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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首富」李河君來頭非同小
可，百度資料顯示，他出生於1968
年8月，祖籍廣東省，目前是全國
工商聯副主席和全國政協委員。他
在2013年和2014年均入選福布斯中
國富豪榜，被福布斯評為內地最成
功的「可再生能源」企業家。在胡
潤富豪榜和內地最新出爐的《新財
富》排行榜中，李河君也均以逾
1,600億元人民幣的身家成為中國首
富，力壓阿里巴巴創始人馬雲和萬
達集團創始人王健林。

知名度隨財富暴升
李河君有「神秘富豪」之稱，可

供查詢的個人資料少之又少。據網
上資料披露，他1988年畢業於北方
交通大學機械工程系，後攻讀研究
生、博士生。2003年，李河君被全
球併購研究中心評為「中國十大併
購人物」。2011年被中宣部、全國
工商聯、統戰部推舉為「非公經濟
十大典型人物」之一。不過與馬
雲、王健林等人相較，他當時在全
國的知名度並不算高。

到2013年10月，福布斯宣布，李

河君以109億美元的淨資產，榮登
2013福布斯中國富豪榜第4位，且
被評為內地最成功的「可再生能
源」企業家，這也是2013福布斯中
國富豪榜在能源領域的最高排名。
李河君自此開始知名度大增，成為
有實力挑戰「中國首富」寶座的風
雲人物。2014年他再次入選福布斯
中國富豪榜，雖然排名略微下降為
第五，但淨資產已增長到130億美
元。

身家千六億超馬雲
今年以來漢能多次被媒體質疑，

但李河君的排名卻反而不斷上升。2
月份胡潤研究院發布的《2015星河
灣胡潤全球富豪榜》榜單顯示，李
河君以1,600億元（人民幣，下同）
身家超過馬雲，成為16年來第12位
「中國首富」，全球排名第28位，
比2013年上升108位。今年5月8日
出爐的《2015新財富500富人榜》
也公布，李河君以1,655億元的身家
蟬聯中國首富，馬雲和王健林分別
以1,457億元和1,275億元位居第二
位、第三位。 ■記者涂若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漢能薄膜(0566)
昨日股價暴跌47%並停牌，適逢該公司昨日舉行
股東大會，由於主席李河君未有現身，一度令市
場恐慌，全城「人肉」搜尋李河君。據中新網能
源頻道消息，李河君原來昨日在北京出席「漢能
清潔能源展示中心」的開館儀式，並且上台發
言，他的現身緩解了市場疑慮。漢能財務董事林
一鳴昨日亦表示，李河君在北京有要務在身。
不過，著名獨立股評人David Webb昨日表
示，股東會日期是由公司全體董事在很早之前已
經決定，故董事都應該參與股東會，若一間企業
的主席未能出席股東會，很令人疑慮。

林一鳴：股價未反映前景
就中外媒體對漢能的經營及盈利模式提出的種
種質疑，林一鳴指出，現時公司股價仍未足以反

映其價值及前景。昨日有股東問及為何公司要回
購股份，同時又配股予第三方，他回應指，公司
目前有充足資金，故公司選擇在股票較便宜時回
購股份。
外電報道，漢能薄膜在短短一段時間內，從一

家名不見經傳的低市值上市公司，增長為一家市
值超過Twitter和特斯拉汽車(Tesla Motors)的企
業，其巨額市值引起了分析師的注意，並對其商
業模式和估值提出質疑。
而身處北京的李河君，則出席坐落於北京奧林

匹克森林公園北園的漢能清潔能源展示中心昨日
的開館儀式並發表講話。據中新網介紹，展示中
心由漢能投資建設，是全球首座「以太陽為主
線，以清潔能源為主題」的專業性展館，佔地面
積7,119平方米，展館內設八個展廳及一個影
院，充分運用全球最先進的多媒體技術和機械自

動化模型，依次展示了人類能源利用的變革歷
程、當代社會面臨的能源問題以及未來能源利用
的無限可能。
一同出席展示中心開館儀式的嘉賓還包括全國

工商聯副主席黃榮，中國科學技術協會黨組成
員、中國科技館館長束為，北京市科學技術協會
黨組書記、常務副主席夏強等等。

股價暴瀉近50% 市值個半鐘蒸發1443億

涉操縱股價涉操縱股價
漢能傳漢能傳

由「中國首富」李河君任主席的漢能薄
膜（0566），近年來十分惹火，高過奢移
品牌Parda的毛利率、股價似火箭一年升
7.25倍，一舉一動都備受中外媒體關注，
力挖背後的不尋常之處。但該公司股價卻
一直長升長有，且先後傳出長和系主席李
嘉誠、國家外匯管理局入股等消息，公司
市值一度高達3,783.48億元，除了是全球
最大市值的太陽能企業之外，市值也超過
港交所（0388）和中國人壽（2628）等
藍籌公司。

營收全靠母 依賴信託產品融資
英國《金融時報》今年曾三度狙擊，質

疑該公司收入過分依賴母公司及有操縱股
價之嫌。今年1月28日，《金融時報》率
先向漢能開炮，稱有文件顯示，自2010
年以來，其幾乎全部148億元的營收都來
自向母公司漢能集團銷售設備。但其母公
司廠房的使用率卻極低，財務狀況與其向
漢能採購的規模完全不相稱。之後在2月
17日，該報又對漢能的融資方式提出質
疑，稱其母公司集團過去兩年舉債至少35
億元人民幣，且通過各種渠道向「影子銀
行」借錢，對信託產品融資的依賴不斷加
重。
3月24日，《金融時報》的炮轟進一步

升級，稱分析了過去兩年該公司股票在香
港交易所的所有交易，單筆交易次數總共
超過80萬次，結果顯示，從2013年初到
今年2月份，「這隻股票總在尾盤時分出
現飆升，時間大約在收盤前10分鐘」。

資本運作手法產業布局屢被轟
此後內地媒體也加入了對漢能的口誅筆

伐，《第一財經日報》在今年4月24日用
罕見的4個整版刊發了針對漢能集團的5
篇報道，包括《李河君的舉世藍圖誰能
懂，漢能到底在下什麼棋？》、《爭議李
河君》、《揭開漢能資金鏈謎團》、《自
營賬戶重倉漢能，權益卻不屬中信証券，
收益互換替誰鎖倉？》、《漢能九大光伏
基地全景圖》，質疑李河君的資本運作手
法及產業布局，包括涉嫌關聯交易、操縱
股價等。
漢能不甘示弱，很快也發表公告逐條反

擊，稱《第一財經》報道內容嚴重失實，
「採用影射、猜測、臆造等方式惡意誤導
公眾」，導致其市值損失約280億元。但
公告未能平息市場疑慮，《長江商報》亦
引述內地一大型券商分析師批評漢能的經

營模式為「左手進，右手出」，又稱其長久以來「猶
抱琵琶半遮面」的融資方式和額度亦讓人如墜雲霧。

市值曾達3783億 超港交所國壽
然而諷刺的是，漢能的股價卻依然節節向上，由一

年前的約 1.1元，升至今年3月初盤中最高位的9.07
元。當時有謠言稱李嘉誠入股漢能，推動公司股價在
3 月 5 日達到 9.07 元的歷史高位，當日市值達
3,783.48億元，甚至超過了港交所和國壽。不過「超
人」很快通過發言人澄清，他本人或集團公司從沒有
入股過漢能薄膜。在4月份《第一財經日報》重錘狙
擊之後，翌日有外電引述市場消息聲稱，截至今年3
月底，國家外管局已買入漢能數十億元的股份，由於
佔公司的股份少於5%，故不用向外公布。
在市場熱炒氣氛下，漢能的股價從2月底至今基本

保持在6.5元以上水平，直至昨日才回到4元樓下，見
3.91元，公司市值單日縮水1,443億元，最新市值為
1,630.97億元。 ■記者 涂若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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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中國首富」李河君任主席的漢能薄膜發電(0566)，昨早股價突然暴瀉

近50%後停牌，公司市值個半鐘蒸發1,443億元。晚上路透社引述知情消息人士稱，漢能因涉嫌市場操

縱，正遭到香港證監會調查，證監會已對漢能調查了數周。證監會及港交所（0388）均表示不評論個別

公司事件。漢能停牌時稱，待發公告交代，惟至晚上11：30，公司仍未有交代事件。

漢能股價昨日在開市前競價時段已埋下暴瀉
伏線，由開市前交易時段至10：29，先後

有19次超過100萬股的大手主動沽盤，沽貨價由
每股介乎7.35至5元。至昨早10：40停牌，股價
暴瀉46.95%，總成交10.51億元，涉及1.75億
股，公司市值單日蒸發1,443億元，幾乎等於損
失了一間聯想(0992)的市值。港交所發言人表
示，是漢能自己提出停牌，將有公告要刊發，但
漢能薄膜未對此多做解釋。
漢能則稱待刊發載有內幕消息的公告，惟至昨
晚11：30，公司仍未刊載公告交代事件。

料因英利在美大跌 殃及池魚
市場昨日日間對市值龐大的漢能股價急瀉眾
說紛紜，有指是在美國上市的中資股英利綠色能
源(YGE)大跌引發火燒連環船，英利上周五向美
國證交會(SEC)提交報告，表示對自身的持續經營
能力，提出了「實質性懷疑」，消息令太陽能板
塊全線疲軟，卡姆丹克(0712)昨日跌逾一成。
但市場人士指，有關報告是上周五已公開，沒理

由市場後知後覺，到昨日（周三）才有反應。另
外，漢能昨日舉行股東會，但主席李河君未有出
席，據悉也因此加劇沽壓。但李河君其後在北京現
身，粉碎了「潛逃」傳言，故該名市場人士認為，
漢能急跌與「被斬倉」有關，至於斬倉的原因，可
能是股東的財務原因，也可能因監管當局的調查。

有指大戶斬倉 觸發程式賣盤
根據大戶盤路的數據，漢能昨日的沽盤主要來

自中信証券(6030)，沽出的金額達2,098.2萬元，
主要沽售價為7元。其他主要沽家還包括瑞銀、
高盛及招商證券，主要沽售價同為7元，涉及的
沽出金額分別為 1,985.5 萬元、1,901.8 萬元及
1,673.5萬元，顯示有大戶大額斬倉，大跌下觸發
了基金的程式賣盤，令股價愈跌愈急。

股權高度集中 外人恐難沽空
有證券經紀表示，漢能的股權高度集中在大股

東手上，除非李河君將持有股份抵押給他人，否
則甚難將有關股份推低。據港交所披露易資料，

李河君持有漢能80.89%股權，外人難以大手
借貨沽空。因此，早前有報道指出，有外資
聯同一些股票研究機關，部署出報告唱淡漢
能，同時沽空該股以獲利，但李河君卻多番增持
股份，「挾死」有意沽空的外資。

熱炒股狂升暴跌 惹當局關注
不過，至昨晚7:45，路透社發稿引述知情人士
消息，漢能因涉嫌市場操縱，正遭到證監會調
查。消息人士表示，證監會已對漢能調查了數
周。報道亦補充，記者數度致電漢能北京辦公
室，但無法聯絡上該公司主管就此置評。證監會
及港交所亦指不會評論個別公司事件。
事實上，自港股進入「大時代」後，部分股份
出現狂升暴跌，早已引起了市場戒心及監管當局
的注意，如5月8日恩達(1480)的「四分鐘紅底
股」事件，傳聞證監會已介入調查。該股由5月8
日的最高見102元，急挫至昨日的5.2元，跌幅高
達94.9%。市場人士相信，隨證監會介入調
查，稍後將有更多違規事件曝光。

受受查查

缺席股東會 李河君現身北京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漢能
（0566）股價昨日「跳崖式」急跌
47%後停牌，但有內地小股東「勇者
無懼」，表示該股今日若復牌會「撈
底」。事實上，滬港通開通後，漢能
一直是「中國大媽」的愛股之一，長
踞「港股通」十大成交榜，也因此開
始為港人熟悉，加上有不少股評人吹
捧，有本港散戶將賣樓所得的150萬元
投入買漢能，博其變成第二隻騰訊
（0700），惟昨日一瀉，他在網上討
論區訴苦說已經賬面蝕了逾70萬元。

港股通顯中國大媽撈底
漢能昨早急跌時，港股通資金有
「撈底」跡象，買入股份的資金共
1.12億元，買入價大約為4.95元，沽
出的股份為4,674萬元，顯示內地投資
者仍鍾情於此股。昨日該股的總成交
為10.5億元，有證券經紀表示，一間
逾3,000億元市值的大型公司，被區區
約10億元的資金推低，實屬罕見，反
映大戶不計價狂拋，預示後市有極大
風險。
不過，有內地股民昨日表示，相信

公司股價是被短暫「做空」，投資該

股不應考慮短期股價表現，而是考慮
公司及管理層，故他會考慮增持股
份，趁低吸納。
有深圳散戶在討論區上表示，用了

10多萬元在約7元的價位買入漢能，
主要是希望中長線持有一些環保概念
股。即使該股急跌，但她的心情仍是
平靜的，不太驚慌，因始終覺得該股
有實質業務支持。

港散戶博變第二隻騰訊
較幸運的內地散戶歐先生說，鑑於

「北水」湧入港股，中國大媽狂掃漢
能，故跟風下也買了一點，買入價約
在6.98元，賺了約7%就已離場。他對
早走一步非常慶幸，因他也覺得這樣
的升勢是不能長久的。
有幸運也自然有不幸的股民，有本

港網民表示，早前賣樓套現150萬元，
並「瞓身」在6元左右追入該股，股價
雖一度升上8元，但由於希望長線持
有，博漢能可像騰訊那樣爆升，所以
並未有出貨。現在賬面已蝕逾70萬
元，他坦言難以置信，最怕更是該股
一旦被查，或要停牌一段長時間，那
150萬元實「凶多吉少」。

神秘富豪李河君
成新晉首富

散戶賣樓買漢能
呻賬面蝕70萬

■漢能股價暴跌
後，李河君身家恐
大縮水。

■■李河君昨在清李河君昨在清
潔能源展示中心潔能源展示中心
開館儀式上發開館儀式上發
言言。。 中新網中新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