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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交所前高層涉貪 915 萬
疑與上市顧問助不合格公司上市

兩名被告前港交所上市部首次公開招股（IPO）審
查組前聯席主管楊金隆（43 歲）被控兩罪，即一項公
職人員接受利益以及一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楊負
責審閱首次公開招股申請，以確保申請符合《上市規
則》及《公司條例》的要求，亦會在提交該等首次公
開招股申請予上市委員會或創業板上市審批小組審議
前，同意有關批准或拒絕的建議；被控一項向公職人
員提供利益罪的 60 歲上市顧問林楚華，主要向有意提
出首次公開招股申請的公司提供建議和協助。

涉與顧問林楚華互相收受利益

港府維護港上市審批誠信
政府發言人回應事件表示，香港作為一個領先的國
際金融中心，港交所的首次公開招股審批程序的誠信
及公信力對本港聲譽至為重要，政府亦會對任何行賄
或貪污的行為採取 「零容忍」的態度，致力維護香港
首次公開招股審批程序的誠信及穩妥性。港交所發言
人則表示，繼續全力協助廉政公署對一名前僱員進行

警再破村屋種大麻檢 1400 萬毒品
【香港商報訊】記者區天海報道：警方連日搗破
第 2 宗大麻種植場。前日在大嶼山芝麻灣拘捕 2 名男
子，在其租住的村屋發現 2 個大麻種植場，大部分已
成熟可供收割，檢獲價值 1400 萬元大麻植物及製成
品。警方不排除毒犯因政府封關，及去年吸食大麻
人數上升接近一成，令產品供不應求，轉而擴大本
地大麻種植市場。

大嶼山芝麻灣埋伏拘 2 男子
被捕 2 名男子分別姓許及姓曾（34 歲），涉嫌非法
種植大麻，仍正被通宵扣查。2 人報稱任職水電工
人，其中 1 人曾涉毒品案被捕。
警方毒品調查科行動組高級督察吳龍表示，探員
根據線報得悉有人在離島偏遠地區種植大麻，經深
入調查後，前日認為時機成熟，在下午約 4 時 20 分
進行反毒品行動，掩至大嶼山芝麻灣道十塱涌口一
間村屋外埋伏，待目標男子現身後上前截查，並帶
往其租住村屋搜查。
吳龍稱，涉案村屋共有 2 層，探員發現毒販利用一
樓地下及 2 樓房間栽種大麻，共檢獲 529 棵大麻植
物，共重 80 公斤，大部分已成熟可收割，或已接近
可加工狀態；另搜獲 4.65 公斤懷疑大麻製成品及大

疑因「封關」斷貨源廣種大麻

警方展示檢獲的大麻及製成品。記者 區天海攝
一般單位經常有大量泥沙棄置，認為不尋常，可致
電求警協助。
警方呼籲市民，根據香港法例第 134 章《危險藥物
條例》，任何人如栽植任何大麻屬植物或鴉片罌
粟，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處罰款 10 萬元及監禁 15
年。呼籲市民不要以身試法。

警破 2 宗口罩騙案涉款百萬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騙徒覷準口罩渴
市，伺機在網上平台訛稱平售日本口罩，有逾百名市民
受騙，涉款近百萬元，其中單一最大額被騙個案涉款
18.6 萬元。警方接報展開調查，前日拘捕一名男子，不
排除仍有同黨在逃。
灣仔警區重案組高級督察陳孟豪昨日表示，警方早前
接獲舉報，指有人在本年 1 月底至 2 月初期間，透過網上
平台 facebook，聲稱有日本製口罩出售，且售價便宜，每
盒 50 個裝的口罩，只售 55 元，但要先付款後送貨。

逾百人中招最多被騙 18.6 萬
大批受害人不虞有詐，按帖文提供的銀行戶口入數
後，並未能如期在 2 月中取得口罩，於是聯絡賣家，未料
賣家已失去聯絡。涉案受害人達 103 人，
騙款 95 萬元，其中單一最大額個案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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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男子押回警署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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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
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19）粤 0304 执恢 1977 号
蔡炎能：
关于申请执行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深圳
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05）深福法民二初字第 2670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由
于被执行人没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请求强
制被执行人偿付人民币 102734.49 元及利息等，本院于 2019 年 8 月 12 日依法立案执行。
本院依法采取定向询价方式对你名下位于深圳市罗湖区北斗路文华花园文华楼 27D（不
动产证号：2000025843 号）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向房产评估价格查询系统发出定向询
价函。房产评估价格查询系统在指定期间出具了定向询价结果为：27762 元 / 平方米，房
产总价值为：人民币 3277581.72 元。
因你方下落不明，本院依法公告送达上述评估结果及本院作出的（2019）粤 0304 执恢
1977 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执行裁定书的内容为：拍卖、变卖
登记在蔡炎能、吴碧珠名下位于深圳市罗湖区北斗路文华花园文华楼 27D 的房产（不动
产证号：2000025843），所得款项的 50% 用以清偿本案债务。你可向本院了解有关拍卖
事宜，若你在拍卖成交前向申请执行人清偿了本案债务，本院将终止拍卖，但因此产生的
一切费用，由你承担。若拍卖未成交，本院将依法调价后再次拍卖，不再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

18.6 萬元，最少則為 550 元。
警方深入調查後，前日在柴灣拘捕一名姓張男子（40
歲），涉嫌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目前仍被扣留調查。
陳 Sir 稱，由於涉案金錢曾經從疑犯的戶口流出，轉至其
他戶口，故不排除有其他同黨涉案在逃，或涉幕後主
腦。
另外，警方在 2 月 13 日至 18 日接獲市民舉報，指透過
網上社交平台購買口罩，並透過銀行轉帳後，未能收
貨，其後無法聯絡商戶負責人，懷疑受騙。九龍城警區
刑事調查隊及重案組接手調查，相信涉及超過 30 名受害
人，涉及金額約 1.5 萬元。
警方昨日凌晨在沙田區拘捕一名姓鍾男子（24 歲），
及 在 昨 日 早 上 再 在 港 島 西 區 拘 捕 一 名 姓 賴 女 子 （22
歲），同涉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被扣查。行動中檢獲 3 部
手機及一張銀行卡，相信與案件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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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 2019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具体数据以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9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增减变动幅度（％）

上年同期

营业总收入

900,515.70

779,659.26

15.50

营业利润

132,762.40

120,822.30

9.88

利润总额

125,108.19

118,361.02

5.70

87,522.12

81,806.96

6.99

88,841.97

54,436.59

63.20

0.72

6.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元）

0.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90
本报告期末

7.56 增加 0.34 个百分点
增减变动幅度（％）
本报告期初

总资产

3,484,790.60

3,210,296.16

8.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054,894.88

1,076,170.02

-1.98

股 本（万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113,534.91

113,534.91

9.29

9.48

-2.00

注：公司 2019 年收购控股股东上海外高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外高
桥国际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100% 股权、收购间接控股股东上海浦东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恒懋置业有限公司 100% 股权，以上收购均属于同一控制
下企业合并，对上年同期和本报告期初栏目数据进行了重述。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9 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90.05 亿元，较上年度增长 15.5%，主要为房产销
售业务收入和物流贸易业务收入增加所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75 亿
元，较上年度增长 6.9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88
亿元，
较上年度增长 63.2%，
主要原因为上年度抛售股票形成的非经常损益金额
（3.37
亿）较大导致上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较低。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19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具体数据以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上网公告附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
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26 日

【香港商報訊】記者萬家成報道：屯門青山公路一
商場內的中旅社，昨日凌晨遭人投擲汽油彈，幸無人
受傷。警方事後檢獲盛載懷疑易燃液體的玻璃樽及碎
片，列作縱火案跟進。
案發現場為屯門青山公路 11 至 17 號嘉華大廈 1 樓 A
舖的中旅社，昨日凌晨 3 時 43 分，商場內的中旅社門
外發生火警，有途人發現馬上報警。消防員接報趕
至，發現有 2 處火頭，立即開一條喉灌救，約半小時
後將火救熄，火警中證實無人受傷。
消防事後調查，發現商場 1 樓中旅社門外被火熏
黑，地下一張椅及膠圍網遭燒毀，並在商場走廊發現
一個懷疑盛載易燃液體的玻璃樽及碎片，認為起火原
因有可疑，警方接手列作縱火案件，探員翻看商場閉
路電視展開調查，屯門警區刑事調查隊第 6 隊跟進。

男生認藏汽油彈下月判刑
去年 9 月 7 日晚近 200 名暴徒圍堵旺角警署被警方驅
散。一名 20 歲男學生其後在通往旺角新世紀廣場的行
人天橋上遭警方截查，在身上搜出汽油彈、打火機、
頭套等物，當場被捕。警誡下他聲稱有人提供汽油彈
予他作堵路之用。被告梁澤謙昨在西九龍法院承認一
項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罪，被告須還柙至 4 月 8
日判刑，期間為其索取背景、勞教及教導所報告。辯
方留待索取報告後始作求情。
涉案被告被控於去年 9 月 7 日在旺角洗衣街行人天橋
MOKO 新世紀廣場的公眾地方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
而攜有攻擊性武器，即一個自製汽油彈。

男子向警宿舍擲汽油彈提堂
本周一（23 日）凌晨，有人向上水已婚警察宿舍投
擲汽油彈。警方事後在附近帶走一名涉案的 60 多歲男
子，落案起訴他一項縱火罪。涉案被告黃錦全（62
歲）昨早解往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暫時無須答辯，
案件將押後至 6 月 26 日，以待控方進一步調查。被告
暫無擔保申請，須繼續還柙。據悉，事發當晚有人向
上水已婚警察宿舍投擲 4 枚汽油彈，當中 3 枚跌入停車
場內，一枚跌於圍牆外。警方事後在附近截獲一名可
疑男子，搜查他的單車時發現一瓶懷疑易燃液體。

香港商報廣告效力宏大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8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预计 2019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仍将为负值，且
2019 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将为负值。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现就相关风险第三次
提示如下：
一、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19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将出现亏损。( 详见公司 2020-004 号公告 )
二、若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公司将出
现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连续为负值的情况，且公司 2019 年末将出现
净资产为负值的情形。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
股票在 2019 年年报披露后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三、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的预约披露日期为 2020 年 4 月 25 日，公司相关信息
均以指定媒体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
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25日

的調查工作，但政府及港交所均指案件現已進入刑事
程序，故不會就本案作更多評論。
楊金隆於 2013 年加入港交所，管理一個由 70 名員
工組成的團隊，負責監管新上市公司的申請程式，包
括被視為新上市公司的交易、發布指引、制訂 IPO 政
策和審核招股說明書。他已辭職。在此之前，他是一
位銀行家，在金融和銀行業工作超過 15 年，他從事過
股票研究、銷售和自營交易。

屯門中旅社
深夜遭縱火

批種植大麻工具，包括太陽燈、營養劑和
放濕機和包裝工具等，總值 1400 萬元。
警方相信疑犯租用村屋除種植大麻外亦
居住上址，估計該種植場運作逾一年，現
正追查其銷售途徑，包括是否在網上售
賣，不排除會有更多人被捕。

吳龍續稱，不排除毒犯因近期政府因應
疫情 「封關」，轉而在本港自行種植大
麻，開設和擴展種植大麻活動，以供應市
場需求。另根據政府檔案處統計數字，
2019 年首 3 季吸食大麻人數，較前年 2018
年同期上升 7.7%，需求上升不排除是不法
分子鋌而走險原因。而隨本地大麻種植
場增加，警方在去年 12 月及本年 3 月 23
日，先後搗破 2 個大麻種植及加工場，檢獲 209 公斤
的大麻植物及製成品。
吳龍指，毒販種植大麻通常選擇較偏遠的村屋，
或人流較少的工廈進行，因為這些地方較大，種植
傳出的異味亦可較難被發現。不過，吳龍提醒市
民，由於種植大麻要經常更換肥料和泥土，如發現

林楚華涉貪案提堂後離去。

控罪指，楊金隆被控於 2017 年 6 月 20 日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期間，身為公職人員於履行其公職過程中或在
與其公職有關的事上，無合理辯解而故意作出失當行
為，當中包括有向港交所申報林楚華把合共 915 萬元
的款項轉帳予其妻子、審閱多項林楚華參與的首次公
開招股申請時沒有申報利益衝突情況、沒有避免參與
該等首次公開招股申請的討論及決策過程。
他另被控於 2017 年 12 月 21 日，無合理辯解而從上
市顧問林楚華接受 200 萬元的款項，作為傾向於或保
持傾向於優待申酉控股有限公司的首次公開招股申請
的報酬。林楚華則被控於 2017 年 12 月 21 日，無合理
辯解，以相同目的向楊金隆提供上述 200 萬元。

楊金隆為前 IPO 審查組聯席主管

楊金隆獲准保釋離開法庭。

【香港商報訊】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港交所）前聯席主管及一
上市顧問，涉嫌在 3 年前互相收受 200 萬元以協助數間不合格上市公司的
上市申請。前聯席主管亦涉嫌對港交所隱瞞上市顧問向其妻子轉帳 915 萬
元一事。兩人被控一項公職人員接受利益、一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一項
向公職人員提供利益共 3 罪，昨被帶往西九龍法院首次提堂。案件押後至
6 月 3 日在東區裁判法院再訊，以待控方索取法律意見，並轉介案件至區
域法院審理。兩人同獲准以現金 10 萬元保釋外出候訊，期間不得離港、須
住在報稱地址及不得接觸控方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