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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鱷搵食
沽空機構翻咬中國家居

港股進入新大時代
恒指近十年新高 下周北水重臨衝三萬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港股再現大時代！大市昨早高開逾247點見28,626點，突破2015年「大時代」

28,588點的高位，創近十年新高。雖然收市略回，最終升78.8點收報28,458點，仍是近十年新高。晚上外圍股市

回軟，道指中段跌24點；港股ADR指數中段跌100點，報28,358點；港股夜期則收跌89點，報

28,346點。不過，市場人士普遍預期，下周A股復市可望補升，加上港股通重開，料刺激大

市上試二萬九，甚至三萬大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恒指昨日曾破港
股大時代高位，直指二萬九。沽空機構也不甘寂
寞，烽火研究再次狙擊中國家居（0692），指其是
「一個徹底的騙局」，羅列出四項罪證，發現中國
家居與供應商及客戶「存在眾多有趣的關係」。
日前已遭狙擊的西藏水資源（1115）則發公告，

稱會向沽空機構Iceberg Research提起法律訴訟。

中國家居委獨立調查
烽火今年6月22日已發出首份對中國家居的狙擊

報告，在昨日的跟進報告中，烽火研究指出，其前
任網管是中國家居最大供應商的控股股東，中國家
居最大的客戶與中國家居共用同一地址等。而證券
賬戶持有人，實際為中國家居過去或現在的員工，
並給出了比首份報告中更詳細的持有人實為員工的
名單。
此外，烽火認為，中國家居的主要子公司普納度
一直保有兩套賬目，其中一套提供予審計師，另一
套則提供予當地稅務機關，相信是中國家居多年來
一直造假的最佳證據。
6月22日，中國家居首次受烽火狙擊，其後遭證

監會勒令停牌，當時烽火就列出七點內容，指責其
「唯一的命運是被證監會檢控及從市場除牌」。值
得注意的是，公司稱正由獨立董事委員會進行獨立
調查，董事會至今未獲權對多項指控作出任何評
論。中國家居停牌前報0.51元。

西藏水資源或興訟
另一邊，對於Iceberg Research的狙擊報告，西
藏水資源昨再度澄清，稱該報告所載內容純屬對事
實的扭曲和惡意誤導，為堅決捍衛公司及廣大股
東、投資者的合法權益，公司已展開行動，準備向
對該報告負有責任的相關實體及有關人士提起法律
訴訟。澄清堅稱，獨立核數師不會修訂或撤回其集
團2011年至2016年任一財政年度年報內之無保留
審核意見。
Iceberg Research本月4日發表報告，指西藏水資
源財報漏洞百出，質疑其盈利表現，相信有極高可
能性財務造假，呼籲投資者不要投資。西藏水資源
股價昨隨大市升3%，收報3.06元。

■總部設於新加坡的烽火研究，曾狙擊多隻港股。
公司網站

新銳醫藥遭證監勒令停牌

■新銳醫藥在2013年上市，被股評人David Webb列入「不能買的50隻股
票」。 資料圖片

「大時代」高峰以來
藍籌五大升幅

股份 累積變幅

吉利(0175) +516%

瑞聲(2018) +192%

騰訊(0700) +116%

萬洲(0288) +58%

銀娛(0027) +46%

「大時代」高峰以來
國指成份股五大升幅

比亞迪(1211) +68%

萬科(2202) +37%

招行(3968) +24%

平保(2318) +16%

神華(1088) +12%

「大時代」高峰以來
恒生綜指成份股升幅榜
舜宇(2382) +685%

金斯瑞生物(1548) +518%

吉利(0175) +516%

丘鈦(1478) +410%

銀娛(0027) +46%

豐盛(0607) +407%

恒大(3333) +388%

五龍(0729) +355%

融創(1918) +330%

佳兆業(1638) +299%
製表：記者周紹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自步入
2015年，香港及內地股市借着「滬港
通」的利好，股民瘋狂炒股下，將恒指在
1個月內推升了逾4,000點，被譽為「港
股大時代」。
2015年 4月 27日為港股上一次的高

點，當時恒指約為28,588點，其後大市
便展開長達10個月的大跌浪。
翻查記錄，三分之二的藍籌至今也未
能「重返家鄉」，重回當時價位以上的國
指成份股，更只得5隻，反映今次的升市
仍側重在某些當炒股，大市升勢未算全
面。

吉利累升5.2倍最搶鏡
大時代高位至今，以吉利(0175)的表現
最佳，升幅達到516%；瑞聲(2018)排名
第二，升近兩倍，萬洲國際(0288)升
57.6%排第四，但以上3隻股份在當年大
時代的時候，皆尚未晉身藍籌行列，印證
了每次股市大調整，皆是強勢股「改朝換
代」。
「股王」騰訊(0700)期內升116.5%，表

現排第三；銀娛(0027)升46.2%排第五。
值得注意的是港交所(0388)仍較「大時
代」時跌27.3%，中移動(0941)更低近三
成，該兩大股一直被市場視為跌市前的
「警號」，現時該兩股仍未「返家鄉」，
或許暗示了大市升勢有餘未盡。

僅5隻國指重返家鄉
國指表現方面，則較恒指遜色，只有5

隻國指能重返「大時代」家鄉，表現最佳
的屬比亞迪(1211)，兩年半以來的回報有
68.1%，萬科(2202)升近37%，招行(3968)
升24%排第三。
但當年很多熱炒股份，如中車(1766)、

中廣核(1816)、海通(6837)、中鐵(0390)
等，仍在「水底」掙扎，連近日急升的汽
車板塊，亦未能將長汽(2333)帶上水面，
該股仍然較當年跌47.8%。
至於恒生綜指的前列股份，則錄得較

大升幅，當中不少更是大眾的當炒愛股，
例如兩年半以來，上升685.5%的舜宇
(2382)、升518.3%的金斯瑞生物(1548)、
丘鈦(1478)、豐盛(0607)也升逾4倍。

隔夜美股三大指數再創收市新高，帶動
昨日港股繼續上攻。恒指高開247點

至28,626點，為全日最高位，其後快速走
低，近中午時略有回勇，但午後又進一步
向下，尾段一度下試全日最低位28,377
點，收市時有所靠穩。
恒指全日收報 28,458 點，升 78 點或
0.28%，升至2007年12月以來的新高，總
成交1,036.395億元。
統計一周，恒指持續走高，累升903點
或3.28%，是過去11周以來最好表現。國
指收報11,459點，升0.5%，全周計，國指
升幅更達5%。

經濟改善帶動 市底更穩固
對於後市表現，小牛金服行政總裁連敬
涵認為，大市昨日曾見十年新高，但收市
險倒跌，顯示港股仍是「慢牛」走勢，不
是2015年靠槓桿推升的「快牛」。
由於歐元區的經濟數據已見回穩，美國

又進入加息周期，內地經濟增長也
保持一定水平，故今次的大升市雖
然較慢，但相對亦可維持較長時
間。
隨着下周港股通重開，「北水」重臨本

港，恒指升至3萬點不是沒可能，投資者
可當作今年底的目標，但當指數到達3萬
點，亦不代表股市已見頂，投資者毋須對
指數太敏感。

散戶審慎 計劃逐步減持
不過，有不少散戶昨日都表示，港股已

累升了很多，目前手上有不少股份都有利

潤，故計劃要逐步減持股票貨
量。
豐盛金融資產管理董事黃國

英亦認為，內地股市下周復市，北
水重臨，重倉股票或會有回吐風險，大市
下周初或會受壓。但他補充，整體市況未
必會因而轉差，港股後市仍有望挑戰
29,000點水平。
耀才證券研究部副經理陳偉聰表示，大

市整體形態有利於指數短期後市再向上
推，恒指目前的估值約為14.2倍，仍不算
高，接下來有條件上試29,000點關口。

■■恒指尾市雖然升恒指尾市雖然升
幅收窄幅收窄，，但仍創近但仍創近
十年高位十年高位。。 中新社中新社

三分二藍籌未「返家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昨日一半藍籌
股股價走高，當中包括
多隻重磅藍籌股，拉動
大市向上。騰訊(0700)、
吉利(0175)再破頂，見上
市新高。前者高位見過
353.6元，吉利收市仍升
逾5%，是全日升幅最大
藍籌。
市場焦點繼續是「三馬

股」眾安保險（6060），
該股繼周三爆升兩成後，
昨日再發力一度升近
20%，突破96元，距離紅
底股僅一步之遙，收市仍升16.55%，收報
93.65元，成交達56億元，為最活躍港股。
相對59.7元發售價，眾安已累升56.9%。當
日抽中一手並持有至今的散戶，賬面賺達
3,395元。
A股下周復市，有市場人士憧憬或有北

水加入炒作眾安，中長線看，該股有機會

挑戰更高位，有望挑戰150元，但亦提醒
該股基本因素仍有待改善，短線料會異常
波動，並有高位獲利壓力，投資者炒作時
宜掌握時機。
恒大（3333）曾見新高31.60元，但收市
倒跌1.79%見30.20元。公司收市後宣佈，
向7,994名中高層管理層發7.44億股期權。

眾安爆升17% 市場上望150元

■眾安保險上周才上市，已累升六成。右為董事長歐亞
平。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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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港
股昨日開市即突破 2015年「大時
代」頂峰，恒生指數創近10年高
位，有個別股份更升超過16%。
好消息連連，不過新銳醫藥
(6108)昨就收到壞消息，遭證監會
勒令停牌。公司通告指出，港交
所(0388)應證監會指令，依據證券
及期貨(在證券市場上市)規則之條
例第8(1)條，停止新銳醫藥股份之
買賣。

證監指兩宗收購涉誤導
新銳醫藥昨晚刊發公告稱，證監
會認為，公司日期為2015年2月14
日、2015年3月20日、2015年6月
26日及 2015年 7月 16日有關收購
Saike International Medical Group
Limited 50%權益的公告，以及公司
日期為2016年12月5日及2017年3
月14日有關收購恒雅國際有限公司
（ 現 稱 「WinHealth International
Company Limited」）15%權益的公
告，可能包含重大失實、不完整或
具誤導性資料。

新銳醫藥稱尋法律意見
有鑑於此，公告轉述，證監認為

暫停公司股份買賣乃屬必要或適宜
之舉，有利於為該公司股份維持一
個有序公平的市場，及符合投資大
眾或公眾利益。
新銳醫藥於公告中表示，公司有
權根據證券及期貨（證券市場上

市）規則第9條就第8(1)條指令，向
證監會作出聲明。
該公司正就其權利以及日後如

何處理及解決證監會關注之事項
及恢復股份之買賣尋求進一步法
律意見。

被Webb列入「不能買」名單
新銳醫藥為獨立股評人 David-

Webb在5月時列出的「不能買的50
隻股票」其中之一。
當時DavidWebb提醒投資者不要

購入相關股份，並指該50隻股份互
相持股，關係複雜，投資取向非以
股東利益為原則，質疑部分股份或
另有意圖。
今年上半年，新銳醫藥虧損約
5,243.7萬元，較去年同期虧損42萬
元；每股虧損 4.24 仙，不派中期
息。期內，公司錄得收益 1.25 億
元，較去年同期上升20.5%。
中期業績報告指，主要由於香港

股市波動，導致公司可供出售投資
之減值虧損約為6,540萬元。

2015年4月27日
高見28,588點
收報28,433點

恒指重越大時代高位

20162016年年22月月1212日日
收報收報1818,,319319點點

昨高見昨高見
2828,,626626點點

收報收報2828,,458458點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