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報訊】
壹傳媒狂炒成為市
場焦點，有其他傳
媒疑照辦煮碗，趁

機挾高再高位派貨齊抽水。100毛
母企毛記葵涌（01716）炒高超過
一倍，萬華媒體（00426）及世界
華文媒體（00685）亦分別炒升
33%及14%。

資料顯示，張翼卿任主席的世
界華文媒體，持有萬華媒體約73%
，亦同時持有毛記葵涌股份，而3
隻股份向來交投疏落。而恰巧近兩
個交易日成交金額及股份均顯著急
升，走勢上同樣有上午炒起、中午
見底、下午回落的特色。其中，毛
記葵涌表現較誇張，周一中午突然
由上日的0.5元一下子炒升至1.25
元，下午逐步回吐至0.75元。星期
二再接再厲，用半日 「搭棚」 炒至

最高2.38元，其後回落至1.55元收
盤，兩日累漲逾兩倍。同期萬華媒
體升54%，世界華文媒體亦累漲
25%。

此外，萬華媒體昨日亦大手減
持毛記葵涌，以平均價每股約
1.547元，沽出675萬股，套現
1040萬元。交易後，萬華媒體持有
毛記葵涌權益由7.5%降至5%。

市場人士指，壹傳媒昨日大手
及超大手交易佔成交三分一，而毛
記葵涌高達四至五成，而萬華媒體
及世界華文媒體的比例，更有五至
六成。

毛記葵涌一般日均成交只有數
萬股，而昨日飆至1.76億股，萬華
媒體及世界華文的交投，亦由數十
萬股激增至8000萬股及1670萬股
。交投異常是否有大戶背後操作，
值得深入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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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對壹傳媒狂炒
四大疑問

黎智英等壹傳媒管理層前日被
捕，有心人即出動。在網上股評人
鼓動下， 「黃絲」 連續第二日盲目
高追壹傳媒股份，令到股價最多抽
高668%，高見1.96元，直撲2元
關；但股市發財定律是：早上推高
股價，是為了下午沽貨。正當散戶
不計價追貨之際，老千黨就趁高位
沽貨。在放量賣盤湧出下，壹傳媒
股價由高位掉頭向下，曾經跌穿1
元，低見0.93元，即由高位回調
52%，收市時報1.1元，較上日升
331%。

大公報調查發現，莊家早於周
一已部署好食大茶飯。黎智英早上
被捕後，股價上午未有異動，市場
交投亦疏落。中午在多位黃絲網紅
及藝人在社交平台煽動下，下午開
市交投突然活躍，黑暴資金及莊家
亦順勢入市摸魚，成交股數每分鐘
由幾百萬股，以至數千萬股不等，
將股價推高至0.4元後反手散貨，
一眾股民中伏接火棒。

黑暴組織及莊家搵快錢
所謂食過翻尋味，周二黑暴資

金與莊家重施故伎，以《蘋果日報》
加刊為炒作藉口，開盤即大手掃貨
催谷股價，在9時30分已錄逾9800
萬股交投，其後15分鐘內，平均每分
鐘也有逾2000萬股成交，直接將
股價打上0.5元，中午過後再下一
城，莊家大手掃億股帶動氣氛，股
價推高至1.96元，其後展開收割行
動，不過散戶承接能力有限，股價
回落至1.1元。資料顯示，單是昨
日超大手及大手買賣盤佔總成交約
三分一，即相當於13.6億股，以昨

日股價升0.845元或331%粗略計
算，黑暴資金與莊家賺逾11億元。

值得關注的是，壹傳媒昨日交
投40.86億股股份，但該公司已發
行股份亦只有26.36億股，而在逾
26億股中，黎智英持有18.78億股
，連同兩位董事持股，合共約19億
股，公眾股東（或稱街貨）持股約
7億股股份。換言之，壹傳媒昨日
40.86億股交投量，相當於街貨的
5.8倍。面對昨日異常交投量，證
券界人士指出，這類似傳統 「搭棚
」 伎倆。

左手交右手 推高股價
所謂 「搭棚」 ，就是多名關連

人士把股份左手交右手，合謀推高
股價；舉例說，A投資者把股份沽
出，B投資者接手這些股份後隨即
沽出，C投資者接手這些股份後又
隨即沽出，之後D投資者、E投資
者等接貨後沽出。該人士稱，這些
關連人士往往預先持有若干街貨，
使到市場剩餘街貨量減少，成功操
控的機會亦較高。

分析員表示，壹傳媒股份成交
金額達到42.65億元，是港股第三
大活躍股份，超過阿里巴巴（
09988）的40億元。如此巨量資金
，並非散戶投資者可以應付得到，
所以有指有來自台灣資金進場掃入
壹傳媒股份，背後原因值得關注。
他又稱，現時市場對於壹傳媒股價
眾說紛紜，有指是托高股價，讓黎
智英可以在高位減持套現。對於市
場關注，本地監管部門應該嘗
試了解，可是卻要管不管，要
理不理。

壹傳媒主席黎智英等人因涉嫌違反國安法及串謀欺
詐等罪被捕，股價卻反常癲升，引發重重疑團！在本地
網紅鼓動與台資莊家聯手催谷下，壹傳媒（00282）股價
癲升兩日，大公報調查發現，有人在背後操盤，趁炒上
挨近2元高位時放貨，令壹傳媒股價收市跌至1.1元，盲跟
入市的 「黃絲」 散戶慘被割韭菜。證券界人士稱，壹傳
媒昨日交投超過40億股，相當於街貨量的5倍多，有心人
左手交右手，利用 「搭棚」 伎倆，操控壹傳媒股價，但
本地監管部門卻懶理，累小股東成手蟹貨。粗略統計，
昨日大手買賣佔成交三分一，獲利超過11億元。有分析
估計，玩弄財技既為黑暴組織及莊家搵快錢，亦為黎智
英減持套現 「搭橋」 。

無視三大停牌理由 有損金融中心聲譽
【大公報訊】壹

傳媒（00282）股價
連日異動，任由股份
被舞高弄低。不過，

作為證券市場重要把關的港交所及
證監會，均未有採取果斷行動，保
障投資者及一眾小股民利益。證監
會昨晚只簡短回應，密切監察壹傳
媒股份交易活動。

監管機構以往一般在三種情況
下會要上市公司停牌，包括公眾持
股量不足、經營業務不符合《上市
規則》，或是上市公司或其業務不
再適合上市。另有一些特殊情況下
，當局可要求股份短暫停牌，例如
上市公司沒有就股價及成交量波動
作出解釋。

市場人士批評，起碼有三大理
由壹傳媒股份需要即時停牌。第一
，黎智英等多位壹傳媒高層周一早
上被捕，雖然媒體有即時報道，但

仍可能構成投資者接收消息不對等
現象，令市場交易不公平。當股價
異動，可能引發羊群效應，引導不
知情的股民跟風入市。高層被捕涉
股價敏感資料，監管機構已有理據
勒令停牌。

第二，除主席黎智英外，董事
兼行政總裁張劍虹，董事兼財務總
裁周達權亦被捕，他們於公司日常
經營息息相關，監管機構應下令股
份停牌，並要求壹傳媒對經營狀況
作詳情交代。

第三，當股價出現異動上市公
司未有短時間內回應，監管當局亦
可叫停股份買賣。業內人士指，監
管當局的放任態度令人匪夷所思，
與以往嚴格把關做法有很大出入，
有損國際金融中心聲譽。

證監會昨晚聲明，鑒於上述異
常升幅，投資者在買賣壹傳媒股份
時務須格外審慎。

防止人為操作 證監責無旁貸
【大公報訊】記者海芯葆

報道：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被
捕後，股價連續第二日出現異
動升幅。有專業人士認為，股

價如此波動或涉及人為操作；若涉及外國
資金以此途徑為黑暴提供資助，則涉嫌違
反香港國安法，促請相關部門嚴肅跟進。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前金融界立法會
議員吳亮星表示，壹傳媒這兩天出現大手
交易的情況，證監會及特區政府應調查當
中是否涉及內部交易。如果是正常買賣的
話，股價是不會有這樣大的升幅。他指出
，黎智英因為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被捕，
大手交易背後有機會涉及外國資金的資助

，所以有關當局要認真調查。如果出現人
為操作的情況，就要透過懲處機制處理。

金融服務界立法會議員、經民聯副主
席張華峰表示，他已經與證監會、港交所
商討此事，而港交所是第一監管者。壹傳
媒已發行股本只有26億股，但昨日收市的
成交股數約41億股。當成交量大過發行量
，已屬於不尋常交易，證監會其實可以命
令有關公司停牌，不過證監會並未有任何
行動。他又指，若果今次交易涉及洗黑錢
或利益輸送的話，肯定可以直接停牌。

香港政研會主席鄧德成昨日去信證監
會稱，黎智英因為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被
捕，惟未見證監會要求有關公司交代，更

未有將有關公司停牌。壹傳媒的股價連續
兩日大幅異動，而證監會依然未見行動，
與過往處理其他類似情況上市公司的手法
截然不同，令公眾對證監會的管理效率和
方針產生巨大質疑。他要求，證監會立即
停止壹傳媒一切交易，直到違法事情明朗
及壹傳媒公開交代。他說，證監會作為市
場的唯一監管機構，對保障投資者權益，
及維持香港股票交易市場良好聲譽責無旁
貸。此外，政研會亦要求金管局及銀行公
會徹查反對派公私銀行賬戶，是否有涉嫌
收取、發放政治黑金，嚴格遵守國安法要
求，查封一切可疑交易賬戶，停止外國勢
力黑金流通，維持香港良好金融形象。

壹傳媒過去兩日股價走勢

周一早段
低見0.075元

昨日中段
高見1.96元

昨收報1.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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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華文媒體（00685）（經營《明報》）

持7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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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5%

毛記葵涌（01716）

Blackpaper Ltd.

持67.5%

大公報整理

▲張曉卿

▲林日曦

毛記葵涌18年上市 屢發反中亂港文宣
【大公報訊】記者

冼國強報道： 「100毛
」 於2013年3月開始發
行，標榜生活潮流雜誌

，創辦人是作家林日曦。2015年5
月，林日曦等以 「100毛」 為基礎
，再成立網上媒體平台 「毛記電視
」 ，以惡搞風格對社會時事抽水，
其中不少內容都鼓吹反中亂港。

2016年， 「毛記電視」 把 「
一帶一路」 發展規劃抹黑成 「一戴
一露」 ，更由旗下男藝人 「東方昇
」 等半戴女性胸圍演繹，手法極其
低俗。

同年立法會換屆選舉， 「東方
昇」 再假扮民建聯候選人周浩鼎的
支持者，在未經周浩鼎團隊授權下
擅自宣傳，更公開謊稱周浩鼎 「選
情唔急」 ，涉嫌觸犯《選舉（舞弊
及非法行為）條例》；周浩鼎團隊
向廉政公署投訴後， 「毛記電視」
把涉事影片從網上移除。

去年至今， 「毛記電視」 屢次
發表支持反中亂港分子的文宣。去
年暴亂期間， 「毛記電視」 旗下女
藝人 「銀紙彤」 在家中遇火災死亡
。有網友質疑 「銀紙彤」 是儲存或
製造汽油彈出事。反中亂港分子則
找出她手持 「港獨」 標語 「光復香
港時代革命」 的照片，聲稱事件 「
疑點重重」 、「手足遭到謀殺」，惟
至今沒有任何證據支撐反中亂港分
子的講法。

2018年3月， 「100毛」 、 「
毛記電視」 等業務以 「毛記葵涌」
（01716）的名義在港交所上市。
招股期間，其公開發售部分錄得超
額認購約6288倍，創2014年來新
高。掛牌首日 「毛記葵涌」 股價一
度高見11.76元，較招股價狂升8.8
倍，遠高於市場預期，其後便很快
開始不斷回落。去年全年， 「毛記
葵涌」 股價由約1元跌至約0.7元，
今年更一度低見0.465元。

網上
黃媒

壹傳媒癲升 為黎智英搭橋套現？
搭棚操控股價 監管部門懶理

政界
關注

股價異動
，監管機
構無影？

泛 暴 派 失
驚 無 神 叫
人買？

為黎智英
製造套現
機會？

股民對證監會的四點質疑
一 證監會不要求壹傳媒停牌，任由其股價大幅攀

升及波動。
二 證監會不理會壹傳媒在周二收市時可以達到

40.86億股交投，是公司已發行股數26億股的
約1.57倍。

三 證監會不詰問壹傳媒，為何只有約7億股股票
在流通，但周二一天便有40.86億股在交投，
等同於這7億股在一天內轉手了逾5次？為何壹
傳媒的股民會這樣熱衷買賣？貨從何來？

四 證監會作為證券及期貨業的最高監管機構，在
1992年的港英政府時代成立，由英國人和親英
勢力所把持，回歸後，這結構也未曾改變過。
現任香港證監會行政總裁歐達禮（Ashley Ian
Alder）是英國人，他的前任韋奕禮，是先當主席
、後當行政總裁，以國際標準看，由外國人擔
任這個在金融舉足輕重的位置，是不可思議的。

調 查 報 道
大公報記者 柴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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