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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監勒令中國家居停牌

■劉怡翔接掌財庫局後有三大目
標，包括建立中央資料庫，拓展
金融科技及綠色金融。資料圖片

劉怡翔倡銀行共享客戶資料
建立中央資料庫 推動金融科技發展

劉怡翔表示，本港目前每間銀行，
其實都有自己的資料庫，但情況

就如自動櫃員機(ATM)一樣，不同的
銀行擁有不同的ATM機網絡，彼此
間並不互通，一旦跨網使用便要收
錢。
他建議，設立這個資料庫，將可打
破有關情況，有利金融科技的發展。
他又建議，可讓香港市民決定是否將
個人資料交予資料庫，以消除個人私
隱資料洩漏的問題。

助評估客戶風險狀況
至於資料庫由哪個機構負責，劉怡
翔回應說，由政府或私人機構營運都
可以，亦可參考例如現有的銀行間正
面信貸資料庫模式，最重要是令各個
金融機構之間，都同樣看到客戶的風
險狀況，是否曾經了解過相關金融產
品的風險等。他強調，他的建議只於
初步階段，政府稍後時間會再研究。
劉怡翔補充說，該局會與創科局一起
研究金融科技的發展。
除了中央資料庫外，金融科技及綠

色金融的發展，也是他上任後的重要
工作。大學修讀電腦並曾在電腦公司
任職的劉怡翔，指本港已在很多領域
使用區塊鏈，但他指區塊鏈不能解決
所有問題，而自動化及共享經濟，會
使很多的中介人職位在產業上消失，
這方面政府需要進一步研究。

港綠色金融發展落後
另外，劉怡翔又提到，目前香港在

發展綠色金融方面，只在很初步的階
段，但發展前景很廣闊，例如發展得
很先進的歐洲，部分資金更表明只會
投資於綠色金融產品；內地方面，人
民銀行已就相關發展發佈多份報告，
例如綠色債券，以及綠色可持續發展
項目等。本港方面，早前只有港鐵
(0066)發行了綠色債券，機管局的綠
色債券將緊隨其後。
被問及本港的綠色金融產品並不

多，會否影響本港有關項目的發展，
他回應指，本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強項不只是「生產」自己的產品，賣
別人的產品也可以做得很出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百麗國際
(1880)私有化方案昨在股東特別大會及法院
會議上獲得通過。行政總裁盛百椒表示，逾
九成八股東在法院會議上同意私有化方案，
對股東立場與公司一致感到高興。

盛百椒：對小股東有歉意
對於有股東認為其私有化作價太少， 他
指，每個人有不同的看法，公司走到退市這
一步，對小股東有歉意。
被問到有否後悔來港上市，他只表示自

己覺得很累。對於以後會否回歸A股上市，
他指回歸A股取決於要約方決定， 相信回
歸計劃也需要長時間準備。至於他個人的去
向，他表示，目前距離合約完結尚有2年
多，會繼續履行職責，希望可發揮承上啟下
作用。
對於有傳媒揭發旗下大量員工買入公司

股票，他指是員工自發舉動， 重申公司沒
有給予指令、沒有提供任何資金支持，同時
也沒有要求員工將投票權售予公司。

百麗公告顯示，此次私有化交易每股價
格為6.3元，較停牌前最後交易日所報每股
市價5.27元溢價約19.54%；較公司於聯交
所所報的52周最高收市價每股5.6元溢價約
12.5%。
恒生指數公司表示，若百麗私有化獲通
過，7月18日收市後百麗控股將被剔除出藍
籌股，7月19日正式生效。

香港文匯報訊 莎莎國際 (0178)昨公佈
截至6月30日止第一財季營運數據，期內集
團零售及批發業務營業額按年上升2.1%。
當中港澳市場營業額增加2.5%，同店銷售
則下跌2.5%，交易宗數下跌0.4%，每宗交
易平均金額增加2.8%。同期港澳以外市場
(包括中國內地、新加坡、馬來西亞、台灣
地區和電子商貿) 的零售及批發業務營業額
則錄得0.5%的升幅。

連場暴雨影響銷售
集團主席及行政總裁郭少明表示，踏入

第二財季，港澳市場整體銷售表現有明顯改
善，銷售增長延續6月份前的趨勢，加上集
團陸續加強個別類產品的寬度，估計港澳市
場在第二季的銷售動力將會繼續改善。
莎莎指出，集團港澳市場第一季零售營

業額錄得 2.4%增長，同店銷售則下跌
2.5%，較上一個季度為弱，表現遜於預

期，當中受到6月份颱風及連場暴雨所影
響。不穩定天氣和近期韓國產品熱潮緩和導
致6月份人流及交易量減少，本地客及內地
客的交易宗數分別下跌4.1%及6.4%。但部
分客人由韓國產品轉投其他不同的產品，為
高價位產品帶來需求，令第一財季本地客及
內地客之每宗交易平均金額漸見回升，分別
錄得3.1%及2.9%升幅。

獨家品牌銷售回升
另外，莎莎致力推動獨家品牌開始展現

成果，港澳市場第一季度的獨家品牌銷售佔
比及毛利率漸見回升。惟毛利率的增長未足
夠抵消6月份轉弱的銷售表現及香港貨倉搬
遷所衍生之一次性開支。集團對港澳市場未
來發展依然謹慎樂觀，繼續增加投資於住宅
區店舖和人手，以及推廣新的自家品牌，預
期這些投資會加強集團的競爭力，但同時將
會對集團構成一定的短期成本壓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上月遭
烽火研究狙擊的中國家居（0692）昨發佈
公告稱，7月6日接獲證監會通知，因懷
疑公司2013年財務數據存在若干不規範，
自昨日（17日）起被證監會勒令停牌。對
此，中國家居表示，已成立獨立調查委員
會進行相關調查，並且於上周批准駱建
華，黃鴻照及鄭建華正式加入董事會，並
分別任命駱建華和黃鴻照為公司董事會主
席和行政總裁，以增強公司內部監控和運
營、交易等符合上市規則。

涉財務數據不規範
自6月22日遭沽空機構烽火研究狙擊，
指控其虛增利潤和涉及大量賬戶操縱股價
等後，中國家居當天便停牌，此後一直未
有相應的澄清。中國家居昨日發佈公告
稱，公司在7月6日便接獲證監會通知，
並於昨日早上被證監勒令停牌，指因懷疑
中國家居2013年的財務數據存在若干不規
範，證監會有意行使其《證券及期貨（在

證券市場上市）規則》第8(1)條（「第8(1)
條」）項下的權力。該停牌是據港交所證
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條
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
項下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
而作出。

委任新主席及行政總裁
中國家居的公告稱，公司董事會已實時

成立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的獨立董
事委員會，並已批准聘用獨立專業公司中
匯安達風險管理公司進行調查。委員會將
緊密跟進調查報告進度，以確保盡快向證
監會、股東及投資者交代。董事會亦注意
到證監會根據第8(1)條指示聯交所自昨日
（17日）上午9時起暫停公司股份買賣。
公司就上述安排將積極進行溝通，成立獨
立董事會致力推進調查，旨在處理及解決
證監會關注事項，爭取盡快恢復公司股份
買賣。

另外，公司表示，上周五起3位人士包
括駱建華，黃鴻照及鄭建華正式加入董事
會，其中駱建華擔任主席，黃鴻照被任命
為公司行政總裁。中國家居深信3人加入
後將充分調動及發揮各方資源，推動公司
不斷發展壯大，並且將致力提高企業管治
及內部監控，確保公司所有披露、交易及
業務營運都符合有關法例及上市規則。

沽空機構指公司零價值
此前，烽火研究在6月下旬發表報告，
指出中國家居2013至2016年多次高價收
購一些差不多沒有有形資產的公司，令其
間利潤虛增近4億元人民幣。當時報告指
出，中國家居收入與工商檔案及稅務檔案
有重大差異，持有4億元現金但利息僅20
萬元，即年利率僅0.06厘，直指公司內在
價值是零，造假程度可比中金再生，唯一
的命運是被證監檢控及除牌。
中國家居自6月22日停牌至今，停牌前
報0.51元，公司市值42.66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4隻新
股今日掛牌，昨晚4間公司的暗盤表現各
異，當中以中國升海食品(1676)表現最
好，不計手續費，每手4,000股賺1,120
元。立高控股(8472)及萬成金屬包裝(8291)
的暗盤一手最多賺250元。
另外，內蒙古能源建設(1649)暗盤一手
最多蝕200元。
輝立交易場顯示，升海食品在開市報
0.8元，較招股價0.66元升21.21%；之後
高見1元，升51.52%，收報0.94元，升
42.42%，一手賺1,120元。該股錄本港公
開招股超額認購8.23倍。認購4,000股股
份者中籤率100%。保薦人為東興證券。

立高一手中籤率100%
總部設於香港，一站式環境衛生服務供
應商立高控股昨公佈招股結果，每股0.5
元，預計淨籌2,080萬元。公開發售已獲
大幅超購10.5倍，配售部分超購0.69倍，
一手中籤為100%。於輝立暗盤交易系
統，開報0.52元，收報0.55元，較招股價
0.5元升10%。

萬成金屬包裝近上限定價
至於萬成金屬包裝公開發售錄超購12.1
倍，從配售部分回撥4,000萬股後，公開
發售股份總數為5,000萬股，佔可供認購
總數的50%。配售部分獲極輕微超額認
購，超購0.04倍。
該股接近招股價上限定價，每股0.65元

(招股價範圍介乎0.5元至 0.7元)，一手
5,000股的中籤率為90.26%，保薦人為力
高企業融資。以每股0.65元計，預計淨籌
3,340萬元。

恒誠首日賬賺1040元
另外，昨日有三隻新股首掛，當中以創

業板盛龍錦秀國際(8481)表現最好，不計
手續費，每手5,000股賺1,450元。該股收
報0.97元，較招股價0.68元，高0.29元或
42.6%，成交約1.1億股，成交額約9,147

萬元。
恒誠建築(0994)開報1.3元，最高見1.51
元，最低見0.99元，收報1.12元，較招股
價0.86元，升30.2%，成交約2.6億股，
成交額約3.2億元。不計手續費，每手
4,000股賺1,040元。
橋英控股(8462)開報0.455元，最低見

0.425元，最高見0.52元，收報0.475元，
較招股價0.45元升5.6%，成交約7,583萬
股，成交額約3,601萬元。不計手續費，
每手5,000股賺125元。

■恒誠建築
主席利啟麟
（左）及執
董簡厚錫昨
出席上市敲
鑼儀式。

4新股今掛牌 升海食品暗盤升21%

莎莎港澳同店銷售跌2.5%

百麗私有化方案過關

莎莎港澳
首財季營運概況

項目 金額 按年變動

營業額 14.097億元 +2.5%

同店銷售 - -2.5%

按年變動

每宗交易 322元 +2.8%

平均金額

交易宗數 430萬宗 -0.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新上任的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

長劉怡翔昨日會見記者，他指為推動金融科技發展及配合智慧城

市的建設，本港應該建立一個可靠的中央資料庫，令金融機構為

客戶開戶及評估風險時更方便，這也是本港往後發展金融科技方

面的重要基建。他提到，各個金融機構在「認識你的客戶」

(KYC)的過程中收集到的客戶資料，如果可以互相共享，有助提

升本港金融服務業的效率及競爭力。例如客戶投資不同產品時，

無須重複做多次問卷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港交所(0388)現
正就設立創新板的建議諮詢市場，同時市場也關
注上市審批架構的改革諮詢。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局長劉怡翔昨說，各地市場均發展迅速，本港市
場亦要與時並進，包括研究如何吸引更多大公司
來港上市，這對本港市場的發展十分重要。政府
對港交所檢視的板塊架構、同股不同權等議題持
開放態度，諮詢結果也會由有關方面細心分析，
無論結果如何，大前提都是保障投資者權益。

各地修改上市規則
劉怡翔表示，現時很多市場都尋求吸引更多大型公

司上市的方法，例如英國方面，早前也修改規則，以
迎合沙特阿美的上市，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亦應
該靈活應對。
他續指，現時很多「新經濟」的上市公司，當「順

風順水」時，大家也不會看到潛在的問題，事實上，
不少新經濟股份過去曾經進行私有化，當本港遇上的
時候應如何處理才算公平，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課
題。另外，當某一新經濟公司擬出售資產、或有各類
的問題出現時，屆時市場又或會產生另一些爭拗。

需平衡投資者利益
他說，今次港交所的諮詢文件上，未有詳細列出如

何處理主板、創業板及創新板之間的關係與定位，往
後會繼續參考市場意見，周詳考慮，務求在市場發展
之餘，也能平衡保護投資者的利益。
至於上市架構改革仍未有諮詢總結，劉怡翔表示，

過去大半年市場變化大，加上細價股波動，監管機構
需考慮市場現況，因此證監會及港交所需要更詳細地
討論。
近期市場關注證監會高調參與前線的上市審批，劉

怡翔回應指，現行的雙重存檔制度下，證監會一直在
幕後參與及給予意見，現在只是因應市場情況而走至
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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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麗行政總裁盛百椒指，回歸A股取決於
要約方決定。 資料圖片

■■莎莎計劃增加投資於住宅區店舖莎莎計劃增加投資於住宅區店舖。。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