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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區塊鏈平台推ICO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張美婷) 受匯

控（0005）及地產股造好帶動，港股昨升164

點，收報28,490點，再創近十年收市新高，全

日成交923.53億元。「三馬股」有炒作，但眾

安(6060)則回吐2.2%。建銀國際昨發表第四季

市場展望及投資策略，預期恒指第四季中旬見

三萬點，但由於債息上升可能帶來對風險環境

重新評估，料全球牛市氣氛或在今年底前改

變。

高盛昨發表報告，調升匯控目標價，該股
即時彈升，一度升至79.65元，重上

三年高位，全日仍升1.4%報78.6元，成交
增至43億元。高盛指出，本港息口有機會上
升，利好匯控的淨息差業務；另外，匯豐英
國的按揭業務也有增長，料匯控未來盈利好
轉，故將其目標價由83元升至87元。

市盈率14.2倍 最吸引時間將過
建銀國際證券研究部董事總經理及主管蘇
國堅昨日於記者會表示，目前恒指市盈率
(PE) 已升至14.2倍，相對過去有所提高，
「(港股)最吸引的時間已接近過去」，目前
已進入牛市第3期尾段。他估計第四季恒指
仍有望升到29,000點至30,000點水平。

息魔逼近 全球牛市氣氛恐轉
不過，由於債息上升可能帶來對風險環境
重新評估，全球牛市氣氛或在今年底前改

變，恒指明年或會跌到28,000點。
蘇國堅表示，年初恒指由22,000點逐步

攀升，而美國債券息口持續上升，債券價
格下跌風險增加，故投資者將資金轉投股
票市場，落後的中小企業股份被追上，資
金流向中小型企業，這都為牛市第3期的象
徵。他認為，11月中開始的投資部署應趨
向謹慎，因為美國12月中可能會再加息，
投資者會開始減持股票，形成短暫的沽售
壓力。

基金業：未超買料尚未見頂
基金業人士指出，美匯指數逐漸擺脫弱

勢，若美國稅改議案獲通過，料會正式重啟
美元的升浪，屆時對新興市場股市或構成壓
力。不過，短線而言，港股的技術層面不
俗，恒指近日升至小型上升通道頂，觸及
「大時代」高位，但恒指日線RSI已突破下
降通道頂部，且未達超買水平，預示大市技

術上並未見頂。
國指收報11,418點，升0.3%。重磅股騰
訊(0700)升0.6%，收報351.2元。眾安(6060)
繼續回吐，曾跌穿85元，收報88.8元，再跌
2.2%。藍籌股升幅最大的兩隻股份，分別為
地產股的新世界(0017)與恒地(0012)，收升
5.1%及3.4%；升幅第三佳的為萬洲(0288)，
全日升2.5%報8.63元，瑞信日前調升該股
目標價至11.3元，評級「跑贏大市」。

眾安續回吐 部分細價股熱炒
個別細價股炒作厲害，恒騰(0136)再炒高

9%，成交高達12.9億元，反映有資金大手
追入，阿里健康(0241)炒高一成，華誼騰訊
(0419)更狂飆34.2%。HM Internationsl(8416)
午後異動，全日急升六成。不過，中國集成
(1027)20 股合 1股，昨日除淨，合併股份
(2999)正式買賣，卻重挫41%，收報0.118
元，成交急增至近7,900萬元。

高盛唱好 匯控重上三年高位
建銀國際：港股已進牛3 季內見三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婉玲）香港大
學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亞太經濟
合作研究項目昨發表高頻宏觀經濟預
測，估計本港第三季實質經濟按年增長
3.2%，較第二季增長3.8%有所放緩。第
四季實質經濟增長率更將減慢至2.2%；
而全年實質經濟增長速度為3.3%，與上
次公佈的預測相同。
港大發表的預測數據顯示，本港第三

季私人消費開支
增長由第三季的
3.7%，放緩至
第 四 季 的
3.4%，估計全
年 增 長 率
4.1%。至於貨
品出口估計由第
三 季 的 增 長
4.9%，放緩至
第 四 季 的
3.2%，全年增
長率為 5.6%；
貨品進口增長就

由 5.3%下跌至 3.7%，全年增長率為
6.1%。

消費出口減慢 投資增長加快
另外，預計投資總額增長由上季的

4.7%，加快至 6.4%，全年增長率
6.2%。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由第三季增長
1.9%，放緩至1.5%，失業率就由3.1%
微升至3.2%。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周曉菁）路
透金融監管峰會昨在港召開，證監
會行政總裁歐達禮於會後表示，明
年在深港通、滬港通的交易中，會
致力推出交易實名制，預計明年年
中北向交易會率先採用實名制。他
希望中證監能在南向交易中增強透
明度，且十分看好兩地證監機構能
有更深層次的合作。
歐達禮在演講時指出，在金融
交易中加強投資者的身份識別，
已是全球市場監管的發展趨勢，
現階段在互聯互通的交易中，內
地投資者都已進行實名驗證，中
證監可隨時追蹤投資者的交易記
錄；但本港證監會無法從本地經
紀行獲得任何實名的交易記錄。
問及在本港經紀行推行實名制是
否會有困難，他認為，港交所
（0388）會保障運作順暢，相信
經紀行可以接受。

港可成風險管理中心添商機
歐達禮認為，在更多國際投資者

進入內地市場以及內地投資者進入
香港市場時，香港需擔當更為重要
的風險管理者的角色，甚至可以成

為風險管理中心。他相信，互聯互
通的市場發展潛力非常巨大，大量
資金的流動會催生更多全方位的風
險管理工具，香港可以在這個潮流
中研發出更多此類產品。

互聯互通年內料佔港交易6%
他還透露，截至9月底，滬港通

和深港通南向投資的金額已達5,200
億元（人民幣，下同），而香港投
向A股的資金也達到了3,500億元；
預計年內港股交易額中約6%的貢
獻來自與內地互聯互通的交易，相
信未來這個佔比會持續增長。

創新板諮詢結果冀季內公佈
此外，港交所監管事務總監兼上

市主管戴林瀚在峰會中表示，9月
「創新板」諮詢完結後，內部一直
在分析意見，並與證監會共同討論
細則，這個過程會持續幾個星期，
希望年內可給出諮詢結果。他續
指，待框架諮詢結果發表後，仍需
發表第二輪諮詢，不過第二輪諮詢
的時間暫時未定，初步來看市場和
業界對新經濟及金融科技企業均持
支持態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由迪士尼開發的
區塊鏈開源平台Dragon-
chain昨舉行記者會，宣
佈展開ICO（首次代幣發
行），及成立諮詢委員會
以提供發展策略指導。截

至昨日上午11時，代幣銷售額已逾290
萬美元(約2,262萬港元)。

發4.33億枚代幣 公售佔55%
Dragonchain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Joe
Roets表示，是次共發行4.33億枚代幣，
公開發售截止時間為11月3日上午8時，
接受比特幣或以太坊形式付款。在銷售期
結束後，代幣將以每個網域地址投入的比
特幣價值按比例分配發放。至於代幣價
格，則預料在感恩節，即11月23日前定
價。
分配比例為，55%按投入分配給已購
買的公眾人士；20%分配給Dragon-
chain成員；10%分配給Dragonchain基
金，作為開發和支持開源代碼庫，及為
開發人員和培訓提供資金之用；10%分
配給Dragonchain公司，以納入Dragon-
chain儲備；最後5%分配將Dragon基金
孵化器作Dragonchain 平台通行證之

用。
Joe Roets強調，發行Dragon代幣並
非希望吸引市場炒賣，而是冀吸引早
期的初創企業參與區塊鏈。他期望打
造Dragonchain成為安全和靈活的區塊
鏈平台，適合與眾多孵化器結合，並
設有循環反饋系統，加快推進區塊鏈
項目。

希望吸初創企業參與區塊鏈
中國內地早前叫停ICO，香港證監會

也提出，會對部分可能符合「證券」定
義的ICO作出規管，Joe Roets認為，
ICO不需要太多監管，因為相信市場能
夠分辨好壞，能夠辨別集資項目。另
外，ICO相對容易管理價值，較快可交
易離場，風險較股票集資低。

業務冀打入亞美歐三大市場
他又稱，希望未來將業務打入亞洲、

美國及歐洲三大市場，提供包括開發者
關係、企業銷售及為初創企業提供諮詢
等服務。自去年開始構建平台以來，
Dragonchain已有超過20個實用案例和
應用程式，當中包括門票預訂系統、顧
客忠誠計劃及知識產權市場，反映平台
具商業價值。

港大料本季經濟增長放緩至2.2%

內地監管部門對
ICO嚴厲封殺，加
上香港證監會發表

聲明提醒部分ICO活動受到本港證券
法例的規管，令市場再次留意投資
ICO的風險。昨日，由迪士尼開發的
區塊鏈開源平台Dragonchain舉行記
者會，宣佈展開代幣銷售，其中55%
作公開發售，約2.38億枚。不過，相
關ICO項目仍有很多待解之謎。

代幣價值未定 集資目標欠奉
Dragonchain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

Joe Roets在會上表示，目前仍未能
透露代幣的價值，代幣將以每個網域
地址投入的比特幣價值按比例分配發
放，並要在銷售期結束後才會公佈有
關價值。就一般商業項目而言，開發
者心中一定會有個成本預算及集資目
標，但以 Dragonchain 昨日的訊息
看，雖然公開發售的代幣有2.38億枚
上限，但最終的集資額卻是可多可少
的，很視乎投資者的熱情，這樣問題
就來了，如果集到資金遠遠超出構建
平台所需，攤薄效應下，投資者的回
報（如果有的話）就可能很低很低。
若剛巧相反，集到資金遠不足以構建
平台，項目又將如何繼續下去呢？同

時會上亦沒有指出下一步將如何交易
代幣，意味投資者參與的是一場難以
估計回報及風險的投資。

難估風險回報 難吸引投資者
據人行研究大量ICO白皮書後，上

月初指出「90%的ICO項目涉嫌非法
集資和主觀故意詐騙，真正募集資金
用作項目投資的 ICO，連 1%都不
到」。鑑於最近市場對投資ICO的信
心插水，Dragonchain的 ICO項目可
能還需要披露更多資料，基本如代幣
價值，目標集資額，甚至相關平台的
商業價值，以解答市場疑慮，才會有
利吸引更多投資者。

問與迪士尼關係 未正面回應
值得一提的是，Dragonchain早在

2014年由迪士尼的西雅圖分公司開
發，但在去年放棄研發，並開放源
碼。其後，部分迪士尼前員工組成
Dragonchain基金，並成立Dragon-
chain公司。所以，如果投資者是看中
其「豐富的背景」，就要三思。畢
竟，在記者會上被問及Dragonchain
和迪士尼的關係，Joe Roets則未有
正面回應。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婉玲

Dragonchain ICO項目謎團多
��
�
&

■ Joe Roets
期 望 打 造
Dragonchain
成為安全和靈
活的區塊鏈平
台。

吳婉玲 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莊程敏)剛完成9億元
A輪融資的本港電子錢包營運商TNG行政總
裁江慶恩昨於傳媒午宴指出，TNG電子錢包
9月的全球交易量已達到約7億元，推測10月
能達到約8億元，主要受匯款服務帶動。他預
期，TNG將會直接跳過B輪融資，於明年申
請在創新主板上市，以及有興趣申請虛擬銀
行牌照，未來或會推出小額貸款，並進一步
擴展至全球的匯款服務。

14國共18.3萬個點可提款
江慶恩透露，早前A輪籌集的資金部分會

用作金融科技技術的研發，如區塊鏈技術、
人工智能、聊天機器人等，目前TNG在匯
款時會採用電子「了解你的客戶」(e-KYC)

平台，屬「非人手」的智能審查方法，系統
會自動篩選出可疑的用戶並阻止交易，暫時
以發展中國家出現違例情況的次數較高。
談到服務大受外傭歡迎，江慶恩認為，這
是由於外傭回鄉時不想攜帶大量現金過境，
寧願存在電子錢包內，到當地才到7-eleven/
找換店提款，加上TNG提供固定收費水平，
介乎19元至39元，較傳統銀行匯款便宜。截
至目前，TNG於14個國家共18.3萬個點可
即時提款，全球客戶人數約70萬。

有興趣申請虛擬銀行牌照
對於金管局就「虛擬銀行」發牌展開諮

詢，江慶恩稱對此有興趣，但由於虛擬銀行
對公司的資本有較高要求，故他希望上市籌

集到更多資金以滿足這方面的要求。根據金
管局定義，虛擬銀行主要是透過互聯網，或
其他電子渠道提供服務的銀行。

TNG明年申請創新主板上市

■江慶恩稱，
TNG 電子錢
包9月的全球
交易量已達到
約7億元。

莊程敏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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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達禮稱，香港需擔當更為重要的
風險管理者的角色。 周曉菁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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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國堅(左)預料，全球牛市氣氛或在今年底前改變。 張美婷 攝

■戴林瀚希望年內可給出「創新
板」諮詢結果。 資料圖片

■由迪士尼開發的區塊鏈開
源平台Dragonchain宣佈展
開代幣銷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