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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仔跳崖 13 隻大插超 5 成
細價股莊家疑爆煲「
細價股莊家疑爆煲
「翠如 BB
BB」
」市值唔見 111 億

逾半爆災股
在Webb黑名單內

爆煲細價股昨跌幅慘烈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周紹基)) 細價股昨日爆
發小型股災，
發小型股災
，早市有逾 11 隻細價股慘跌八至九

代號

名稱

昨收(元)

變幅(%)

1027

中國集成控股

0.016

-94.3

8193

漢華專業服務

0.064

-93.4

BB 家族唔見 111
111..27 億元身家
億元身家。
。 市場人士相信

8217

聯旺集團

1.060

-89.4

昨日小股災成因，
昨日小股災成因
， 或與懷疑細價股莊家資金鏈

1389

美捷匯控股

0.192

-81.0

斷裂有關，
斷裂有關
，在火燒連環船下
在火燒連環船下，
，釀成小股災。
釀成小股災。

8021

匯隆控股

0.032

-80.7

1633

上諭集團

0.600

-77.6

0630

雋泰控股

0.167

-70.2

0802

中國錢包

0.195

-64.5

2324

首都創投

0.073

-60.8

0736

中國置業投資

0.043

-57.0

0243

品質國際

0.285

-56.8

0205

財訊傳媒

0.042

-55.8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
基) 港 股 近 年 被 不 少 投 資 者 詬
病，指「老千股」橫行，很多股
份只集中在少數股東手上，不少
股份更是長年極低成交，而且
「啤殼」行為熾熱，全配售股份
更成為「妖股」的溫床。
獨立股評人David Webb 今年5
月曾列出「50 隻不能買的港股」
的黑名單股份，當中交叉持股且
關係複雜，質疑相關公司無意為
股東創造利益，公司管理層為自
身利益，刻意持有泡沫股，而昨
日爆災的細價股中，逾半都在該
50隻股份名單內。

1226

中國投融資

0.124

-50.2

50隻股份持倉集中8券商

8321

泰錦控股

4.000

-48.3

1327

時間由你

0.043

-41.1

8027

吉輝控股

0.165

-41.1

1647

SHIS LTD

0.345

-40.5

0913

合一投資

0.067

-37.4

8019

皓文控股

0.117

-35.0

1630

建成控股

0.410

-28.1

翻查中央結算系統(CCASS)資
料，該 50 隻股份的持倉均聚集在
8 間證券行，包括康宏環球
(1019)、君陽金融(0397)及國農金
融(8120)旗下證券行，分別持有
22 隻、16 隻及 13 隻上榜股至少
2%，當中康宏證券有 14 隻上榜
股份持倉是超過 10%，另外，智
易控股(8100)也有涉足，其餘大
手持倉相關 50 隻股份的證券行，
還包括阿仕特朗、貝格隆、鼎成
及福財。

成半，
成半
，收市仍有 13 隻瀉逾五成
隻瀉逾五成；
；其中港人熟悉
的「翠如 BB
BB」
」股聯旺集團
股聯旺集團((8217
8217))，直插到底
直插到底，
，
收市暴瀉 89
89..4% ， 市值僅剩 13
13..23 億元
億元，
， 翠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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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隻主板股份跌幅逾八
至昨日中午休市，有
成，大部分是毫子股及仙股，其中中國集

成(1027)、雋泰(0630)跌逾九成最誇張，中國錢包
(0802)、中投融資(1226)、美捷匯(1389)亦有近九
成跌幅。主板尚且如此，創業板股份的跌幅更
甚，創業板指數全日大挫9.6%，是逾兩年來最大
跌幅。昨日雖然在港交所(0388)澄清傳聞後，部
分暴跌股份由低位反彈逾倍，但上述 9 隻細價股
整體市值仍蒸發約500億元。

港交所澄清傳聞 續監察市場
昨日小股災成因，最初傳是港交所已提交建
議，指為激活香港小企業創新，將強制低於 1 元
且平時交投不活躍的「殭屍股」退市。不過，港
交所否認並嚴正澄清指，以上傳聞完全沒有事實
根據。又指就若干股份股價波動，將會繼續密切
監察市場活動，並於需要時採取適當的風險管理
措施及監管行動，包括與監管機構合作調查各項
涉嫌違規違法行為。

傳漢華先遭洗倉 火燒連環船
其後市場消息流傳，昨日細價股爆災的真正起
因，是曾公佈有意收購英超球隊侯城的漢華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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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8193)，昨日公佈年度業績，期內虧損由前
年的約 350 萬元，擴大至約 1.24 億元，消息使該
股被率先洗倉，股價暴跌逾 93%。接着「火燒連
環船」出現，所有如漢華般，被隆成金融(1225)
及旗下貝格隆證券持倉的股份，均出現暴跌。
除上述股份外，爆災股份還包括首都創投
(2324)、上諭(1633)、中國置投(0736)、品質國際
(0243)、匯隆(8021)及「翠如 BB 股」聯旺集團
(8217)，跌幅起碼 80%。其中聯旺直插到底，收
市暴瀉 89.4%，市值僅剩 13.23 億元，市值蒸發
111.27億元。

資金鏈斷 貝格隆持倉股仍高危
至於位處「暴風眼」的隆成金融，已於本月初
遭證監會勒令停牌。有證券經紀指出，有可能是
隆成金融出事，以致旗下的貝格隆證券持倉的部
分細價股出現資金斷裂，致使大量與隆成有關的
股份也被斬倉。他料短期內，仍會再有被貝格隆
持倉的股份遭洗倉。
智易東方證券駐香港的行政總裁藺常念回應傳
媒時稱，市場呈現骨牌效應，處在同一個網絡中
的所有公司都倒下了，表示這些股票都由同一群
人持有，而他們肯定是陷入了流動性危機，沒錢

來支持股價。

■德勤料本港今年新股集資額約 1,500 億港
元。左為歐振興，右為紀文和。
陳楚倩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德勤中國全
國上市業務組聯席領導合夥人歐振興表示，
內地新三板與港交所早前提出設立的「創新
板」不同，認為內地新三板與本港創新板未
必會出現太大競爭。原因是內地上市的速度
有所加快，但始終未能趕上內地企業對上市
集資的需求大。
至於，成功「入摩」方面，該行聯席領導
合夥人紀文和表示，內地 A 股獲納入 MSCI 指
數的佔比不足百分之一，短期對資金衝擊不
大。A 股已經三次被拒納入 MSCI，令 A 股的
監管更嚴謹，成功「入摩」後料令其他指數
考慮將A股納入其指數中。

港今年IPO額可保全球三甲
德勤昨發佈全球新股市場報告，雖然上半
年紐約、上海和深圳交易所集資額領先香
港，但申請在港上市的新股仍然活躍，德勤
預計，香港仍可維持全球 IPO 集資額前三

創板新股上市宗數料超主板
據德勤統計，截至今年 6 月底，上半年本港
有 69 隻新股上市，其中 35 隻在創業板掛牌，
34 隻在主板上市，是自成立創業板以來的半
年新高。歐振興預計，創業板新股數量和申
請上市宗數都超過主板，是創業板自 1999 年
創立以來的上市宗數半年新高，預計該趨勢
會持續至下半年，料創業板上市的新股比例
不會低於主板，現時創業板仍處理 83 間企業
的上市申請。
內地市場方面，德勤預計 2017 年全球 A 股
將有約 420 至 480 隻新股上市，集資額至少
2,600 億元人民幣，這意味着下半年 A 股 IPO
發行數量稍為放緩，但集資額會受惠於 2 至 3
隻大型地產和金融服務新股而增長，中小規
模的製造和科技行業的企業數量仍多。
德勤統計，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A 股錄
得 252 隻新股集資 1,276 億元人民幣，較去年
61隻集資288億元人民幣增加三倍，上海主板
最為活躍，6個月新股數量很可能超越2016年

其 中 最 大 市 值 的 「 翠 如 BB
股」聯旺(8217)，市值昨日一天
內，由 124 億元跌至 13 億元，其
次為中國集成（1027）也由 210
億元市值，跌至 12 億元；泰錦
(8321)市值由 66.3 億元跌至 32 億
元。
投資者學會主席譚紹興認為，
本港三四線上市公司交叉持股普
遍，或與「啤殼」活動有關，
「殼股本身要搵人撐，好多上市
公司老闆會齊齊炒股，每人也持
有少少股份。」
他指出，雖然這不等於其一定
是「老千股」，但已反映出有關
公司不務正業，只靠炒股賺錢，
隨時「賺錢對公司沒益處，蝕錢
賬目就放落公司。」

業內倡改例加強股權披露
譚紹興直言，現時交叉持股未
必再單純是一間上市公司直接持
有另一間上市公司，可以透過購
買另一間公司的可換股債券，變
相達到交叉持股的目的，散戶難
以提防，建議證監會改例以加強
股權披露。

與隆成相關股份 呈骨牌效應
但事實上，與隆成有着千絲萬縷關係的智易控
股(8100)，昨日也跌 6.2%。另外，持有隆成的康
宏(1019)也跌 7.2%，中國環保能源(0986)跌近兩
成，合一投資(0913)跌逾 37%，市場關注事件會
否蔓延至康宏系股份。
昨日暴跌的股份，全部都在早前獨立股評人
David Webb 其 5 月所列出的「50 隻不能買的港
股」，原因是該批公司大量關連持股， Webb 質
疑複雜架構是另有意圖。翻查持倉記錄，隆成金
融與旗下的貝格隆持有漢華及集成近 10%，品質
的持倉更逾兩成，聯旺持倉亦超過2%。

Webb黑名單內股仔孖展受壓
David Webb 昨向媒體表示，昨日的細價股急
挫，尤如2002年的「仙股風暴」，是對監管當局
的一個警號。有業內人士指，自從 Webb 公佈該
50 家有問題的港股名單後，多間基金盡量出貨，
令有關細價股的孖展資金遇上極大壓力，在隆成
停牌後，導致部分基金重倉孖展不能斬倉，最終
出現「火燒連環船」，引發今次的細價股股災。

德勤：新三板與創新板競爭不大
甲；料全年香港迎來 140 至 150 隻新股上市，
集資額約 1,500 億港元，預計有 2 至 3 隻中資
金融服務和科技企業新股上市，集資金額約
10億美元。
歐振興昨表示，香港傳統上市高峰期是最後
一季，雖然預料大型新股數量減少，未來新股
集資額不大，香港可能落後紐約，但有信心本
港全年的新股表現可與全球新股市場一較「位
列三甲」之位。德勤指，上半年在香港上市集
資金額為 538 億元，按年增長 23%，全球排名
第四，落後於紐約、上海及深圳。

中國集成市值蒸發94%

全年，會是2011年以來新股最出色的一年。

基地錦標首掛 一手蝕380元
另一方面，細價股昨日遭重挫，影響新股市
場氣氛。新股基地錦標(8460)首掛潛水，該股
昨收報0.201港元，較招股價0.24元低1.25%。
按每手10,000股計，一手賬面蝕380元。
今日接力上市的信邦控股(1571)，昨暗盤表
現慢熱，收市 3.51 元，比招股價 3.42 元升
2.6%。不計手續費，每手賺 90 元。信邦的香
港發售錄超購 58.99 倍，國際配售部分已獲適
度超額認購。

恒智控股招股 入場費3232元
此外，本地安老院舍營運商恒智控股(8405)
今日起至下周一(7 月 3 日)招股，計劃發售 1 億
股，一成作公開發售，每股招股價0.7元至0.8
元，集資最多 8,000 萬元。每手 4,000 股，入
場費 3,232.25 元。股份預計 7 月 12 日在創業板
掛牌，國泰君安融資為獨家保薦人。

擬斥資3400萬 收購安老院舍
公司引入中民投旗下盈豐國際為基石投資
者 ， 共 認 購 3,200 萬 股 ， 佔 配 售 部 分 約
35.56%，及佔發售完成後的已發行股本8%。另
外，公司亦獲私人投資者佳冠作為上市前投資
者，以每股0.33元認購3,600萬股，佔發售完成
後已發行股本的9%，作價較招股價範圍折讓最
多58.75%，而且無設定禁售期。
主席兼行政總裁易德智昨表示，公司計劃
收購一間安老院，提供約 250 個宿位，未來會
作翻新工程，投資額約 3,400 萬元，有望可在
一年內運營。

傳強制殭屍股除牌
十足「仙股事件」翻版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昨日的細價股爆災事件，起初事
緣有傳港交所（0388）將強制低
於 1 元及平時交投不活躍的「殭
屍股」除牌，引發細價股走鬼人
踩人，十足 2002 年的「仙股事
件」翻版。
港交所在 2002 年 7 月 25 日，建
議將股價持續30日低過0.5元的公
司，從主板除牌，投資者憂慮所持
有的細價股會遭除牌，而觸發大規
模拋售，史稱「仙股事件」。當日
港股總市值下跌113億元。其後，

港交所被迫撤回諮詢文件。事情牽
涉當時剛上任的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局長馬時亨，迫使他成為問責制推
行後，首位向公眾鞠躬道歉的局
長，而時任港交所行政總裁的鄺其
志其後亦請辭。
「仙股事件」其後引發對港股
監管架構的檢討，仙股事件專家
小組報告建議，將港交所的上市
審批權移交證監會，但被港交所
董事局全力反對，其後催生了證
監會的雙重存檔制，港交所最終
保住其上市審批權。

顧雛軍遭飭令回水4.8億 歷來最大
香港文匯報訊 市場失當行為審裁
處（審裁處）昨日飭令格林柯爾前主
席兼首席執行官顧雛軍，交出他因進
行市場失當行為而得的 481,969,785 元
利潤及利息 。這是審裁處至今所施加
最大款額的一項交出款項令。

市場失當行為 三前董事受罰
審裁處在去年 12 月 29 日裁定，顧
及三名前董事張細漢、胡曉輝、徐萬
平以及前財務總監莫永佳，曾涉及
《證券及期貨條例》所指披露虛假或
具誤導性的資料誘使他人進行交易的
市場失當行為，原因是他們嚴重誇大
格林柯爾的銷售額、溢利、應收賬款
和銀行存款，及將該公司截至 2000 年
至 2004 年 12 月 31 日止財政年度的資
產淨值分別誇大約 4.87 億元（人民
幣，下同）、6.53 億元、9.82 億元、
10.62億元及9.04億元，相當於格林柯
爾在該些年度的總資產淨值的 43%至
80%。
審裁處亦施加以下的命令：針對
顧、張、胡及徐的取消資格令，禁止
他們由2017年10月1日起(為期5年)擔
任或繼續擔任上市法團或在上市公司
直接或間接擁有持股的任何公司的董
事或參與有關的管理；針對莫的取消
資格令，禁止他由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
(為期 3 年)擔任上市公司的董事；針對
顧的冷淡對待令，禁止他由2017年10
月 1 日起(為期 5 年)直接或間接處理任
何證券、期貨合約或槓桿式外匯交易

合約，或該等產品的任何權益；針對
顧、張、胡及徐的終止及停止令，禁
止他們作出任何市場失當行為。若他
們日後再度干犯市場失當行為，即屬
刑事罪行。
審裁處進一步命令指，顧、張、胡
及徐各自支付 513 萬元，作為證監會
的法律和調查費用以及審裁處研訊程
序的訟費，而莫則須支付 108 萬元；
及審裁處針對莫所作的裁定將會轉介
予香港會計師公會進行紀律程序。
證監會向內地就有關事宜提供持續
協助的執法機關表示感謝。

場外衍生工具擬作兩修訂
另外，繼早前就建議調整在場外衍
生工具監管制度下的「場外衍生工具
產品」的涵蓋範圍發出聯合諮詢文件
後，金管局及證監會昨就該諮詢發表
總結文件。建議的調整旨在：訂明一
些新增市場及結算所，使透過有關市
場買賣及透過有關結算所結算的產品
不會被視為「場外衍生工具產品」；
及 將 「 得 爾 塔 為 1」 的 權 證 剔 除 於
「場外衍生工具產品」的定義範圍
外。
總結文件指，經考慮市場的回應意
見後，金管局及證監會已得出結論，
認為應付諸落實建議的調整。總結文
件同時進一步闡明將如何界定得爾塔
為 1 的權證。金管局及證監會將聯同
律政司草擬所需的法例修訂，以便落
實上述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