近16%。被美指涉間諜行為的聯
想集團(0992)再跌3.23%。國指收報11,949
點，跌幅1.2%

深股通走資32億 為歷來最勁
華為被查，使市場憂慮中美角力進一步
升級，滬指再跌1.4%，深指更跌2.4%，當
中深圳創業板的沽壓更大，跌幅亦逾2%，
深股通走資達32億，是歷來最多。南華金
融集團高級策略師岑智勇昨表示，外電引
述華為供應商的消息指出，美國聯邦調查

局調查華為是否存在違反伊朗制裁的行
為，消息指華為已經放棄美元債發行計
劃，並推遲歐元債發行，料事件將進一步
利淡手機相關板塊。

騰訊累瀉20% 市值失逾9400億
科技股龍頭騰訊收跌 1.19%，報 382.2

元，僅守200天線（382.2元）。騰訊昨一
度低見377.2元，從年初高位的476.6元跌
了近100元，累計跌幅達20.9%，技術上進
入「熊市」，市值由高位蒸發9,446億元。
本身持有騰訊股份的耀才證券研究部總監
植耀輝指出，近期科技股已由以往的強勢
股，轉變為弱勢股，更成為跌市元兇。除
非相關板塊跌勢喘定，否則後市仍難樂
觀，預計恒指3萬點較難守穩，但相信恒指
在29,500點前有一定的支持。
恒指兩連跌，累跌629點，但他仍建議對
個別科技股，採取逢低吸納的策略，因為

科技巨企有其競爭優勢，只要業績符合預
期，股價長線定能再試高位。

科技巨企擁優勢 可逢低吸納
對於市傳美國正調查華為，加上近日手

機股充斥利淡氣氛，不少股份股價均已急
跌，但他強調這只屬短期影響，他個人仍
看好舜宇，手上也有持有，若該股企穩120
元水平，投資者也可考慮入市。此外，由
於拆息上揚，建議投資者可趁現時買入本
地銀行股。
「港股通」昨天起暫停。港交所全日挫
近2%。騰訊昨日曾跌穿過380元，昨收
382.2元，較3月時累跌兩成，技術上股價
步入熊市，該股強力支持位250天線為約
359元。平安好醫生(1833)招股反應雖然熱
烈，但平保(2318)仍跌近4%，回落至3個月
低位，友邦(1299)也跌1.4%，合力拖低大
市。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美國

對華貿戰繼續升級，繼中興通訊(0763)

之後，市傳華為亦已列入美國的調查

名單，消息令A股及港股急跌。港股

更一度急跌逾400點，失守三萬關，

最終大市跌320點，報30,007點，科

技股成重災區，華為供應鏈相關股份顯著下跌。分析

員指出，壞消息頻至，料港股3萬點大關短期難守穩，

而「股王」騰訊(0700)昨一度低見377.2元，由3月時

高位已經累跌近兩成，技術上步入熊市，港股後市或

會被拖累。晚上美股急升，港股ADR指數中段反彈

278點。 恒指夜期尾市則升140點，高水170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
道）華為突然遭遇美國調查，牽連到A股
市場科技股表現；加上資管新規可能於近
日公佈，以及之前連續派息11年的格力
忽然中止派息，影響A股三大指數昨日大
跌，上證綜指跌1.38%，失守3,100點；
科技題材股出現領跌格局，與華為相關的
股票平均跌1.23%，科技股份集中的深證
成指和創業板指跌幅更超2%。

三大指數齊瀉 滬指失守3100
資管新規將公佈的憂慮未除，昨又傳出
繼中興受到美國制裁後、科技巨頭華為遭
遇美國司法部門調查的消息，三大股指開
盤後一路下跌，午後跌幅進一步擴大，滬
綜指收報3,075點，跌1.38%；深證成指
跌2.42%，報10,292點；創業板指數跌
2.10%，報1,781點，失守1,800點。兩市
成交略呈放量，共計4,249.50億元（人民
幣，下同）。
盤面呈現普跌效應，全市翻紅個股不足

400家，保險板塊跌幅居前，中國平安收
跌3.63%。 華為相關的科技概念股出現
普跌，其中創意信息跌7.72%，科大訊飛
跌4.55%，大富科技跌4.18%，海康威視
跌3.92%。據股市行情平台雲財經統計，
華為概念股昨日平均跌1.23%。
從板塊跌幅來看，居前的多為科技相關

股票，微信小程序跌3.73%，語音技術跌
3.47%，小米概念跌3.16%，都是排名跌
幅前十的板塊。
前期熱點的芯片和5G概念都出現下

跌，芯片概念雖然早盤一度逆勢翻紅，但
午後出現滑坡，收盤跌1.13%，個股出現
兩極分化：誠邁科技跌停，三安光電、兆
日科技跌逾7%，享通光電、必創科技、

大華股份等跌幅超過5%。5G概
念跌2.75%，中天科技、瑞斯康
達、中富通三股跌超9%。

憂資管新規 資金離場
華西證券分析師毛勝認為，昨

天跌市估計還是與資管新規傳言
相關，部分投資者選擇退場避

險。另外，一季報公佈已接近尾聲，公司業績不佳
或分紅不理想，導致部分個股出現較大波動，例如
格力電器大跌對大盤亦有拖累。
長期保持現金分紅的格力電器周三晚公佈年報同

時，宣佈2017年不作利潤分配和資本公積轉增，
令市場嘩然，股價昨天收低8.97%，盤中一度至跌
停位45.06元。深交所還向公司下發關注函，要求
公司解釋不分紅的具體原因。格力昨晚回應稱，不
分紅是為滿足資本性支出需求，又指將充分考慮投
資者訴求，2018年擬中期分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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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點，，收市三萬關失而復得收市三萬關失而復得。。
中新社中新社

■平安好醫生獲逾22萬人認購。圖左起：首席財務官欣
榮，董事長、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官王濤，董事總經理范
寅。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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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A股科技股昨受壓
股票(代碼)

誠邁科技(300598)

中 富 通(300560)

創意信息(300366)

星湖科技(600866)

科大訊飛(002230)

海康威視(002415)

昨收(人民幣)

43.04元

31.00元

13.14元

4.55元

54.95元

38.00元

變幅

-10.00%

-9.09%

-7.72%

-5.01%

-4.55%

-3.92%

本港手機概念股齊挫
股份 昨收(元) 變幅

中軟(0354) 5.57 -15.86%

舜宇(2382) 121.40 -6.97%

信利(0732) 1.81 -5.73%

通達(0698) 1.61 -5.29%

摩比(0947) 0.80 -4.76%

丘鈦(1478) 9.16 -4.18%

富智康(2038) 1.28 -3.76%

瑞聲(2018) 113.30 -3.49%

高偉(1415) 1.74 -3.33%

鴻騰(6088) 2.94 -3.29%

聯想(0992) 3.60 -3.23%

比亞迪電子(0285) 11.24 -2.94%

ASM(0522) 105.20 -2.50%

製表：記者周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