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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仔升跌派貨格
業界促停牌徹查

股價昨先抽高後回 或有大手買盤托市

肥佬黎早兩日被拉，
佢旗下份《蘋果日報》即
刻借題發揮斂財，自吹會
「熱賣」，喺肥佬黎被拉
翌日就印咗 55 萬份報

紙，唔少「黃絲」KOL更熱情推銷，
點知全港滯銷。可能《蘋果》都知印得
多都係「賣一份蝕一份」，所以日前立
刻減少至13萬份，但仍然賣唔晒，到
噚日減到7萬份都仲係一街都係。睇
嚟，所謂「全民撐《蘋果》」之風都係
一眾黃絲「自high」假象，《蘋果》最
新印數係7.1萬份，同282（壹傳媒）
嘅股價一樣，話咁快又重回低谷喇。

多區便利店堆貨
肥佬黎被拉翌日嘅《蘋果》「賣斷

市」，其實都係幻覺嚟嘅啫。有街坊早
就爆料，早兩日嘅所謂55萬份報紙，
其實都係有人買嚟免費派，加印嘅《蘋
果》實情日日滯銷。攬炒派 KOL
「Acr Varok Footman」噚日亦話，本
想去便利店買《蘋果》，點知睇到剩咗
成疊，仲貼埋相爆料。

離島區議員王進洋日前凌晨喺fb發
帖，貼咗東涌區內所有7-Eleven便利店
嘅地址，聲言只要下晝四點前全部《蘋
果》被買斷，佢就剃光頭，仲話自己最
憎光頭，如果唔找數，「2023年區議會
選舉，我自行退出。」但係個「挑戰」
根本毫無懸念，網友「Lau Wong」一
早就評論話：「你一定唔會光頭，逸東
仲有大把。」「Kcc Cc Kam」亦補
充：「仲有好多，兩大棟（戙）。」

結果，當然係以失敗告終。「挑戰」
失敗後，王進洋只得自己打圓場話：
「蘋果日報，未必係你心頭好」，但
「白色恐怖嘅蔓延從未停過」，要大家
「由下而上改變呢份報紙」喎。

攬炒派促銷不果
元朗區議員張秀賢亦發帖呼籲街坊買

《蘋果》，話便利店仲有好多，未買快
啲買啦，但當然最終都係剩返一大疊。

其實《蘋果》已經嚴重滯銷，但居然
仲有網友「呼籲」要幫手清理《蘋果》
創刊25周年嘅特刊「蟹貨」，搞到處
處見「果」蹤，真係情何以堪。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熱賣不繼
蘋果滯銷

壹傳媒股價因肥佬
黎（黎智英）被捕，
異常浮動咗差唔多成
個星期，升跌幅度達
幾十倍，搞到好多散

戶蝕到褲穿窿。到噚日，肥佬黎接
受《彭博》採訪時先突然諗起「警
告」大家唔好買壹傳媒股票，「良
心發現」話「會虧錢」。而同樣被
捕嘅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劍虹同日都
話：「買股票support（支撐）唔到
我哋公司。」見到咁嘅馬後炮，網
民就話做晒「蟹」嘅「手足」，唔
好忘記搵邊個找數吖。

肥佬黎被捕後，一班黃絲KOL
炒起「買壹傳媒股票」嘅歪風，唔
少「手足」甚至攞咗私己錢出嚟
買，無諗到全部蒸發晒，被「抗
爭」幻影坑害咗，一眾「黃絲」遍
地哀嚎。有「連登仔」輸咗15萬旅
行金，唔知點同女友及家人交代
。而幾日前「連登」上仲開咗
「壹傳媒苦主哭喪區」。

「手足」被人即用即棄
「進擊的窮人」蝕咗錢，質問：

「肥佬黎你當坐緊艇既（嘅）『手
足』係condom? 」「小久條利新」

痛罵肥佬黎：「係鬼係憨×。」「他
只是個孩子.jpg」就回覆話：「282
（壹傳媒）高追長揸係『蟹』係『水
魚』。」「泛民愛販民」一語破的：
「一陣金管局封殺就好笑。」

「Sidney Chan」就踢爆肥佬黎
最叻係賊喊捉賊，「佢自己入貨
0.07， 跌 幾 多 都 贏 。 」 「Ivan
Lau」亦「恭喜」肥佬黎「散貨」
完成，仲話：「接了火棒的曱甴可
以用股票做牆紙。」「Xpython
Boidae」仲揶揄「手足」話：「唔
好買著（住）喇，等佢升返先
啦！」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8月11日
曾高見1.96元

8月7日
收0.09元

蝕到褲穿窿 黃絲罵聲四起

■多區便利店《蘋果日報》堆積如山。
網上圖片

■■壹傳媒主席黎智英壹傳媒主席黎智英
昨日出席股東會昨日出席股東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肥佬黎割韮菜 食飽叫人莫炒股
壹傳媒（0282）股

價連日被舞高弄低，
本周內由高位跳樓式
暴跌80%，斬到一眾
所謂「黃絲手足」一

頸血，若在本周二1.96元買入該股
（每手10,000股），到昨日每手已
經勁蝕15,600元，網上不少盲撐肥
佬黎的「手足」哭訴「輸身家」。

稱警方行動對營運影響不大
手足一片痴心向肥佬黎，奈何都

被肥佬黎掉落溝渠。面對股價暴瀉
及證監介入調查，黎智英昨日在接
受彭博訪問時才假惺惺的叫「黃
絲」「不要這麼做，不要這麼做，
因為你會虧錢的」。對，智障黃絲
「手足」已經獻上了真金白銀，睇
怕是「有心人」已經飽食，可以停
一停等韮菜再長出來。

黎智英在訪問中又說，他沒有計
劃賣盤，也沒有計劃趁現時股價在
高位增發股份，因為這時候融資對
公司而言是「非常不誠實的方
式」；如果需要融資，他會「靠自
己」。如果他被判有罪，公司業務
「將在沒有他的情況下繼續」。

其實，早於本周一，即黎智英被
拘捕當日，市場已經有黎智英被捕壹
傳媒可能賣盤或拆骨出售資產的傳
聞，當日公司的通告指高層被捕、警

方到辦公室搜查事宜，又「預計該等
事件對本集團日常的正常營運並無任
何重大不利影響」，並無澄清市場傳
言。到本周二股價喪升，當日傍晚再
「例牌」發個「董事會確認其並不知
悉導致價格及成交量波動的任何原
因」的通告。

眾高層或坐監將覓後備人選
肥佬黎如果是「心繫」「手足」

的，壹傳媒完全可以主動要求在周
一就停牌，並公布「沒有計劃賣
盤」，叫手足「不要這麼做，不要

這麼做，因為你會虧錢的」。當
然，韮菜的作用，就是要被割的
嘛。

肥佬黎在昨日股東會後即閃，只
留下營運總裁兼財務總裁周達權、
行政總裁張劍虹面對傳媒。對於一
眾高層隨時踎監，張劍虹承認要考
慮委任替任董事。他稱，壹傳媒作
為上市公司，一定會與董事會商討
該問題，如有合適人選將會對外公
布，又避談證監介入調查該公司股
價大幅異動一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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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傳媒昨日舉行周年股東大會壹傳媒昨日舉行周年股東大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經周三周四兩日暴瀉的壹傳媒，昨日一度「迴光返
照」，一開市即急升過42%，高見0.54元全日高

位，但10時過後便一直往下瀉，收升5.26%，報0.4
元，成交約2.1億元。然而自周二高位計，股價4日累
插80%，令到不少瞓身撐肥佬黎的股民都輸身家，故昨
日討論區的焦點已由前兩日的「不計賺蝕」、「訓
（瞓）身支持」，變成紛紛問「現時股價反彈，應否壯
士斷臂？」或是「再坐一會等更高位？」又或是比較誰
輸得慘，甚至有「勇者」再問「哪個價位可以溝貨？」

行家：手法似「莊家」要炒高派貨
有證券經紀對香港文匯報表示，股民昨日早上捨得在

0.5元沽貨離場的，已算「蝕少咗」，以周二該股的高
位1.96元計，如果現在仍「死抱」壹傳媒，每手已蝕
15,400元，而從這幾天的盤路來看，似有人托價造市，
並認為若下周一該股早段再抽高的話，應「早放早
着」。

該經紀分析，以往的「莊家股」要炒高派貨，都會利
用類以的買賣手法，只是今次涉及的股份身份較敏感，
所以更多人關注，也更多人「中招」。從昨日的跌盤可
看出，該股中小型買賣盤佔比相若，大概為43%至
45%，反而沽貨的大單僅4%，買貨的大單佔8%，佔比
高出一倍，明顯有大手買盤在早市買入該股，目的相信
是為了托價。

當大家以為股價調整後回升，那些大單便有可能「拆
細」，以中小單形式賣給仍然進入場中小型股民，達到
「抽高派貨」的目的。他表示，過去很多「貨源歸邊」
的「妖股」，都是這麼炒作的。所以，他認為監管部門
應該將壹傳媒停牌，以免更多股民上當。同時，證監應
加快調查進度，徹查是否有人涉及人為操作謀取巨利。

暴升當日 三券商減持7008萬股
根據8月11日的持股記錄顯示，壹傳媒暴升當日，受

蠱 惑 跟 風 買 入 的 散 戶 眾 多 ， 從 中 央 結 算 系 統
（CCASS）最新更新的數據可看到，擁有大量散戶的
中銀、匯豐及富途證券，單日錄得最多的淨買入，合共
持倉總計增加8,085萬股。減持壹傳媒最多的三家券
商，分別是玖富證券、匯豐金融證券及中信證券，合共
淨減持7,008萬股。

其中，玖富證券於本周二近乎將壹傳媒「清倉」，由
原本持有3,603萬股，單日大減至217萬股。翻查記
錄，首批668.6萬股壹傳媒股份，早於2011年3月24日
首次存入玖富證券，到2014年12月，存倉規模已逾
4,000萬股。其後，有關股份存在玖富倉內，有近4年半
時間一直未有增減及轉移，直到去年6月11日錄得1萬
股淨存倉增加後，淨存倉變化才變得活躍，且又以淨減
持行動為主。

翻查股價資料，壹傳媒在2011至2014年股價大約介
乎0.4至1.6元左右，大部分時間介乎0.7至1元。該批
股份結果在周二當日幾乎清倉，相信持貨者可以「賺住
離場」。

對中央結算系統顯示中銀香港、富途等中資券商是淨
持倉增加最多的券商，中銀香港發言人昨回覆香港文匯
報時表示，該行於中央結算系統的相關股票持倉量增
加，純粹反映客戶透過該行股票平台買賣該股票的淨持
倉量變化，並非由於該行增持所致。

壹傳媒股價壹傳媒股價
本周較高位瀉本周較高位瀉8080%% 昨收0.4元

喪炒壹仔，「黃韮」紛中伏。妖股壹傳媒

（0282）昨再炒高後急回，一開市即急升過

42%，但收市只升5.26%，重複過去幾日的疑

似派貨格。據中央證券結算最新持股記錄顯

示，該股8月11日暴升當日，一眾「黃韮」響

應財經KOL盲撐肥佬黎跟風買入者眾，三大散

戶券商持倉當日增加8,000多萬股，然而當日

有「長情股東」大手沽出3,300多萬股。市場

人士分析，以往的「莊家股」要炒高派貨，都

會利用類似的買賣手法，而從昨日的跌盤可

見，明顯有大手買盤在早市買入該股，目的相

信是為了托價。他呼籲監管部門應該將壹傳媒

停牌，並加快調查進度，徹查是否有

人涉及人為操作謀取巨利。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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