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2

財  經  新  聞

■責任編輯：劉錦華

2017年
2017
年 12
12月
月 18
18日
日（星期一
星期一）
）

新管理層亮相 稱已找到公司
「毒瘤」

康宏：已知道被騎劫3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康宏環
球(1019)爆煲風暴後，新任管理層昨日召
開記者會，康宏環球集團總裁和執行董事
吳榮輝在會上表示，公司被一個跨公司集
團騎劫了 2 至 3 年，是「受害者」，但現
時已經「鬆綁」。他承認公司一定有問
題，稱已找到「毒瘤」，是旗下兩三間子
失數額較大，但對公司的運作和投資沒有

董事罷免案 總裁籲拭目以待

■康宏環球稱已有數月未能聯絡曹貴子，指他已
無履行執行董事職責。
資料圖片

公司。不過他保證，雖然該事會令公司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周
曉菁）康宏環球董事會大換血似乎仍
未完成，集團總裁和執行董事吳榮輝
昨在記者會上，呼籲大家對本月 29
日舉行的特別股東會「拭目以待」。
即將舉行的特別股東會由大股東郭曉
群動議，打算罷免 8 名董事。倘決議
獲通過，在爆煲事件後，康宏環球內
有新任管理層可能凳還未坐暖，就會
被踢出董事會。

影響，現有現金流可維持公司 18 個月的
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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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榮輝透露，其實管理層已知道被
騎劫了一段時間，但調查如此複

雜事件的來龍去脈需要一段時間。對於
公司多位高層被廉正公署帶走，他拒絕
透露是公司主動出擊，還是由證監和廉
署主動介入調查，但強調公司是主動
停牌，也非廉署和證監會的調查對
象。

旗下兩三間子公司有問題
他以如同患了癌症形容有關事件，並
稱現已找到「毒瘤」，是康宏環球旗下
兩三間子公司有問題，現時正在「割毒

公司現金流可維持18月運營
談及停牌，吳榮輝表示，當日看到股

價波動非常巨大，為保護股東的利益，
公司主動向港交所申請了停牌。他稱
「公司（康宏環球）不是調查對象」，
公司與港交所一直保持溝通，相信有機
會盡快獲得復牌，不認為公司會處於長
期停牌的狀態之中，亦無收到港交所的
復牌條件要求。

「謎網股」分析對調查有幫助
對於獨立股評人 David Webb 提出的
「謎網股」說法，他認為其分析對這次
調查有幫助，但未必就有直接的關聯。
對於事件發生十日後才召開記者會，

康宏爆煲 疑涉高層利益輸送
康宏環球(1019)
的爆煲事件至今
已接近兩星期。本月 7 日早上，廉署與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採取聯合行
動，出動約 50 人到 8 個目標地點，將至
少 12 人帶返廉署北角總部助查。康宏環
球股份於 7 日上午 11 時 04 分起停止買
賣。

員，懷疑他們涉嫌貪污。據悉，廉署拘
捕的 3 名上市公司高層人員，除該公司
副主席馮雪心和執行董事陳麗兒外，亦
包括早已於6月停牌的隆成金融(1225)主
席兼行政總裁麥光耀，他曾出任康宏環
球執行董事兼集團行政總裁。

拆網升級 廉署證監出擊

康宏環球同日發表聲明承認有執法當
局行動，由於事件涉及執法行動和潛在
訴訟不宜作進一步評論。公司亦向員工
發信，指公司啟動應變計劃主動申請暫
時停牌，並暫停涉案人士的職務，強調

事件回顧

廉署在當晚證實，與證券及期貨事務
監察委員會採取聯合行動，搜查了 8 個
處所，行動中拘捕 3 名上市公司高層人

涉案3高層職務已暫停

公司財政穩健，業務如常。

公司董事會即換新高層
8日，時任主席王利民下午返港後即被
廉署拘捕。康宏環球公佈，董事會獲悉
公司 3 名執行董事，即王利民、馮雪心
及陳麗兒被廉署拘捕，董事會議決暫停3
人的董事職務直至另行通告。公司執行
董事吳榮輝將擔任董事會臨時主席。不
過公司在 10 日又再發出通告，表示陳志
宏已獲委任為執行董事及董事會臨時主
席，而吳榮輝則署名為集團總裁兼執行
董事。

吳榮輝解釋，第一時間就向內部 1,700 名
員工解釋了事情的起因和經過，要保護
員工的利益，大家一直都很忙碌，這十
日內已召開許多大大小小的會議，檢討
內部出現問題，現在是「跌落地下，起
返身繼續行」。

理財顧問明年擬增至3千人
業務方面，康宏理財行政總裁冼健岷
表示，未來會加聘理財顧問，2018 年理
財顧問的人數會由現在的 1,400 人增至
3,000 人。吳榮輝稱，公司會投放 3 億
元。

案件疑涉及款項4700萬
據悉，廉署在今年中接獲舉報，指有
上市公司高層在處理借貸業務時懷疑有
利益輸送。廉署調查後懷疑有公司高層
私下成立公司，作為中介人向康宏環球
借貸，再轉借一些私人公司，涉及款項
數以千萬計。另又有人涉及利用康宏環
球 2015 年 3 月至 6 月供股收受利益，涉
及約4,700萬元。
康宏環球為獨立股評人 David Webb
今年 5 月公佈的「50 隻投資者不宜擁有
的港股」（又稱 「50 謎網股」）名單之
一。而康宏環球另一執行董事曹貴子所
持的康健國際（3886）上月底已被證監
會勒令停牌。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婉玲

安永：同股不同權架構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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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ADR上周五美國表現
股份

折合每股 較上周五
收(港元) 港股變化(%)

騰訊(0700)

392.97

+1.0

友邦(1299)

62.32

+0.6

建行(0939)

6.93

+0.5

國壽(2628)

24.03

+0.3

中移動(0941)

76.83

+0.03

匯控(0005)

78.38

-0.2

中石油(0857)

5.34

-0.3

中海油(0883)

10.84

-0.5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港交所上
周五宣佈計劃在主板引入同股不同權股
份，安永亞太區上市服務主管合夥人蔡偉
榮認為，港交所今次擬訂的股權架構屬可
接受範圍，且規定持有這類特權股份的股

康宏環球今年內股權密密轉變，佳
兆業(1638)主席郭英成兒子郭曉群於
今年 7 月中至 8 月間頻頻吸納公司股
權，持股量在一個月內由原本的
4.96%升至 29.91%。郭曉群更在康宏
環球爆煲事件前，於 11 月就以大股
東身份要求召開股東特別大會，擬罷
免 8 名董事，當中包括執行董事曹貴
子，被廉署拘捕的陳麗兒，以及昨天
出席記者會的吳榮輝。提議由張潤深
和曾勁等5人加入董事會。
吳榮輝昨天稱董事會已向郭曉群發
信，但他拒絕透露信件內容，稱「用
想像力可以估到內容」，公司有大震
盪，同事和股東都要團結。

■左起：康宏理財行政總裁冼健岷、集團總裁和執行董事吳榮輝、康宏環球臨時主席及執行董事陳志宏、集團
首席人力資源黃雪輝昨天見傳媒。
周曉菁 攝

瘤」，已經從美國請了相關的顧問協助
公司內部進行改革，也已經解僱一些有
問題的員工，「癌細胞未擴散」，並預
計會有一定金額損失。他沒有透露具體
會損失的資金數目，但強調客戶資金與
公司賬目分開，已向公司財務多次確
認，10 萬客戶的資產完全沒有受到任何
影響，也不影響公司的運作。公司流動
資金亦十分充足，可以滿足 18 個月的運
營。

東需遵守董事責任，對小股東已有一定保
障。對於美國等市場都設有日落條款，他
認為這並非必要，因為若股東認為同股不
同權架構的企業管治無問題，容許企業一
直維持下去也無大問題。

不設「創新板」無損港競爭力
蔡偉榮稱，本港已有主板及創業板，亦
計劃容許無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在主板上
市，日後不排除會納入更多不同產業公
司，故即使本港不另設「創新板」，都不
會影響香港競爭力。
股市方面，美股三大指數皆上升，帶動
在美國上市的港股預託證券略為向上，預
計今日恒指將高開約 60 點。美國國會上周
五公佈的稅改方案「終極版」，細節包括
明年起企業稅由 35%降至 21%，投資者預
料稅改獲通過的機會甚高，是刺激美股向
上的主因。

美或阻對華經濟 港股添憂
不過，美股向上不代表港股能跟隨，美
國有可能加強對華的經濟阻撓，或打壓A股
及港股的走勢。有美國高層官員透露，美
國總統特朗普今日將發表有關國家安全策
略的演說，將表明視中國為競爭對手。據
悉，演說中會重點批評中國的經濟侵略，
明確指中國在多個領域上，都是美國的競
爭對手，威脅美國。相信今次特朗普的演
說，將是自中國 2001 年「入世」後，美國

吳榮輝：曹貴子已失聯數月

至於另一位執董曹貴子，吳榮輝稱
已有數月未能聯絡對方，上一次曹參
加董事會會議也只是以電話的方式加
入，他已無履行執行董事職責，只為
董事。但從法律角度來講，公司無權
罷免董事，加上之前三位接受調查的執行董事，
都只能由全體股東決定是否罷免。資料顯示，曹
貴子今年3月至5月六度減持康宏環球至0.2%。

董事罷免須由全體股東決定
至於富邦蔡明興及其家族控股的 Eagle Legacy
Limited 及 Oceana Glory Limited 則 持 有 康 宏
29.98%股權，對於富邦是否會支持現有董事會
的名單，吳榮輝也笑稱請「拭目以待」。問及是
否會再有員工涉入調查，他認為這與公司無關，
全由監管機構決定。
康宏臨時主席兼執董陳志宏昨在記者會上指自己
來自台灣，之前為康宏顧問，並表示自己獲委任為
董事後，會嚴肅看待其職責，重建企業管治架構。

民眾推 CME 比特幣期貨
投資者初期料多採觀望態度

對中國經濟崛起的最嚴厲回應，跟以往美
國政府的做法大為不同。另外，《金融時
報》報道，美國正考慮制裁跟朝鮮有貿易
及金融聯繫的中國大型銀行，而非只針對
規模較小的銀行，這或許會打擊中國金融
股的走勢。

大市累升巨 回吐壓力增強
永豐金融資產管理董事總經理涂國彬表
示，特朗普上台之初，已一直有憂慮他會
掀開全球的貿易戰，相信市場可能借此憂
慮而進一步借勢回調。而且港股今年累升
甚巨，但踏入 12 月開始獲利回吐的壓力已
見 明 顯 增 強， 恒 指 卡 在 29,000 點 前 阻 力
區，顯示港股仍處調整狀態。

長假臨近 後市料考驗28000
他又指港股的龍頭股動力不足，例如騰
訊(0700)上周二高見 410.8 元後就回落，似
有意再回調 50 天線；平保(2318)同樣動能不
足，未能守住 80 元，短線恐怕還要調整；
匯控(0005)相對偏強，上周四一度突破 80 元
大關，惜終未能企穩，周五也續回吐。
工行(1398)受到「北水」的青睞，連續成
為「港股通」十大成交活躍股，股價四連
漲，但上周五即現調整，股價再度失守 50
日線。另外，A 股的疲弱也給港股帶來壓
力，涂國彬相信，隨着長假期臨近，恒指
本周或會再下試 28,000 點承接力，後市恐
怕還會以震盪調整為主。

董事會已向郭曉群發信

■比特幣在一些交易平台曾高見 20,000
美元。

民眾證券行政總裁潘康海表示，比特
幣的期權上周已率先登陸美國芝加哥期權
交 易 所 (CBOE)， 首 日 交 易 即 兩 度 漲 停
板，最多升過26%，使比特幣突破18,000
美元，反映市場對比特幣期貨交易有龐大
需求。公司推出 CME 的比特幣期貨，為
客戶提供更多選擇，以滿足市場需要。該
行預期，開始交易首日普遍投資者會採取
觀望態度，但交易量會隨着市場對比特幣
的期望上升而增多。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比特幣再
創新高。據交易平台 CoinDesk 昨天數據
顯示每個 Bitcoin 價格升至 19,680 美元，
Gdax 和 OKCoin 的 更 曾 高 見 20,000 美
元，在不到一個月時間內，比特幣完成由
10,000美元邁進20,000美元。外電指，有
關投資的高波動性和高投機性風險警告聲
已愈發響亮。與此同時，民眾金融(0279)
旗下的民眾證券宣佈，將會推出芝加哥商
業交易所(CME)的比特幣期貨交易。

今年以來，比特幣漲幅驚人，漲幅已
超過 1,700%，令人擔心市場已經充斥泡
沫，破裂時可能非常可怕。比特幣單 12
月以來漲幅已近 80%，有可能創 2013 年
12 月以來的最大單月漲幅。市場人士
稱，芝加哥商業交易所即將推出的比特幣
期貨更刺激了比特幣的短期升勢。

每張期貨合約價值9萬美元

憂對金融市場穩定帶來威脅

繼首推 CA 核認網上開戶系統後，民眾
證券將推出CME的比特幣期貨。CME將
在今日推出基於芝商所 CF 比特幣參考匯
率(BRR)的比特幣期貨，本港投資者將可
透過民眾證券買賣 CME 推出的比特幣期
貨合約，每張期貨為 5 個 Bitcoin，以比特
幣參考匯率(BRR)18,000 美元計算，每張
比特幣期貨合約價值約為9萬美元。

目前美國多間學術機構的研究，都認
為比特幣可能給傳統貨幣和市場金融穩定
帶來了威脅。研究指，比特幣不受政府監
管，但由於加密貨幣和其他金融資產的互
連性，有可能在傳統市場造成連鎖反應。
但仍有人認為，比特幣市場目前的總規模
只有約 3,000 億美元，就算價格崩跌也不
足以對全球金融穩定帶來連鎖反應。

價格瘋漲 擔心爆泡之聲不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