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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交 所 昨 日 出 手 嚴 打 「 啤
殼」，有市場人士呻今勻真係比
翠如BB累死。此話怎解？事緣黃
翠如父親黃永華旗下的聯旺集團
(8217)，股價被炒上太空，又上市

一個多月就發盈警，咁又點？話晒都係經過了聯交
所及證監批准上市，大把創業板股份都係咁啦，怪
只能怪翠如BB名氣太大，報紙大字標題，市場高
度關注，認為有人做得太過張揚了，令到想「鬆
張」的聯交所好難下台，結果要「做嘢」。

其實早在4月28日，證監會已經點名批評聯旺股
權高度集中，指有19名股東合共持有2.5854億股
該公司股份，相當於該公司已發行股本之
20.72%，有關股權連同由該公司一名主要股東持有
之9.36億股（佔已發行股份75%），相當於該公司
於2016年4月19日已發行股份總額之95.72%。

第三板可能更難推出
今次監管機構相繼出手，「殼農」今後想「種殼」搵食

又難咗，所以話，一切都係翠如BB的錯。經此一役，上市
條件較創業板更鬆的「第三板」，可能更難推出，令「殼
農」又少條財路，所以千錯萬錯都係翠如 BB 的錯。

■記者 蔡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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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記者 蔡競文蔡競文、、周紹基周紹基）「）「女神股女神股」」

成絕唱成絕唱 ，，港交所港交所（（03880388））旗下聯交所昨刊發指引禁絕旗下聯交所昨刊發指引禁絕

殼股上市殼股上市。。指引列出指引列出「「殼股殼股」」77個特徵個特徵（（見表見表），），包包

括括：：僅勉強符合上市資格規定僅勉強符合上市資格規定、、上市集資額絕大部分用上市集資額絕大部分用

作支付上市開支等等作支付上市開支等等。。聯交所認為此類公司會引發投機聯交所認為此類公司會引發投機

買賣買賣，，損害投資大衆利益損害投資大衆利益，，日後在審批此類日後在審批此類IPOIPO時時，，將將

施加額外規定或條件施加額外規定或條件，，又或行使酌情權拒絕其上市又或行使酌情權拒絕其上市。。

1 低市值低市值

2 僅勉強符合上市資格規定僅勉強符合上市資格規定

3 集資額與上市開支不合比例集資額與上市開支不合比例（（即上市所得款項絕大部分用作支付上市開支即上市所得款項絕大部分用作支付上市開支））

4 僅有貿易業務且客戶高度集中僅有貿易業務且客戶高度集中

5 絕大部分資產為流動資產的絕大部分資產為流動資產的「「輕資產輕資產」」模式模式

6 與母公司的業務劃分過於表面與母公司的業務劃分過於表面：：申請人的業務只是按地區申請人的業務只是按地區、、產品組合或不同產品組合或不同
開發階段等刻意從母公司業務劃分出開發階段等刻意從母公司業務劃分出來來

7 在上市申請之前階段幾乎沒有或無外來資金在上市申請之前階段幾乎沒有或無外來資金。。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聯交所指引信聯交所指引信

IPO審批緊盯7特徵 可拒絕上市

20162016年年66月月44日日（（星期六星期六））A3 重 要 新 聞■責任編輯：劉錦華 ■版面設計：張景光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在A股有望在本月納入MSCI指數
的憧憬下，A股反覆高收，帶動港股升越21,000點大關，見21,049
點，是近一個月的高位，可惜未能企穩，收市報20,947點，升88
點。國指收8,809點，升53點。總結全周，恒指累升371點，升幅
1.8%，連續三周向好，累升1,227點，國指一周更累升2.5%。
藍籌股普遍向好，友邦(1299)升0.5%，匯控(0005)遭 Investec 下
調評級至「持有」，全日仍升0.59%。領展(0823)6月8日公佈全年
度業績，股價率先炒高2.78%，為表現最好藍籌股。東亞(0023)昨
公佈裁員後，暫無新裁員計劃，股價再升1.38%，報29.3元。

觀望多件大事 入市氣氛仍審慎
耀才證券研究部經理植耀輝表示，本月有多項重要事件待公佈，
除了A股能否獲納入MSCI指數及「深港通」外，美國息口及英國
脫歐公投等，也影響着大市情緒，令交投維持低位。目前，市場靜
候美非農數據，股民炒股不炒市下，料22,000點為阻力區。

券商股當旺 港交所重上190元
分析員指出，市場憧憬內地會搶先公佈推出「深港通」，以求

在納入MSCI指數一事上增加機會率，令港交所(0388)及券商股獲
追捧，港交所收報190元，全日升1%。股王騰訊(0700)也因此獲
大手買入，尤其集中在尾市時段，該股全日升0.4%，成交46.8億
元，推動港股成交突破600億元，見605億元。
券商股造好，但升勢未全面，中州(1375)升4.5%，中信証券
(6030)升3.2%，海通證券(6837)升2.7%，廣發証券(1776)升2.3%。

新手遊火熱 金山領漲科技股
個別科技股獲追捧，據《騰訊遊戲》報道，金山軟件(3888)首款
「劍俠」系列手機遊戲推出內地反應火熱，該股收市急漲逾半
成，報15.64元，神州控股(0861)及聯想(0992)亦反彈5%及2.6%。
個別股份方面，本周三上市的半新股中銀航空租賃(2588)失守42

元招股價，收市報40.65元，全日跌3.2%。落實出售壽險業務的
大新金融(0440)，全日升3.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偉昉）人民
銀行昨公佈人民幣中間價為6.5793，較
前一個交易日跌105點子。晚上美國公
佈非農就業數據遠差於預期，市場認為
美6月加息無望。人民幣匯價急升，截
至昨晚10：42，在岸CNY報6.5541，升
244 點子；離岸CNH報 6.5513，升 341
點子。

銀公：內地數據穩 走資紓緩
美國加息預期日前不斷升溫，銀行公會

署理主席譚何錦文昨在例會後表示，美國
加息需視乎未來經濟的表現，本港時間周
五晚公佈的非農業就業數據是重要的指
標；英國在6月23日舉行「脫歐」公投，
料美聯儲會等待結果公佈後才決定是否加
息，故預計7月加息的機會比6月大。
談及人民幣匯價時，譚何錦文表示，人

民幣經過年初貶值後，引發市場波動的風

險相對較低。她指出，近期內地的經濟數
據穩定，資金外流的情況有所紓緩，而內
地政府亦表現了信心和能力去維持穩定的
匯率，定價機制亦見透明，不預期人民幣
會大幅貶值。

商戶放緩擴張 料貸款低增長
香港方面，雖然4月的零售銷貨總值跌

幅比3月收窄，不過部分類別如珠寶、電
器的跌幅達雙位數，譚何錦文相信未來經
濟前景不明朗，而消費因為遊客數字下跌
會繼續疲弱，預計今年因商戶業務擴張放
緩，貸款需求低增長。
此外，譚何錦文指出，中國銀行間債券

市場開放程度超出期望，全球銀行可以進
入中國銀行間的債市，資金匯入匯出並無
限制。香港的金融機構銀行對此相當有興
趣，認為可以找到新的業務機遇，投資額
視乎資金環境。

港交所出招 嚴打「啤殼」

本月大市利好利淡因素
利淡

1 美國加息預期升溫

2 英國「脫歐」公投壓
抑大市

3 商品價格或因美元轉
強而下挫

4 人民幣匯價有走弱跡
象

利好

1「深港通」或短期宣佈推出
時間表

2 MSCI 6月中開會檢討是否
將納入A股

3 中國經濟數據進一步回暖

4 美國房地產數據堅挺，顯
示美國經濟正加速復甦，
美元強勢令更多資金回流
美股

港股市場龍蛇混雜，各路人馬雲集搵食，「啤殼」
盛行，創業板更被譏為「啤殼工場」，殼股癲升

狂跌，一直為市場人士所詬病。聯交所昨終於出手，
發出指引信，就首次公開招股審批及申請人是否適合
上市發出進一步指引。
指引稱，聯交所檢視了2012年至2014 年所有在主

板及創業板新上市的公司以及部分在 2015年新上市的
公司，歸納出這類公司的7個特點，包括：低市值；
僅勉強符合上市資格規定；集資額與上市開支不合比
例，即上市所得款項絕大部分用作支付上市開支；僅
有貿易業務且客戶高度集中；絕大部分資產為流動資
產的「輕資產」模式等等。

留意多隻新股解禁後即易手
聯交所表示，留意到有多家新上市發行人的控股股
東在上市後監管禁售期結束不久，即沽出或逐漸減持
其權益，有時該等發行人更會同時改組管理層及／或
改變上市業務性質。此現象的其中一個原因，在於該
等新上市公司的原控股股東着眼於上市地位所帶來的
價值，而非對集資及爭取上市地位以發展業務有真正
需要。聯交所認為這類公司會引發投機買賣，損害投
資大衆的利益。

續研收緊反收購行動等規則
港交所監管事務總監兼上市主管戴林瀚表示，為了
維持香港市場的質素及聲譽，聯交所將會採取主動進
取的態度處理任何令人質疑其上市理由及目的之上市
申請。此外，港交所也將繼續探討如何收緊上市後有
關反收購行動及現金資產公司的規則。
聯交所認為，公司適合上市與否是一項重要準則。因
此，聯交所擬針對那些具指引信所列特點的上市申請人
作出更嚴謹的審視。聯交所將要求該等申請人及其保薦
人提交詳盡分析以證明申請人適合上市。聯交所審閱有
關分析後或會因應審閱結果而施加額外規定或條件，又
或行使酌情權以不適合上市為由拒絕有關申請。

上市費累盈警 「女神股」恐絕唱
指引又指到，會特別關注那些規模及前景均與其獲取
上市地位所付出的成本或上市目的不匹配的上市申請
人。TVB藝人黃翠如父親旗下公司聯旺集團（8217）
早前上市一個月多些就發盈警，原因是受到1,030萬元
的上市開支拖累，料截至今年3月31日止財政年度的純
利將按年大跌50%至70%。聯旺的情況正是聯交所昨日
指引列出的「集資額與上市開支不合比例」的「殼股」
特點，日後此類股份極可能遭禁絕上市。
不過，聯旺集團可能受惠在港交所落閘前趕上了「殼
股」尾班車，昨日股價大升7.82%，收報6.48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聯交所昨指出，留意
到有多家上市公司在禁售期結束後，即出現控股股東變
動等情況，該等發行人只着眼其上市地位所帶來的利
益，而非公司本身業務發展或資產增長。這就是市場人
士泛指的「啤殼」舉動，部分人士借上市製造大量「殼
股」，以求將「殼股」出售獲利。

創板殼價達三四億 有價有市
據市場人士指出，目前主板「殼價」叫價仍然企穩

6.5億至7億元；創業板「殼價」亦達3億至4億元，
反映殼股仍有價有市，形成市場上有人專門物色各類
公司「種殼」。聯交所指，當有潛在買家發現此等情
況，將對「殼股」展開投機;買賣，或導致操控股價、
內幕交易及異常波動等，有損廣大投資者利益。此
外，該等公司可刻意粉飾相關企業行為，從而迴避監
管規定。
為禁絕此類「啤殼」行為，聯交所的指引信指出，

根據《上市規則》訂明，上市申請人是否適合上市，
須視乎多項因素而定，上市申請人應了解到僅僅符合
《上市規則》不一定能確保其適合上市。同時，申請
人應留意，指引信「殼股7個特徵」的每項特點的相
對輕重也會因申請人及行業而異，這些特點有可能會
隨時間而變。

有殼股特徵須提交詳盡理據
聯交所稱，倘具指引信所列的若干特點的公司擬

申請上市，聯交所會預期申請人及保薦人提交詳盡
分析以證明申請人適合上市，分析包括：一， 所得
款項用途 — 聯交所預期申請人會披露具體的所得款
項用途，而有關用途應符合申請人過往及未來的業
務戰略及行業趨勢，並解釋上市的商業理據。聯交
所不接受一般性描述，如：使用上市所得款項提升
聲譽及品牌知名度；留待他日進行收購（而未能提
供收購目標名稱及特定甄選標準）；增加人手以備

擴充等等。

申請人須證明業務可持續性
二，未來目標及戰略—聯交所預期申請人提交全面

的分析以證明其就業務營運及增長有詳細的策略計劃；
三，溢利及收益增長—若申請人曾出現溢利及收益的
增長下跌或偏低、及或將在上市後錄得溢利及收益的增
長下跌或偏低，應提交全面的分析以證明申請人的業務
能夠持續發展。
四，潛在夕陽行業—若申請人處於潛在夕陽行業

或其業內市場前景下滑，申請人須能證明其業務可行
性，及其有能力與資源調整其業務以回應市場需求的
轉變。申請人亦應證明業務的回報值得公司付出上市
的費用。
聯交所提醒保薦人，在代表申請人向聯交所提交上

市申請前，應確保其根據合理判斷，已知悉所有與判
斷上市申請人是否適合上市有關的重要事宜。

主板「殼價」7億 種殼造富

炒深港通 港股再撲21000

美數據差恐難加息 人幣急升

■■譚何錦文譚何錦文。。
歐陽偉昉歐陽偉昉 攝攝

■聯旺上市當日，黃翠如（左二）攜同男友蕭正楠（右二）與一家人齊齊撐場，成為城中熱
話。然而公司股價癲炒，股權高度集中，卻引起監管機構關注。 資料圖片

■■港股昨一度升越港股昨一度升越2121,,000000點大關點大關，，收升收升8888點點，，成交成交605605億億
元元。。總結全周總結全周，，恒指累升恒指累升371371點點，，連升三周連升三周。。 中新社中新社

7個特徵認住殼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