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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監首出手打沽空機構
李小加心繫阿拉伯朋友

越洋調查香櫞主管 涉發恒大誤導資料圖利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梁偉聰) 證

港交所(0388)行政總裁李小加昨日首次寫
信給聖誕老人，並且將有關信件「公諸於
世」。他表示，臨近年尾，總要為該年編寫
一份總結及展望報告，但寫工作總結並不是
他的強項，唯有借聖誕老人「過橋」。

監會反擊沽空機構，該會在失當行為審裁
處 ， 展 開 針 對 Citron Research( 香 櫞) 主 管
Andrew Left 的研訊程序，指其於 2012 年 6
月，發表有關恒大(3333)報告一事上，犯上
失當行為。據悉，這是監管當局首次出手打

他在信中表示，終於成功減肥，由於堅
持不懈地參加足球賽，今年李小加終於瘦
了近 2 磅。原來港交所與深交所踢過一場
球賽，結果 1 比 1 和局。他又讚揚港交所各
個團隊，例如他們的 IT 部門，確保了不讓
任何停機紕漏的事故發生。明年，IT 部門
還要搭建收市競價和市場波動調節機制。
今年最大的好消息，就是辛苦籌備了兩
年的「滬港通」終於「通車」，多得兩個
交易所的全體同心協力，也要衷心感謝香
港證監會和中國證監會的辛勤工作，為滬
港通的安全提供堅實保障。他相信，明年
滬港通一定會變得更熱鬧，屆時有可能還
需要建立新的「橋樑」。

擊一些刊發企業負面消息，並同時借此沽空
有關企業股票以圖利的研究機構。

證

監會昨指出，Citron 當時在網站發表報告，當中
載有關於恒大的虛假及具誤導性資料，包括指恒
大無力償債，並持續向投資大眾呈報有欺詐成分的資
料。同日，恒大股價在報告發表後，曾急挫最多近兩
成，而現居於美國的Left，於報告發表前不久，沽空了
410 萬股恒大股份，然後購回，獲取逾 280 萬元的名義
利潤。最後，Left合共賺取了約170萬元的實際利潤。

沽空機構曾大舉獵殺中企
2011 年，多家沽空機構大舉「獵殺」了 46 家在美國
上市的中國公司，令其被迫退市或停牌。在所有的沽
空機構中，以香櫞和 Muddy Waters(渾水)齊名。被香
櫞狙擊過的公司，包括後來被迫私有化的泰富電氣，
被迫除牌的東南融通、中國高速頻道。股價大跌的股
份，則有德爾電器、斯凱及奇虎360等。
2012 年，谷歌前高管李開復為首的 60 多位企業高
層、投資者及企業家，曾聯署了一封抗議信，炮轟沽
空機構香櫞在撰寫投資報告時，偽造不實資訊。李開
復指出，他所擔心的是香櫞毫無根據的言論，使中國
企業在美國上市面臨更大的困難，這對於中國和美國
公眾而言都是不利的。
當年的主角恒大，昨日收升 0.32%，報 3.09 元，但
股價還低過當年被狙擊前的約 4.8 元。但沽空機構一直
未有停止狙擊中企的行動，今年來亦有多家在港上市
中企「中招」。（見表）
港股方面，受惠油價及外圍市況，帶動恒指高開
147.4 點，盤中有資金流入石油股及中資金融股，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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沽空機構今年狙擊股份
日期
2014年11月
2014年9月
2014年9月
2014年3月

沽空機構
渾水
匿名分析
merson Analytics
格勞克斯

被狙擊公司
奇峰國際(1228)
天合化工(1619)
神冠控股(0829)
旭光(0067)

步令大市被挾高。

恒指重上牛熊線 成交千億
恒指全日升 291.9 點或 1.26%，報 23,408.5 點，實現
三連升，指數先後升穿 10 天線(23,121 點)及牛熊線
(23,220 點)，但 20 天線(23,474 點)的阻力較大。國指跑
贏恒指，全日急升逾 3%至 11,744 點。市場整體氣氛轉
好，港股交投再突破千億元，錄得1,015億元。

油股反彈 內銀內險股受捧
紐約期油上周五大幅反彈逾 4%，中海油(0883)升
5%、中石化(0386)升3.45%，中石油(0857)及昆侖(0135)
漲 4%，延長石油(0346)尾市更突然抽高 15%。但航空
及航運股卻因此回落，東航(0670)跌 2.1%，南航(1055)
及國航(0753)跌 4%。另外，中海發展(1138)、中遠洋
(1919)及中海集運(2866)分別跌5.65%、3.7%及4.4%。
資金追逐中資金融股，成交榜首十大中，內銀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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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股佔了四位，兩個板塊的股份亦有不俗表現。招行
(3968)及民行(1988)分別漲 7.7%及 5.77%、工行(1398)及
交行(3328)升 3.4%、建行(939)及中行(3988)升 3.4 及
3.8%。太平(0966)升 7.5%、財險(2328)升 4.8%、平保
(2318)、國壽(2628)及人保(1339)分別升 3.5%、1.8%及
3%。
新地(0016)今日判刑，新地系股份全線復牌，消除不
明朗因素後，新地升 2.2%，數碼通(0315)升 0.5%，新
意網(8008)升0.4%。

萬達今掛牌 暗盤微升

■萬達商業地產今日掛牌，暗盤每手僅
賺20元。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今年
集資王的內房股萬達商業地產(3699)今
日掛牌，昨晚場外交投清淡，股價在招
股 價 48 元 徘 徊 ， 綜 合 兩 個 暗 盤 交 易
場，不計手續費，每手 100 股僅賺 20

元。
據輝立交易場資料顯示，萬達昨暗盤
開報 48.6 元，較招股價 48 元升 1.25%。
但其後曾低見 47 元，跌 2.08%。最後僅
升 0.42%收報 48.2 元，散戶每手僅賺 20
元。而耀才新股交易中心暗盤收報與招
股價相同，散戶無斬獲。
萬達商業地產集資約 288 億元，成為
本港年內最大 IPO。資料顯示，該股共
錄 1.2 萬人認購，公開發售超購約 4.32
倍，集團以近上限的 48 元定價。其中，

每手 100 股的中籤比率 100%，人人有
份；並錄兩張頂頭槌飛，每張中籤比率
16%，以 800 萬股計，每張可獲 128 萬
股。

香港寬頻擬上市籌 78 億
另一方面，美國私募股權基金 CVC
以約 49 億從香港電視(1137)收購香港寬
頻至今，上周五終向港交所(0388)遞交
上市申請，市場估計，香港寛頻此次
IPO 套現約 5 億至 10 億美元（約 39 億至
78 億港元）。高盛、摩根大通、瑞
銀為其聯合保薦人，Rothschild 為財
務顧問。
初步文件未有披露 IPO 的規模細
節。外電預計其 IPO 規模最高 5 億美
元，料在明年上半年進行。香港寬頻
在此次IPO 全數出售舊股，集資所得
資金將分給 CVC 和其他售股股東。
作為該交易的一部分，CVC 等股東
將削減持股。

GIC 凱雷 CVC 等將減持
文件顯示，新加坡主權財富基金
GIC Pte 、 凱 雷 投 資 集 團 (Carlyle
Group) 旗 下 AlpInvest Partners、 香
港寬頻執行長盧瑞麟等高層也將出售
部分持股，但未加詳細說明。

翻查資料，CVC 在 2012 年中以 48.7
億元從港視買入香港寬頻。CVC 在三個
月後向 GIC 出售 4,000 萬美元的股份，
並 向 凱 雷 旗 下 AlpInvest Partners 出 售
2,900萬美元股份。
現時控股大股東CVC持有香港寬頻逾
七 成 股 權 ， 第 二 大 股 東 GIC 擁 有 的
City-Scape 持股 11.3%，以及 AlpInvest
Partners 持股 8.1%。另有 87 名香港寬頻
職員透過入股由 CVC 持有的 MLHL 約
9.81%股份，間接擁有公司股權。是次
發售舊股中，該公司亦特設有「共同持
股計劃 II」，將根據職級邀請 400 多名
職員認購股份，合資格職員若認購 7
股，可額外獲發3股。

中生製藥擬分拆上新三板
此外，中國生物製藥(1177)昨公布，建
議旗下持股 51%股份的附屬公司珍吾
堂，於內地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
掛牌。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為中
國第三板，亦為中小企業出售其現有股
份或定向增發股份平台。
珍吾堂從事保健食品業務，及生產無
糖及高纖食品，包括供糖尿病人食用的
多穀粥食品。中生製藥表示，建議掛牌
可提升珍吾堂投資價值及未來實現投資
回報的可能性。



中移動4G上客7123萬超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中移動(0941)及中電信
(0728)昨公布 11 月份主要營運數據，中移動 4G 上客量為
1,678萬戶，按月升24.3% ，並已超全年7,000萬戶上客目
標。中電信上月3G上客量按月增202萬戶，按月跌 3.8%。
中移動11月4G上客量為1,678萬戶，再創單月新高，上
客速度繼續加快。今年頭11個月，4G用戶累計達7,123萬
戶，已超全年7,000萬戶上客目標。另外，3G用戶量降至
2.42億戶，較10月底淨減少70.3萬戶。11月份整體用戶淨
增240.8萬戶，首11個月累計淨增3,665萬戶，截至11月底
總用戶數量8.04億戶。

中電信上月3G淨上客減慢
中電信截至11月底，移動用戶達1.8414億戶，按月淨增
131萬戶；其中3G用戶當為1.1663億戶，按月增202萬戶，
較9月淨上客210萬戶增速減慢，增速按月減少3.8%。今年
頭11個月，公司移動用戶累計淨減144萬戶，3G用戶淨增
1,352萬戶。11月固網寬帶用戶數淨增42萬戶至1.0659億
戶；本地電話用戶數淨流失102萬戶至1.4552億戶。
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苗圩昨日說，明年將加快建設寬
帶網絡基礎設施，強化網際網路行業管理和網絡信息安全保
障，4G用戶力爭突破2.5億戶。

長實斥2.7億入股中航工業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悅琴) 上周二宣布按每股 0.6 元
配售股份的中航工業國際(0232)，獲得長實(0001)承接。
按聯交所股權披露顯示，長實於 12 月 16 日以每股 0.6 元
買入 4.5 億股中航工業國際，涉資 2.7 億元，持股由零升
至 9.74%，成為第二大股東。 中航工業國際昨日收報
0.62元，升0.02元或3.33%，成交金額886萬元。
中航工業國際於上周三早上宣布，擬以先舊後新方
式，按配售價 0.6 元配售最多 9 億股，佔公司已發行股本
約 19.48%，擴大後股本約 16.31%。配售價較上周二收
市價 0.67 元折讓 10.45%，公司預計淨籌 5.34 億元，所得
用作一般營運金及潛在投資機遇。

CEC 國際試營 759 麵包工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堡明）CEC 國際
控股（0759）昨公布截至 10 月底的中期業
績，期內收益按年上升 33%至 11.4 億元，其
中 「759 阿 信 屋 」 的 零 售 業 務 收 益 佔 超 過
85.3%，較去年同期 74.4%有所提高。759 阿
信屋的分部邊際經營溢利率僅錄得 3.4%，較
去年同期下跌 0.8 個百分點，主因租金開支及
分銷成本上升所致。期內 CEC 盈利則按年上
升32%至1,728萬元。

中期多賺 32% 零售收益勁
CEC 國際的業務逐漸倚重於零售業務，截

想「擴建」市場迎接賓客

不過，他認為今年也不是完全順風順
水，例如有些原本打算來港作客的「阿拉
伯朋友」，最後未能如願。好在本港現已
開始討論應否為了將來，考
慮為本港市場做些「改
裝」。儘管有此波折，本港
今年仍然「賓客盈門」，熱
&
鬧非凡。
■記者 周紹基

阿里影業復牌跌 3.1%
另外，自 8 月停牌至今 4 個多月的阿里影業(1060)昨
日復牌，股價低開近 14%後一度倒升，高見 1.78 元，
收報 1.56 元，跌 3.1%。公司上周五公布截至今年六月
底止半年業績，期內盈轉虧蝕 4.42 億元，每股虧損
5.05 仙，不派息。對於虧損，公司稱財務處理不當，
去年同期公司盈利為1.32億元。

常踢足球終於成功減肥

至 10 月 31 日，759 阿信屋的分店數目達至
226 間，較去年同期的 159 間大增 42%，不過
集團早於今年 7 月就表示，不會堅持要開設
300家分店的目標，會以「微百貨」形式繼續
開店。零售業務亦為集團帶來 9.7 億元收益，
按年勁增52.1%。
CEC 管理層亦於新聞稿中透露，從過去經
營中發現，需要採取「人有我不應該有」的
「各有各做」政策，以「快速機動轉變陳列
組合，以多元化選擇性保持市場競爭力」，
因有調查發現大部分客戶於阿信屋目的也是
尋找傳統超級市場沒有的商品，反而一些家

傳戶曉的商品，則「根本無意光顧 759 阿信
屋」。

網購業務暫時按兵不動
除零售業務外，阿信屋今年於全港開設多間
餐飲店，包括「759 雲吞麵」、「759 茶餐
廳」、「759車仔麵」等，CEC稱上述食店乃
「集團測試進入餐飲業的試點」，並將於兩星
期內開設首家「759麵包工房」，並於店內設
置自家烘焙工場。不過，集團強調目前仍處於
收集經營數據階段，未有計劃發展成為零售及
製造業外的主要收入來源。另外，管理層表
示，阿信屋網購業務暫會按兵不動。
於期內，集團每股盈利達 2.59 仙，較去年
同期的每股1.96仙有所上升，不中期派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