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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超級城五一辦掃金團
金價下跌，新地（00016）旗下大埔超級城瞄準商機，

趁五．一黃金周舉辦旅客掃金團，預計平均單價消費3萬至5
萬元，最高消費金額可達20萬元。

新地高級推廣經理陳淑衡表示，適逢金價近日顯著下跌
，大埔超級城將趁五．一黃金周，開辦5個旅客掃金購物團
，每團約50人，他們主要來自深圳東莞及廣州一帶，該團的
特色是安排專人帶領及講解不同金飾的款式及價格，預計平
均單價達3萬至5萬元，最高消費金額為20萬元。據了解，大
埔超級城設有 「名鑽珠寶街」，共有8個珠寶商戶。

系內尖沙咀新太陽廣場則擁有多個皮具服裝店及化妝品
牌，遂舉辦扮靚團為主，在黃金周邀請廣東省不同企業的白
領到場購物。陳淑衡預計，在五．一黃金周3日假期內，上
述2個商場合共舉辦15至20團旅客購物團，合計約750至1000
人，料旅客人均消費達6500至3萬元，較去年五．一黃金周
升10至15%，料為商場額外帶來逾1200萬元的消費額，較去
年升15至20%。

據外電報道，長城汽車（02333）總經理王鳳
英昨於上海車展表示，推出新款車型可能令今年集
團銷量大升三成，加上其哈弗SUV於首季銷售大增
92%，而大行又唱好長汽，令其股價昨曾高見34.9
元，大升19.9%，一度創上市新高，收市報33.5元
，升15.1%，成為升幅最大的國企成份股。但長汽
昨晚發出澄清，指王鳳英沒有作出有關評論。

摩通料長汽首季盈利勝預期，升目標價至40元
；麥格理料其首季度純利按年升61%至17.63億元人
民幣，淨毛利率料達14.1%，按季增0.6個百分點，
又調高長城汽車今年產銷量8%，及分別調升今、

明兩年盈利預測14%及20%，升評級至「跑贏大市」
。法巴則表示，今年長汽目標銷量70萬輛汽車，按
年增12.6%。市場預期共識為營業收入和純利分別
增長22%及17%，該行料首季整體銷量增長43%，越
野車及轎車銷量分別增長94%及19%。鑑於目前長
汽車售價無壓力，預料長汽表現可超預期。該行將
長汽目標價由34.5元增至35元。維持評級 「買入」。

同時，多隻車股亦造好，比亞迪（01211）升
6.6%至25.8元，東風（00489）亦升4.6%至11.72元
，而吉利（00175）冀進軍高檔汽車市場，股價升
6.9%至3.99元。

在股市上，有稱為 「搭棚」 的市場操
縱行為，即是個別人士或多名共謀人士，
就個別股份發出大量虛假買賣盤，令到其
他投資者產生錯覺，誤以為市場對該股份
有強大需求，企圖歪曲股票的供求情況。
由於有關人士並非真實有意買入股份，故
他們的買賣盤通常會在執行前被取消，從
而讓他們得以在較高的價格沽出股票。

過往因 「搭棚」而被罰的個案可謂屢見不鮮
，業界人士指出，通常證監會都是對違規者作出
譴責及罰款了事，較嚴重者則會終身禁止重投業
界，較少會被判入獄，因此有言論認為阻嚇力度
不足，以致不時有人鋌身犯險。

提及因 「搭棚」及違反相關規則而被罰的個
案，包括：證監會於2010年1月份，因周展雄於
2003年5月6日至6月10日期間進行 「搭棚」活動
，發出品質國際股份的多個買盤，並在落盤後隨
即取消這些買盤、調低所涉股數或任由這些買盤
失效，使兩名新鴻基的客戶可以更積極並迅速地
沽售所持有的品質國際股份。

證監會指出，周展雄不但違反新鴻基的內部
政策，更濫用他身為負責人員這個高級職位的權
力，透過下屬的協助或串同下屬進行這些非法活
動。周展雄在案件調查期間出席證監會的會見時
，否認曾經進行搭棚活動或市場失當行為，但他
在審裁處的研訊程序中，承認曾經這樣做。因此
，證監會對周展雄犯市場失當行為進行公開譴責
，施加罰款200萬元，並終身禁止他重投業界。

▲陳淑衡（左）說，大埔超級城將趁五．一黃金周開辦
5個旅客掃金購物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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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發生七級地震，港股昨日亦跟隨反覆震盪，
恒指全日微升30點。災後重建概念股昨日表現強勢
，鋼鐵、水泥股獲追捧，馬鋼（00323）、重鋼（
01053）股價漲逾半成；藥業股亦造好，個別股份股
價升近一成。市場關注內地保險公司需就災難作出巨
額賠付，內險股逆市向下，太保（02601）股價跌
2.3%。分析員指出，重建概念股炒風短暫，不建議散
戶追入。

港股經歷上周五大升逾500點後，大市上升動力
稍歇。恒指輕微高開24點後，指數無法大幅向上突破
；其間更受到滬深A股回軟所累，港股最多倒跌57點
。直到下午兩點半過後，市場突現大量買盤掃貨，推
高恒指最多升118點，惜收市時升幅縮窄至30點，報
22044點。即月期貨升17點，報22021點，較現貨低水
23點。國企指數則升3點，報10590點。在缺乏補倉下
，主板成交較上日減少122億元，至537億元。

馬鋼大漲6%
重建概念股是昨日表現最突出的板塊股份。馬鋼

股價大漲6.1%，收2.06元；重鋼升5.9%，收1.25元；
鞍鋼（00347）股價反應最 「冷靜」，升1.2%，收
4.88元。同屬建築材料的水泥股亦乘勢彈起，聯合水
泥（01312）股價升8.7%，收0.87元；西部水泥（
02233）漲5.8%，收1.45元。細價水泥股表現突出，
重磅水泥股相形失色，中建材（03323）升1.5%，收
10.06元；安徽海螺（00914）升0.5%，收28.95元。除
重建股，藥業股同樣跑贏大市，天大藥業（00455）
升9.7%，收0.45元；遠大醫藥（00512）升7.8%，收

0.55元。
投資者憂慮保險公司在今次大地震中，因大量人

命傷亡及財物損失，需要作出巨額賠付，內險股昨日
卻逆市向下。太保股價跌2.3%，報27.15元；財險（
02328）跌2.2%，收9.51元；國壽（02628）跌1.9%，
收20.3元。

展望後市，騰祺基金管理投資管理董事沈慶洪指
出，港股預料在21800點至22000點間水平上落，但最
終要視乎A股表現。沈慶洪對重建概念股有保留，相
信相關股股升勢不可能持續。因為災難重創地區並非
城市，對水泥、鋼材需求量有限；故此這類概念炒風
維持時間短暫，散戶不宜入市追貨。

長汽股價升20%創上市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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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
搭棚」手法
，將股份價格
抬高，從中獲利
，是三四線股幕後
的地下莊家慣常使用的造
市伎倆，以製造股份買盤陣容鼎
盛、成交活躍的假象。不過，本港
證監會昨日成功將一個進行 「搭棚
」的違規投資者入罪，法院並予以
重罰，罰款之餘，再判監三個月，
緩刑三年，所產生的阻嚇作用頗大
，勢必打擊三四線股的非法莊家活
動。

「搭棚」現象甚為普遍
本港證監會重手打擊市場造市

違規行為，引起了市場極大回響，
是否反映當前三四線股的非法莊家
活動日益猖獗，非嚴打不可？透過
不斷落盤與消盤的手法，造成虛假
或具誤導性的股份買賣需求的假象
，誘使投資者入市，以從中圖利，
監管當局實在絕不能手軟。

以今次案件為例，涉案者在一
零年十一月八日就佳兆業股份進行
虛假交易，在多個價位掛出大量輪
候買盤，需求數量比實際輪候需求
放大了逾三十倍，但這些輪候買盤
並非真正買盤，在臨近執行之前或
部分執行後，買盤便會突然更改或
取消。換言之，涉案者掛出大量虛
假買盤的 「搭棚」手法，目的就是
招引投資者入市，從而推高股份股
價，以便可以高價出售手上股份。

證監會執法「大細超」？
值得注意的是，現時本港股市

的 「搭棚」現象普遍存在，除了三
四線股份之外，也常見於大藍籌股
身上。

事實上，由於大藍籌股都是恒
指權重股份，升跌足以左右大市以
至衍生產品如期指的表現，因而經
常出現大行在這些權重藍籌股之上
，掛滿大量輪候買盤或是沽盤，不
禁令人懷疑這些是否為真正的買賣
盤。

針對股市 「搭棚」造市活動，
證監會未可言打大鱷，原因只是打擊個別投資
者違規行為，卻對大行進行 「搭棚」活動視而
不見，暫未採取行動，證監會予人有 「大細超
」之嫌。

打擊地下莊家活動
毫無疑問，股市 「搭棚」違規行為隨時獲

判入獄，並非單純罰款那麼簡單，將會產生頗
大阻嚇作用，三四線莊家股將首當其衝，相關
莊家活動勢必收斂，預期成交量會因而有所下
降。

早前證監會也首次向財經專欄作家開刀，
張士佳被指利用報章專欄推介股票之利，使用
其妻子證券帳戶對該股票進行炒賣，從中獲利
，並未作出利益申報，遭證監會暫時吊銷牌照
三十個月，並罰款五十萬元。

近期本港證監會雷厲風行，連環出擊，嚴
打市場違規行為，突顯其打虎的形象。

小資料

搭棚歪曲股票供求情況

日期

2013年4月

2010年1月

2007年9月

事件及處罰

■東區裁判法院裁定散戶嚴敏行於2010年11月8日就佳兆業進行虛假交易，他採取 「搭棚
」 的落盤及消盤策略，即多次更改或取消買盤，然後以相同價位重新入盤。嚴發出的買
盤將頭五條買盤輪候隊伍的累計需求平均推高了逾30倍。法院裁定嚴敏行一項虛假交易
罪名成立，判監禁三個月，緩刑三年，並須繳交罰款56萬元，罰款額相當於他從虛假交
易活動賺取的利潤。法院亦命令嚴向證監會繳付調查費32,879元。

■證監會因周展雄犯市場失當行為而進行公開譴責，施加罰款200萬元，並終身禁止他重
投業界。2003年5月6日至6月10日期間，周進行 「搭棚」 活動，發出品質國際股份的多
個買盤，並在落盤後隨即取消這些買盤、調低所涉股數或任由這些買盤失效，使兩名新
鴻基的客戶可以更積極並迅速地沽售所持有的品質國際股份。

■法院曾在裁定一名證券行前客戶主任陳鐵源曾因 「搭棚」 而被法院判監禁4個月（緩刑
一年）及罰款12400元，並要向證監會支付16650元調查費。同時，證監會亦在同年11
月禁止陳鐵源重投業界，為期1年，由2007年11月17日開始至2008年11月16日止。因
證監會發現，陳鐵源曾受僱作為工商東亞證券有限公司的代表，在2005年10月26至31
日期間採用俗稱 「搭棚」 的交易策略，營造涉及多隻證券的股份交投活躍的虛假或具誤
導性的表象，違反《證券及期貨條例》第295條。

22/4

控罪指嚴敏行於2010年11月8日買賣佳兆業的股
份時，就合共約1.99億股股份發出80個買盤，其後又
更改或取消超過九成買盤。證監會指嚴敏行並非佳兆
業股份的真正買家，他造成市場對佳兆業股份有需求
的虛假或具誤導性表象，以協助其於同日賣出2408萬
股佳兆業股份，從而賺取56.87萬元的利潤。證監會
指出，該等買盤臨近執行前或獲部分執行後隨即被更
改或取消，嚴敏行利用虛假買盤人為地抬高價位，當
成功在這些價位沽出其全部佳兆業股份後，便取消所
有買盤。

「搭棚」 活動歷來已久
嚴敏行昨日被判監禁3個月，緩刑3年，並須繳交

罰款56萬元。法院亦命令嚴敏行向證監會支付調查費
3.2萬元。騰祺基金管裡投資管理董事沈慶洪指出，
本地股票市場一直存在 「搭棚」情況，例如個別細價
股股價單日飆升數十個百分點，甚至逾倍，背後往往
涉及 「莊家」買賣；只是部分人士 「搭棚」手法不明
顯，而今次事件的做法實在誇張。對於今次法庭判刑
，沈慶洪認為，區區罰款數十萬元，這些人士並不會
太介意，因為他們很容易便可賺回罰款，而緩刑的阻
嚇性有限，惟有判處違法者入獄，才具有阻嚇力。他
相信，證監會今後在執法力度會愈來愈嚴謹，要求判
罰款項會愈來愈多。

證監會資料顯示，過往嚴敏行曾因故被暫時停牌
。原本嚴敏行曾為《證券及期貨條例》註冊的持牌代
表，但因2008年於開市前時段操縱6隻股票的落盤活
動，而於2009年8月遭證監會暫時吊銷牌照，為期12
個月，由2009年8月25日起至2010年8月24日止。

涉案散戶早有前科
當年，嚴敏行曾於2008年3月、4月及5月的開市

前時段及2008年5月30日的收市競價交易時段，就多
隻股份發出大額競價賣盤或競價限價賣盤，同時以不
合理地偏高的價格，就當中每隻股份發出單一手競價
限價買盤。證監會表示，這落盤方式表面上不會帶來
經濟利益，亦不符合低買高賣的原則，相信真正用意
是推高相關股份的潛在參考平衡價格上限。

儘管參考平衡價格最終並沒有上升至嚴敏行在相
關日期藉單一手買盤設定的上限水平，但嚴敏行明顯
是意圖操縱市場價格。此外，嚴敏行至少有兩個單一
手買盤曾於相關時段內與他發出的賣盤成功配對，造
成虛售交易。因此，當時證監會決定暫時吊銷嚴敏行
的牌照。

另外，資料顯示，東區裁判法院曾在2007年9月
份裁定一名證券行前客戶主任陳鐵源曾因 「搭棚」而
被法院判監禁4個月（緩刑一年）及罰款12400元，並
要向證監會支付16650元調查費。同時，證監會亦在
同年11月禁止陳鐵源重投業界，為期1年，由2007
年11月17日開始至2008年11月16日止。因證監會發
現，陳鐵源曾受僱作為工商東亞證券有限公司的代
表，在2005年10月26至31日期間採用俗稱 「搭棚」
的交易策略，營造涉及多隻證券的股份交投活躍的
虛假或具誤導性的表象，違反《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295條。

散戶搭棚造巿 推高30倍需求假象

莊家非法活動獲刑3月
以 「搭棚」 形式進行虛假交易將要承

受嚴重後果。東區裁判法院裁定，散戶嚴
敏行於2010年11月就佳兆業（01638）股
份進行虛假交易罪名成立。控罪指出，嚴
敏行以俗稱為 「搭棚」 的落盤及消盤策略
，即多次更改或取消買盤，然後以相同價
位重新入盤，其發出的買盤將頭五條買盤
輪候隊伍的累計需求平均推高了逾30倍。
嚴敏行被判監禁3個月，緩刑3年，並須繳
交罰款56萬元。資料顯示，早在2007年一
名證券行前客戶主任曾因 「搭棚」 而被法
院判監禁4個月（緩刑一年）及罰款，但想
不到6年後又有一宗相似案件。

本報記者 李永青

業界認為阻嚇力度不足

▲業界人士指出，通常證監會都是對違規者作出
譴責及罰款了事，以致不時有人鋌身犯險

近年部分因「搭棚」而遭罰個案

▲

▲

證監會昨日成功將一個進行 「搭棚」 的違規投資者入罪，法
院並予以重罰，罰款之餘，再判監三個月，緩刑三年；右圖為證
監會行政總裁歐達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