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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仔股價涉操控壹仔股價涉操控
疑虛假交易套現疑虛假交易套現

先升25倍又瀉八成 或大戶「左手交右手」

嗰頭壹傳媒股價暴跌，呢頭
《蘋果日報》縮紙，早兩日話
《蘋果》熱賣加印到55萬份，
噚日就變返印13.8萬份，短短
兩日蒸發41萬份支持真係話咁

易。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CY）喺 facebook
出post 揶揄《蘋果》自暴其醜，網民亦反問︰
「蘋果你點可以咁，你點可以用減少印量去嘲笑
自己嘅支持者？」

「黃絲」成日話自己有200萬人，但就連幾十
萬份報紙都消化唔晒，前日民主黨嘅羅健熙已經
喺fb出post，轉發南區《蘋果》滯銷嘅消息，
反問大家「一日就無以為繼啦」，CY已經出
post揶揄佢︰「自欺欺人的蘋果日報、天真的羅
健熙。」
CY噚日再喺fb出post話，蘋果日前仲係威係勢

話市民撐、排長龍買，結果加印報紙就擺到一街都
係，「免費送都冇人要，夜晚十點半重（仲）有人
喺街派。今（昨）日終於縮咗三分二，只印13萬8
千份。一句到尾，就是自暴其醜！」

身為「熱狗」嘅「阿柱」亦喺fb發文揶揄︰
「頭先去OK，見到地下冇蘋果，開心，支持者
今日又掃返了，但原來係放咗上架。今日印數
138,000份，蘋果你點可以咁，你點可以用減少
印量去嘲笑自己嘅支持者？」「Hoi Fung So」
就看透世事咁話︰「從來只有打咭（卡）佬，邊
有支持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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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警方
國安處本周一（10日）以涉嫌干犯國
安法和串謀詐騙等罪名拘捕黎智英三
父子及壹傳媒四名高層等10人，並搜
查壹傳媒大樓及檢走25箱證物。黎智
英等人及相關公司昨日入稟高等法
院，就被檢取的文件是否涉「法律專
業保密權」等問題向法庭尋求指示及
裁決，並要求頒令警方向九名原告歸
還所有受「法律專業保密權」保障的
資料，及警方在手令權限外取得的資
料和任何新聞材料。
壹傳媒昨向高院存入6份傳票，涉

及九名原告人，包括壹傳媒創辦人黎
智英、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劍虹、營
運總裁兼財務總裁周達權、行政總
監黃偉強、壹傳媒動畫公司總經理
吳達光、壹傳媒有限公司、蘋果日
報慈善基金、蘋果日報有限公司、
壹傳媒管理服務有限公司，被告則為
警務處處長。
入稟狀指稱，警方在本月7日獲得西

九龍法院裁判官批出的手令，同月10日
在將軍澳壹傳媒大樓內蒐證並檢取物
品。原告要求高等法院作出指示及裁
斷，所有檢取的物品，是否涉及新聞材

料和受「法律專業保密權」所保障，有
關行動是否超越搜查令權限。入稟狀
要求法庭頒令警方向所有原告交還享
有保密特權、屬於新聞材料，以及檢
取時超越權限及沒有合法權限保留的
所有材料等。
同時，入稟文件並披露涉嫌串謀詐騙

的壹傳媒行政總裁兼《蘋果日報》社長
張劍虹，除被警方押返辦公室搜證外，
警方當日早上7時在其住所拘捕他時，
也有出示法庭手令搜屋，並檢取他兩部
手機、聯絡電話簿及涉及壹傳媒管理有
限公司的信件。他被押回壹傳媒大樓

時，警方出示另一份法庭手令，在其辦
公室檢走一部電腦。

警下周檢視文件蒐證
據悉，本月10日警方搜查將軍澳壹傳

媒大樓，包括黎智英及被捕高層的辦公
室和多個部門辦公室，但並無搜查編採
部。在檢走的25箱證物中，包括有電腦
硬盤，以及「蘋果日報慈善基金」文件
等。其間壹傳媒的律師爭議相關物件涉
及法律專業保密權。
警務處處長其後去信《蘋果日報》

指，檢走的證物只會封存7日，以便律
師提出有關法律專業保密權的法律程
序，下星期一（17日）後，會解封及查
閱有關證物進行蒐證工作。

涉嫌觸犯香港國安法嘅壹傳媒創
辦人肥佬黎（黎智英）日前被捕，
前晚獲准保釋，噚日一早就喺
Twitter直播，用眼淚賺支持，話
見到咁多國際人士同香港人支持佢

同《蘋果日報》覺得好感動，覺得香港呢個地方
對佢實在太好。有網民就話肥佬黎要出嚟博同
情，似乎係無晒辦法，亦有網民表示︰「遲D
（啲）香港會對他更好，有免費屋住，又有免費
飯吃，他真的要感謝香港。」
肥佬黎噚日一出嚟又急急搵外國勢力幫自己刷

存在感，男人老狗仲邊講邊喊，話國際支持對佢
好重要，又話知道自己做緊「啱嘅嘢」，仲話自
己「生命去到最後階段」等，真係一手悲情牌打
晒出嚟。
「黃營」入面有唔少人都話自己睇到喊，睇嚟

平時生活壓力都幾大。不過，有好多網民覺得肥
佬黎矯情得滯，有人仲鬧佢係「戲精」。「San
Leong」直言一切都係報應︰「流眼淚？拍緊
戲？你地（哋）話坐監會令人生過得更精彩！希
望你哋啲同僚可以好似你咁一個一個咁去過你哋
精彩嘅人生。」

將享「免費吃住」更要感謝香港
「hk_mask」話︰「要搞到咁搏（博）同情

keep（保持）人氣去打仗，睇嚟無晒其他辦法
鳥（了）！」「曹三豐」揶揄︰「想走無得走，
羅三七（羅冠聰）風流快活，緊（梗）係想喊
啦！」「夏毅崴」認為︰「他的哽咽絕對是因為
要坐牢了！」「普通話太難學」亦表示︰「遲D
（啲）香港會對他更好，有免費屋住，又有免費
飯吃，他真的要感謝香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抹淚博同情
網民嘲戲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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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傳媒（0282）大股東黎智英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被捕

後，壹傳媒股價如坐「過山車」般大幅異動，短短4個交易日

中，股價由周一低位7.5仙炒高至周二高位1.96元，升幅達

25倍，公司市值由最低1.97億元炒至51.6億元；然後又三日

累跌80%，至昨日的0.38元，公司市值

縮至10億元，跟風買入者蝕到「一殼眼

淚」。壹傳媒如此舞高弄低，且成交股

數巨大，其中一天的交投股數更相當於

「街貨量」的5.4倍。有市場人士分

析，擁有如此雄厚貨量者不會是散戶，

加上換手率如此高，估計也只能透過類

似「左手交右手」才能做到，可能某些

資金托高股價來協助大型股東減持套

現，已經構成了「虛假交易」。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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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周一

收0.255元
8月7日上周五

收0.09元

8月11日周二

高見1.96元
8月13日

收報0.38元

「黃色經濟圈」真係好驚人，買壹傳媒（0282）股票買到
蒸發咗一班「手足」嘅私己錢。噚日網上繼續遍地「手足」嘅
哀嚎，有人話自己輸咗成15萬輸到手震，唔知點同女友家人
交代，但有「黃色經濟專家」就勸班苦主繼續持股，一日未賣
一日都唔當輸，同賭枱嗰句「有賭未為輸」有得揮；有人話當
係捐咗畀肥佬黎（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部分「同路人」都
睇唔過眼班腦殘「黃絲」，狠批佢哋「戇X」，「你話D
（啲）錢去政府同港交所到（度）仲合理少少。」

「15萬旅行基金一鋪清袋」
到底「黃絲」今鋪有幾損手爛腳？實質金額暫時統計唔到，但

「連登」討論區嘅「肥佬黎282又爆跌」噚日已經開到第7個新
post，苦主「如果真的太好」亦留言話︰「15萬既（嘅）旅行基
金一鋪清袋，宜（）家唔知點同女朋友交代，琴（噚）朝1.6
入，宜（）家手都震埋。」「冰瞇魁隆」安慰佢︰「15萬當換
自由之軀。」有人就揶揄︰「『自由之軀』係咪講緊女朋友？」
「青空遙香」亦話︰「你女朋友值得更好，無謂累人。」

不過，苦主當然唔止佢一個，佢哋漆黑嘅世界中仲有無數黃
色燈火互相輝映，「再待你好也無回報」亦留言︰「我自己都
無左（咗）七萬。」「如果真的太好」亦後悔表示︰「今次之
後唔再信股票會賺錢。」「進擊的窮人」直情怪罪肥佬黎鬧佢
係「老千」。

「輸錢當撐蘋果」狂被嘲諷
呢班「黃絲」唔識嘢真係唔係扮嗰喎，「涼拌粉皮」竟然

話︰「其實輸左（咗）啲錢都係去左（咗）黎智英度，咪當撑
（撐）下蘋果。」唔少「同路人」都睇唔過眼班腦殘，留言狠
批佢「戇X」、「咁都講得出」，「ILmae」亦模仿肥佬黎心
聲留言︰「黎智英︰WTX，一蚊都無賺過你，你話D（啲）錢
去政府同港交所到（度）仲合理少少！」

雖然係「同路人」，但踐踏起同道嚟大家都毫不留情，有人留言話佢哋
衰貪心，純粹想炒股，輸咗係抵死。「F_Valverde」亦話︰「當拎錢交
下學費，又話支持肥佬黎輸曬（晒）都唔怕，宜（）家就揼晒X。」
有網民就製圖揶揄︰「肥佬黎，你可唔可以俾人拉多次？升返$1.96救救
『手足』。」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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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周三從高位倒跌四成報收後，壹
傳媒昨日未止瀉，再插水41.5%，

收報0.38元，成交減至2.69億元。該股
自周二高位1.96元急挫以來，三日暴瀉
80.6%，股價雖仍較黎智英被捕前（上
周五收9仙）高3.22倍，但在本周高位
追入者已蝕到「一殼眼淚」。在多個財
經討論區上，都會感受到龐大怨氣，怨
氣絕大部分來自跟風入貨，短炒變股東
的投資者。有網民開始想到事件可能有
「幕後黑手」，覺得自己幫人「托
市」，高價沽貨的人就袋袋平安。

交易股數驚人 證非散戶
根據中央結算系統（CCASS）持股記
錄顯示，在壹傳媒股價大幅波動期間，
即8月10至12日，兩家美資券商花旗及
盈透的持倉量，大幅減少接近逾3,400
萬股，而兩家中資背景券商即富途及中
銀，其持倉量則增加了逾5,000萬股。
顯示有美資行的客戶減持壹傳媒，有大
量散戶的中資行的客戶則瘋狂接貨。
市場人士表示，黎智英被捕本身就是
一件負面事件，加上壹傳媒蝕足五年，
股價不跌反升，由「仙股」變成「蚊
股」，已經引起社會一片質疑，證監亦
已介入調查，股價急瀉並不意外。有客
戶向他表示，已經輸了「交租錢」，他
個人也認為，除了借機套現獲利的「有
心人」，普遍股民都已經「輸到攤攤
腰」，所謂支持壹傳媒變成「輸身
家」，教訓令人沉痛。
他指出，該股短時間市值由最低1.97

億元炒至51.6億元，不單股價波動，成

交更令人咋舌，以本周二大飆
升的當日為例，當日的成交股
數高達40.86億股，已經超越壹
傳媒發行股數26.36億股，若撇
除大股東黎智英的18.78億股持

股，交投股數相當於「街貨量」的5.4
倍。除非是大股東有減持，否則可以頗
肯定地說，有如此雄厚貨量的人，不會
是散戶，甚至不是普通的「莊家」，且
換手率如此高，估計也只能透過類似
「左手交右手」才能做到，相關做法已
經構成了「虛假交易」。

疑有資金托市助大股東套現
立法會金融服務界議員張華峰昨日表

示，壹傳媒大漲當天，有很多所謂的
KOL都鼓吹買入該股，其實「累死
人」。從壹傳媒如此高的換手率可看
出，整個行動有部署、有計劃去托價。
但托價會觸犯刑事罪，冒險要有目的，
所以他也相信有可能是某些資金托高股
價來協助大型股東減持套現。
他表示，若黎智英或其他大股東真的

有減持，最遲下周一便要向外公布，若
非大股東減持的話，證監就要捉人，因
為這明顯是「虛假交易」。
有中資券商的交易員向香港文匯報表

示，證監已向各家有關的經紀行索取上
周至今曾參與買賣壹傳媒的客戶資料，
相信很快就知是誰將股價炒上去。過去
兩日，不少散戶只是貪心抱着搭「順風
車」心態，並無理會公司的實際情況，
問題是高追的人，很多是炒「即日
鮮」，甚至「篤手指」，並沒有實際去
交收，當股價一跌，大家就要「跳
車」。現在，證監已介入調查，這股份
已易跌難升，再加上壹傳媒老闆官司纏
身，公司質素又差，變回仙股只是時間
上的問題。

黎智英等入稟要求警歸還部分資料

壹傳媒大樓壹傳媒大樓

壹傳媒大股壹傳媒大股東東

黎智英黎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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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有陽光 幾陣驟雨
氣溫27-33℃ 濕度65-95%

庚子年六月廿五 初四處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