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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從事資訊科技、媒體、製造及金融服務的
遠東控股，其主要股東原為邱達根，即已故

亞視前主席兼遠東集團創辦人邱德根之「孻仔」。
遠控上月29日起停牌，待公佈內幕消息，停牌前
報3.25元。若以該價復牌，李連杰夫婦賬面可淨賺
363.3億元。
據聯交所資料顯示，李連杰夫婦購入的約115.35
億股好倉，佔遠東控股已發行股本之999.99%，其中
50億股為衍生工具。其實，李連杰本身亦為阿里影業
(1060)的非執董，近期亦曾在港出席阿影的股東會。

嘉年華景百孚場外購股涉6530萬
另外，嘉年華國際(0996)主席景百孚亦於同日以
每股0.1元，於場外購入約6.53億股好倉，涉資約
6,530 萬元。其他入股股東包括劉文德、3W
Partners GP、徐勇及周玲玉，分別以相同作價，

購入9.8億股、8.17億股、2.83億股及5.34億股。

近年不少藝人紛「買殼」進股壇
事實上，近年不少藝人通過「買殼」踏入股壇，

引起市場關注。金像獎影后趙薇去年底以31億元
代價入股阿里影業，成為阿影第二大股東，佔總股
本9.18%。她今年4月趁高位減持2.56億股，淨賺
5.888億元。
而趙薇的兩名好友劉嘉玲及謝霆鋒，去年亦分別

入股數字王國(0547)及漢傳媒(0491)。劉嘉玲透過換
股票據入股數字王國，謝霆鋒則斥資1.23億元，成

為漢傳媒最大股東，市傳他有意透過上市公司平台
發展電影業務。不過，在港股近日大震盪下，漢傳
媒昨收報0.7元，相比最高位1.36元，謝霆鋒身家
蒸發2.31億元。
而早在2011年，周星馳也透過買殼形式，成為

比高集團(8220)第一大股東，現持有約20.7億股。
比高昨收報0.241元，相比最高位0.44元，周星馳
身家蒸發約4.12億元。至於21控股(1003)，繼曲線
引入馬雲之外，今年5月又引入了內地導演寧浩及
知名演員徐崢，氣場絲毫不輸趙薇做第二大股東的
阿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易）繼周星

馳、謝霆鋒、趙薇等人後，再有明星演

而優從商，染指資本市場！據昨日聯交所

股權披露資料顯示，「功夫皇帝」李連杰

及其妻利智，上周五於場外，按每股0.1元

購入約 115.347 億股遠東控股(0036)新

股，涉資11.53億元。入股價較遠控停牌

前的3.25元，大幅折讓近97%，計及遠控

原有的10.89億股已發行股本，李連杰今

次認購的新股，相當於遠控擴大後股本

72.58%，成為單一大股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希臘國會通過緊
縮方案，希債危機漸見明朗，惟聯儲局主席耶倫重
申美國可能於今年加息，令港股昨日低開約80點，
甫開市已失守25,000點。但下午A股由低位反彈倒
升，也令恒指轉跌為升107點，收報25,162點。國
指亦升67點報11,749點，但成交淡靜，只得926億
元，為港股進入「大時代」以來，第二次成交少於
1,000億元。

A 股期指結算前靠穩，滬指收 3,823 點，升
0.46%。永豐金融研究部主管涂國彬表示，經過一輪
大調整，A股有暫時見底的跡象，但距離真正回穩，
恐怕為時甚遠，因為很多本來必要出現的沽壓都給
壓制，短期信心是復甦了，但長遠會為投資者帶來
風險，股份的風險溢價未來將反映出來，令不少投
資者會卻步，這也是大市成交急降的主因。

好淡爭持 今夏料上落格局
他認為，市場關注A股今日的期指結算，雖然部
分市場人士預期會挾淡倉，但他個人預期好淡機會
參半，恒指短期將於24,850至 25,250點上落。惟
「暴力救市」變相拖長了股市調整的時間，恐怕整
個夏季仍是上落市，以長時間的調整去換取波動空
間的減少。
內地6月房地產景氣開發指數回升，為7個月來首
次回升，內房股領漲。中海外(0688)及潤地(1109)都
升4.3%，本地地產股亦造好，信置(0083)升2%，九
倉(0004)升1.6%。

內房受捧 東航領漲航空股
東航(0670)發盈喜，預期今年上半年淨利潤將較去

年同期大增約249至263倍，升至35億至37億元人
民幣，加上油價下跌，令東航升9.4%，南航(1055)
亦升3.8%。
長汽(2333)昨日早段再跌至28.75元的低位，後從

低位反彈逾8%，全日升4.4%報31.05元。發盈喜的
至卓(2323)或賣盤，全日飆1.45倍，收報0.76元；半
新股超智能(8355)午後突然急瀉逾六成，收1.05元，
跌62.2%，該股昨早曾升15%，走勢令股民嘩然。

漢能將剔出恒生多項指數
漢能(0566)日前被證監會勒令停牌，恒指公司昨日

公佈，將漢能剔出恒生環球綜合指數、恒生綜合指
數（包括恒生綜合行業指數—工業、恒生綜合大型
股指數、恒生綜合大中型股指數），以及恒生中國
內地100。另外，康哲藥業(0867)被納入恒生中國內
地100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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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湯澤洋）瑞銀財富
管理投資總監亞太區宏觀經濟主管高挺昨於記
者會表示，今年全球經濟表現繼續分化，美國
經濟穩健發展，料下半年經濟增速達3%；而新
興市場如中國、巴西，經濟下行壓力較大。
他預計，美國將於9月加息，最遲亦會於12
月有所行動，但步伐及周期較以往緩慢。此
外，他指希臘很大機會留於歐元區，下半年歐
洲將繼續推行量化寬鬆，料股票表現強勁，平
均每股盈利可達4%。

季內料減息及降準
內地市場方面，他稱近期股市下跌並未造成

系統性風險，由於內地居民財產僅佔金融資產
20%，資本市場融資亦僅佔社會融資3%至
4%，此次A股調整對經濟衝擊不大。他認為未
來繼續有刺激性政策，第三季或減息及降準各
一次，但力量與頻度均低於上半年，同時，將
出現更多定向扶持政策。

港股下半年展升勢
瑞銀財富管理投資總監兼亞太區股票副主管何偉華指，

現時H股相較A股有很大吸引力，因H股對A股折讓已擴
大至40%，相信未來半年內，港股將迎來升勢，而香港與
內地股票指數均將上升。
此外，他認為金融類股票將受惠於與寬鬆的貨幣政策，

看好大型銀行及保險股，亦指國企改革及企業「走出去」
等概念股有一定潛力。但他對舊經濟股持保守態度，認為
此類公司面臨商品減價及產能過剩等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張易）美國聯儲
局主席耶倫唱好美國
經濟，市場預計聯儲
局年底開始加息。不
過，永隆銀行司庫蕭
啟洪昨日認為，美國
勞動市場及通脹率未
必能達加息門檻，聯
儲局或採取「應酬
式」加息，在首次加
息後保持長期低息，
此舉將導致資金流回
新興市場，刺激港股
及A股再升，兩地資

產泡沫化則恐進一步惡化。
蕭啟洪指，美國緩慢加息令資金流回香港、內地、馬來

西亞、印尼等，下半年美匯指數升幅有限，或下試92至
93。與此同時，美元兌日圓年內有機會上試125，日圓再升
空間不大。

仍看好A股 樓價有下行壓力
國際資金流回新興市場，加上中國「大媽」從今次A股

股災得到教訓，蕭啟洪依然看好A股後市。惟受股災影
響，他預計，內地第三季樓價有下行壓力，消費意慾亦受
挫，政府為保經濟平穩，將加大救市力度，包括繼續減息
降準，料下半年人行減息總幅度介乎50個基點至1厘。
他指出，人行減息將導致人民幣貶值，但人民幣國際化

增加國際需求，令其貶值空間有限，預計年底人民幣兌美
元匯率介乎6.19至6.23，較該行此前預計「貶少少」。

人幣自由兌換至少等多5年
蕭啟洪又指，今次A股大震盪令人民幣全面自由兌換進

程受阻，人民幣年內獲納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特
別提款權（SDR）幾乎無可能。至於何時實現自由兌換，
至少要等多5年，即2020年。

永隆蕭啟洪：
美料緩慢加息促資金流港

■高挺(右)預計，美國將於9月加息。旁為何偉
華。 湯澤洋 攝

■蕭啟洪預料，下半年人行將共減
息半厘至1厘。 張易攝

港股成交僅926億「大時代」最低

■■港股昨一度失守港股昨一度失守 2525,,000000
點點，，收市倒升收市倒升107107點點，，但成但成
交只得交只得926926億元億元。。 張偉民張偉民攝攝

香港文匯
報訊 （記
者 涂 若
奔）李連杰
出 生 於
1963 年 ，
是內地第一
代 武 打 明
星 。 1982
年，由他主
演 的 電 影
《少林寺》
轟動全國，
片中真槍實
幹的中國功
夫令他名聲

大噪，在內地掀起了一股少林武術風潮。
90年代他到香港發展，先後拍攝了《黃飛
鴻》、《男兒當自強》、《東方不敗》等
新武俠的經典之作，總共參演過逾40部電
影。但他近年來已淡出娛樂圈，主要通過
「壹基金」平台做慈善。
李連杰練的是「真功夫」，曾連續五
次獲得中國全國武術大會冠軍。1982年
他的處女作電影《少林寺》在內地上
映，當時票價僅1毛錢人民幣，累計票房
卻達到1億元人民幣，即是總共有10億人

次觀看。該片也是第一部在香港上映的內
地功夫片，在本港票房為2,616萬港元。
翌年他主演的《少林小子》再次掀起少林
風潮，在香港也創下2,200多萬港元的票
房成績，引起了邵氏公司的注意。

拍黃飛鴻成武打巨星 闖荷里活
1990年，李連杰認識了香港武俠導演

徐克，兩人合作拍攝了《黃飛鴻》、
《男兒當自強》、《東方不敗》等多部
叫好又叫座的電影，確立了其華人功夫
巨星的地位。1997年李連杰赴美國荷里
活發展，出演電影《轟天炮4》中的反派
角色，雖然在歐美市場也受到一定程度
的關注，但之後他多數都只能飾演反角
和配角，不能與此前的成績相提並論。

設「壹基金」全情投慈善事業
2005年拍畢電影《霍元甲》後，李連

杰公開表示拍了35年的動作片，沒有什
麼再要通過武術去說的了，今後精力都
會放在慈善事業上。他於2007年發起成
立了「壹基金」，是內地第一家民間公
募基金會，曾是中國紅十字會架構下於
上海獨立運作的非公募公益組織，後來
轉至深圳註冊，獲得深圳地區獨立公募
基金的資格。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涂若
奔）李連杰的太太利智也赫赫有
名，是第二屆「亞洲小姐」冠
軍，曾被作家倪匡稱讚為「五十
年難得一見的美人」，和周潤
發、曾志偉、成龍等人合作過多
部電影。自與李連杰拍拖後，利
智漸漸退出娛樂圈，專心做成功
男人背後的女人，婚後為他誕下
兩個女兒。
利智1961年出生於上海，1981

年隨父移居香港。1986年假期，
利智參加香港亞洲電視舉辦的第
二屆亞洲小姐競選，榮獲該年度
「亞洲小姐」冠軍，並代表香港
參加亞太地區選美，榮獲「最佳

民族服裝獎」、「最上鏡小姐」
「和平小姐」3個獎項，並在總
決賽中進入了前五名。

拍《龍在天涯》撮合姻緣
同年利智參演了電影《原振俠
與衛斯理》，此後與周潤發、曾
志偉、成龍等人合作過多部電
影。1989年因拍攝《龍在天涯》
與李連杰相識兼相戀，1992年宣
佈退出演藝圈，1999年兩人正式
在美國洛杉磯註冊結婚，利智自
此開始做全職主婦。

投資有道 傳擁4億資產
不過外界盛傳利智投資很有一

手，早年在香港投資多個房地產
項目，全部皆賺錢離場，夫婦二
人還在上海坐擁兩億元豪宅物
業。2007年，利智為了讓女兒接
受更完善的教育，不惜舉家搬到
新加坡定居，並豪花4,000萬港元
購入當地最貴地段Ardmore Park
的豪宅自住，連同其他投資物
業，有媒體估計現在利智起碼坐
擁市值約4億港元的資產。

■利智在 1986 年奪得第二屆
「亞洲小姐」冠軍。 資料圖片

■李連杰主演的電影《少
林寺》轟動全國，更在內
地掀起了一股少林武術風
潮。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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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李連杰及其妻利智，上周五於場外大折讓入主遠
東控股，涉資11.53億元。 資料圖片

■嘉年華國
際主席景百
孚亦於場外
購入遠東控
股，涉資約
6,530萬元。

網上圖片

李連杰藉《少林寺》揚名 曾掀功夫熱 老婆利智奪第二屆亞姐冠軍

李連杰夫婦11.53億入主遠控
星光熠熠耀股壇「功夫皇帝」折讓97%買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