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謎網股遭殃 華仁康健被停牌
兩天 3 隻 證監高調
「捉妖」業界料陸續有來
David Webb 50
「謎網股」
昨日表現
股份

昨收(元)

變幅(%)

中國新經濟(0080)

0.15

-9.1

財訊傳媒(0205)

0.039

品質國際(0243)

0.116

君陽金融(0397)

已停牌

雋泰控股(0630)

0.159

昨收(元)

變幅(%)

股份

昨收(元)

變幅(%)

米蘭站(1150)

0.179

-1.1

互娛中國(8081)

0.037

無起跌

無起跌

隆成金融(1225)

已被證監勒令停牌

DX.COM(8086)

0.26

-1.9

-2.5

中國投融資(1226) 0.077

+1.3

智易控股(8100)

0.48

-4.0

時間由你(1327)

0.06

+1.7

家夢控股(8101)

0.09

+3.4

美捷匯(1389)

0.125

-2.3

國農金融(8120)

0.092

-3.2

華仁醫療(0648)

已被證監勒令停牌

前進控股(1499)

0.26

-1.9

同仁資源(8186)

0.098

+6.5

中置投資(0736)

0.051

-1.9

醫思醫療(2138)

3.55

-1.4

漢華專業(8193)

0.059

-1.7

國家文化(0745)

0.024

無起跌

首都創投(2324)

0.053

-5.4

修身堂(8200)

0.05

-5.7

中國錢包(0802)

0.42

-6.7

久融控股(2358)

0.24

無起跌

第一信用(8215)

已被證監勒令停牌

-3.1

股份

中綠(0904)

0.032

無起跌

康健國際(3886)

已被證監勒令停牌

聯旺集團(8217)

0.355

-4.1

■證監會今年高調走上前線「捉妖」，並至少出手14次。圖為行政總裁歐達禮。
資料圖片

合一投資(0913)

0.07

-1.4

新銳醫藥(6108)

已被證監勒令停牌

樹熊金融(8226)

0.25

-9.1

中國環保(0986)

0.41

-2.4

泰加保險(6161)

1.28

-1.5

富譽控股(8269)

0.17

+0.6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再有「謎網股」遭證監會勒令停

康宏環球(1019)

0.206

-8.0

匯財金融(8018)

0.202

-2.4

泰錦控股(8321)

0.365

-2.7

牌。證監會昨日在開市前，勒令華仁醫療(0648)及康健醫療(3886)停

中國集成(1027)

已停牌

皓文控股(8019)

0.11

-8.3

成安控股(8352)

0.33

-1.5

牌，該兩股同屬早前 David Webb 公佈的「50 隻投資者不宜擁有的

寰宇國際(1046)

0.75

-7.4

匯隆控股(8021)

0.03

+3.4

育兒網絡(8361)

1.32

-5.0

港股」名單內股份。連同上周五第一信用(8215)同遭證監會勒令停

新確科技(1063)

0.032

-3.0

吉輝控股(8027)

0.10

-3.8

KW(8411)

0.208

+3.0

香港教育(1082)

0.61

-11.6

銳康藥業(8037)

0.84

+2.4

牌，兩天內有三隻在同一名單內的股份被停牌。

連同早前被叫停的隆成(1225)、新銳醫
藥 (6108) 等 ， 目 前 已 有 5 隻 「 謎 網

股」已遭停牌。證監會今年高調走上前線
「捉妖」，並至少出手 14 次。投資者學會
主席譚紹興表示，過往港股出現太多「啤
殼」行為，預計明年A股獲正式納入MSCI
新興市場指數前，證監會會繼續加強監
管，不排除會有更多公司被指令停牌，甚
至除牌。

公司發佈虛假資料已可被叫停
兩天內有 3 隻股遭證監停牌，全部是依
據證券及期貨（在證券市場上市）規則之
條例第 8（1）條。華仁醫療及康健醫療昨
早公佈，聯交所應證監會指令，於昨日上
午 9 點正起，停止該公司的股份買賣。直
至昨晚 8 點本報截稿止，兩公司未有進一
步公告停牌所涉原因及復牌時間表。
根據證券及期貨（在證券市場上市）規
則之條例第 8（1）條所載，證監會如覺得

上市公司的文件載有在要項上屬虛假、不
完整或具誤導性的資料、或為維護投資大
眾的利益或公眾利益，以及證監施加的任
何條件沒有獲得遵從，則證監會有權暫停
該證券的一切交易。

康健股東因粉塵事件惹關注
翻查港交所資料，康健醫療的大股東之
一，正是近年活躍股壇的曹貴子，其持股
為 18.85%，持倉券商中，被傳因「粉塵事
件」而遭證監會「重點關注」的君陽金融
（0397）旗下的君陽證券，同樣於名單之
上。君陽證券持有1.59%康健。
早前同樣被證監會勒令停牌的隆成及新
銳，目前仍復牌無期。事實上，過往被證
監會以 8.1 條勒令停牌的公司，包括漢能
(0566)及輝山(6863)等，均復牌無期。

傳證監對「謎網50」幕後大行動
市場盛傳，證監會正針對「謎網 50」

的幕後操控者，以及一眾交叉持股券
商，已成立專責小組展開調查，據了解
近期將會陸續有公司被勒令停牌。證監
會法規執行部執行董事魏建新早前曾表
示，跨部門小組注意到有由公司網絡組
成的「邪惡集團」（nefarious groups）冒
起，利用監管盲點操控市場，證監會已
調動 136 人作調查，是歷來最大規模的調
查行動。

大摩料恒指最牛見37600
構加強監管力度，且再傳中銀監會將清理
整頓小型貸款公司，部分機構唯有將手頭
上獲利的股份先行沽出，令 A 股沽壓強
勁。另外，內地拆息高企、資金緊張預期
升溫，以及年底股份解禁潮再現等，都打
擊了A股的表現。

恒生公司指數中將剔除康健
有見康健醫療被證監會停牌，恒生公司
昨晚便宣佈，康健醫療將於 12 月 4 日收市
後，以系統最低價格(即 0.0001 元)從指數中
剔除，變動將於12月5日生效。
受影響指數包括恒生環球綜合指數、恒
生綜指、恒生綜合行業指數—消費者服務
業、恒生綜合大中型股指數、恒生綜合中
型股指數、恒生綜合中小型股指數，以及
恒生醫療保健指數。

日清食品明招股 4252 元入場

逾千股份挫 內險內銀重災
■ 恒指昨跌 180 點 ，
成交1
成交
1,033.
033.09億元
09 億元。
。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內地股市
未止跌，影響了港股氣氛，恒指昨日最多
跌過 255 點，收報 29,686 點，跌 180 點，
成交 1,033.09 億元，是連續 16 日成交過千
億元。大摩調升恒指的目標價，明年底料
見 31,500 點，但半導體股繼續大跌，該行
建議減持亞太半導體股份的持倉。另外，
保險股及內房股均走弱，濠賭股則逆市造
好，銀娛(0027)探頂。

滬深港股通資金流動料加快
大摩昨發表 A 股及港股策略報告，將明
年底 MSCI 中國指數目標由之前的 86 點上
調至 100 點，恒指目標由 29,000 點上調至
31,500 點，最樂觀看 37,600 點。國企指數
由 11,700 點上調至 12,450 點。該行郭盛強
等分析師認為滬、深港股通的資金流動將
進一步加快，並繼續看好科技行業，預計
科技行業在 MSCI 中國指數中的權重，將
遠高於 MSCI 新興市場指數，但警告要留
意大型網絡股的估值重估。

■日清食品周三招股。左起：投資者關係經理郭彥勤、執行董事兼
首席財務官辰谷真次、董事長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官安藤清隆、經 ■浦江中國今起招股。左起：財務總監兼公司秘書蔡叔文、副主
營管理助理總經理名倉耕造、經營企劃及公關總經理何雅宜。
席兼執行董事傅其昌、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肖予喬、副總裁賈少
莫雪芝 攝 軍。
張美婷 攝

3 新股招股資料
截止招股

入場費

掛牌日期

集資規模

日清食品

12月4日

4,252.42元

12月11日

11.28億元

浦江中國

12月1日

4,323.13元

12月11日

2.14億元

山東省國際信託

12月1日

5,484.72元

12月8日

35.14億元

股份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美婷、岑健樂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美婷) 雖然近期大
市未能守住3萬點關口，但仍有不少新股積
極部署來港上市。即食麵「出前一丁」生產
商日清食品 (1475)昨日在港路演，市場消息
透露，擬發行約2.68億股，其中9成配售，1
成作公開發售。招股價介乎 3.45 元至 4.21
元，集資淨額介乎8.8億至10.8億元。以每
手1,000股計，入場費約4,252.42港元。
據悉，日清食品將於周三 (29 日)起招
股，下周一 (12 月 4 日)中午截止，並於 12
月 11 日掛牌。該公司分拆內地和香港業務
上市，預計 45%集資額，將用作升級和拓
展生產設備，而 30%則用作策略併購、垂
直和水平業務整合，以及多元化產品。包
銷商為野村國際和瑞穗證券。

三菱等8基投共認購2.8億元
另外，日清食品引入 8 名基礎投資者，

涉資3,620萬美元(約2.82億港元)。當中Itochu 認購 450 萬美元；Kagome 認購 590 萬
美元；Matsui Miso 認購 580 萬美元；Mitsubishi Corporation ( 三 菱) 認 購 270 萬 美
元 ； Snow Lake China Master Fund 認 購
480 萬 美 元 ； Snow Lake China Master
Long Fund 認 購 90 萬 美 元 ； Yau Shing
Hong 認購 290 萬美元；Yeo Hiap Seng (楊
協成)認購870萬美元。

券商指品牌在內地具吸引力
京華山一研究部主管彭偉新表示，過去
內地 2 至 3 元人民幣一個方便麵的時期已過
去，隨着內地人收入逐漸改善，生活素質
提高，相信會選擇品質較好的境外品牌，
即使目前日清食品於內地的市佔率仍然較
低，品牌於內地仍是有吸引力。除了內
地，日清食品是次亦將香港業務上市，為

迎合香港人的口味，杯麵亦分開重量版和
輕量版，料為公司帶來盈利。
耀才證券研究部總監植耀輝表示，雖然
日清食品於內地和香港具有不小名氣，不
過其近年業績並非太吸引，加上以中高檔
作定位，於內地激烈的食品價格戰下，暫
未知道是否可以突圍而出，而且近期新股
市場氣氛較差亦會有不利影響。不過他重
申，大市若於招股期間扭轉，可為新股帶
來新動力。
其他新股方面，中國物業管理服務供應商
浦江中國 (1417)今日起至周五 (12 月 1 日)公
開招股，計劃發售1億股，其中10%公開發
售，每股作價 1.43 至 2.14 元，每手 2,000
股，入場費 4,323 元，預計 12 月 11 日掛
牌，獨家保薦人及全球協調人為興證國際。

傳平安好醫生擬上市籌78億
另據《南華早報》報道，平保 (2318)計
劃最快明年上半年，分拆旗下健康護理及
醫療網上平台「平安好醫生」在港上市。
其集資約 10 億美元，相當於約 78 億港元。
平安好醫生於2015年成立，目前擁有1億8
千萬名註冊用戶，去年上半年進行 5 億美
元的融資，當時公司估值達到 30 億美元。
平保旗下除了平安好醫生外，估值超過 10
億美元的「獨角獸」企業，還包括陸金
所。

A股跌打擊氣氛 港股回吐
不過，昨日大市回吐，有內地分析師認
為，多個利淡因素影響 A 股，包括監管機

國指昨收 11,772 點，跌幅 1.1%，跑輸大
市，主要因滬指跌至近 3 個月低位，內險
及內銀股成重災區，早前熱炒的「港股
通」股份也跌幅顯著，全日共 1,046 隻主
板股份報跌，下跌股份佔主板7成。
當 中 熱 炒 的 平 保 (2318) 跌 2.7% ， 國 壽
(2628)跌 1.1%，新華保險(1336)跌 3.8%，
是跌幅最大國指股份。「股王」騰訊
(0700)反覆跌 1.1%，險守 410 元關口，友
邦(1299)跌 0.8%。恒大(3333)再跌 7%，保
利協鑫(3800)全日插 10.6%。匯控(0005)卻
支撐大市，逆市升 0.7%。濠賭股亦偏穩，
銀 娛 升 1% ， 澳 博 (0880) 升 2.6% ， 永 利
(1128)升2.4%。

手機股捱沽 濠賭股逆市升
港股通股份跌幅顯著，當中半導體股中
芯(0981)全日挫 4%，ASM 太平洋(0522)跌
3.3%，蘋果概念股瑞聲(2018)跌 2.8%，舜
宇(2382)跌幅更達 4.5%。中興(0763)A 股跌
停板，H 股亦以全日低位 28.2 元收市，全
日跌9%。
大摩的報告指，目前閃存行業公司股價
高企，已難支撐再進一步上升，建議立即
開始拋售持倉，趁高位逃脫，並預計整個
行業在短期內，會有一波大回調。報告出
台後，韓國巨擘三星股價收跌 5%，台積
電、群聯電等行業巨頭評級也遭大摩下
調。

山東信託 5484 元入場
業務的指導意見》，對公司業務「完全
沒有負面影響」，甚至有正面溢出效
應。

資產管理需求增 集資擴業務
王映黎續指，2016 年山東省的名義
GDP達6.7萬億元人民幣，位居內地首3
位，而在省內資產值達1,000萬元人民幣
以上的高淨值人士達46,900人，增加對
■山東省國際信託今起招股。左起：風控總監 資產管理與相關金融服務的需求，再加
付吉廣、副總經理兼董事會秘書賀創業、董事 上內地的資產管理業務仍在發展中，因
長兼執行董事王映黎、執行董事兼總經理萬 此公司決定在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集
眾、財務總監馬文波。
岑健樂 攝 資上市，藉此擴張公司業務，亦同時配
合內地「一帶一路」倡議與「走出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內地信 戰略，做到「根植山東，走向世界」。
託公司山東省國際信託（1697）昨公佈招
鞏固資本基礎 有利未來收購
股詳情，擬集資最多 35.14 億元，將發行
6.47 億股，其中約 10%在港公開發售，由
另一方面，公司執行董事兼總經理萬眾
今天起至周五公開招股，招股價介乎 4.46 表示，公司將把集資所得用於鞏固資本基
元至 5.43 元，以每手 1,000 股計，入場費 礎，增加公司的淨資本，以收購內地與海
外持有公司所需營業執照的金融機構的股
為5,484.72元，股份預計下周五掛牌。
公司董事長兼執行董事王映黎昨表示， 權，支持公司拓展不同類型的信託業務，
對公司未來發展充滿信心，認為監管當局 以便與現有業務產生協同效應，及提升公
早前發佈的《關於規範金融機構資產管理 司投資的回報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