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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幣打不死比特幣打不死 見見53085308美元新高美元新高

范寧明年2月任匯控CEO
歷來最年輕大班 年基本薪津326萬鎊

香港文匯報訊 匯豐控股（0005）CEO人選確定。匯控延續集團150年來內部晉升

的傳統，昨宣佈擢升范寧（John Flint）接替明年2月退休的歐智華，出任執行董事及

集團行政總裁，將於明年2月21日起生效。匯控主席杜嘉祺表示，已就集團日後發展

的機遇和優次釐訂出清晰概念，會在未來數個月與范寧合作制訂所須的關鍵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蔡競
文）內地上個月全面關停比特幣交易
平台後，各類虛擬貨幣的價格都曾一
度暴跌，但10月又重回升勢。比特幣
的價格更「王者歸來」，昨日曾狂漲
7%，不僅創逾兩周的最大單日漲幅，
且有史以來首次突破 5,000 美元關
口。由於大量交易都已經轉至境外進
行，不少香港場外平台因此也大受內
地投資者追捧，昨日比特幣報價均高
出內地、美國和歐洲的平台，最高曾

見5,308美元，再創歷史新高。

香港場外平台受追捧
目前距離內地三大比特幣平台關停

業務，停止提現的時間越來越近，但
比特幣的價格反而不斷攀升，較9月
份的低點幾乎升逾一倍。從火幣網的
交易行情來看，9月15日比特幣價格
曾跌至16,827元（人民幣，下同），
此後一直反覆向上，10月以來的走勢
更加強勁，10日和11日的價格均在3

萬元左右徘徊。昨日早盤又迎來一輪
急升，最高曾見31,950元。
境外交易平台的火爆程度有過之而

無不及，尤其是提供中文服務的香港
平台，更加受到投資者青睞。從昨天
比特幣價格來看，基於香港的全球交
易量最大的加密貨幣交易所之一Bit-
finex報價最高達5,225美元，總部在
香港的ANXBTC報價最高達33,981
元人民幣，最早推出以太坊交易的香
港數字貨幣交易所Gatecoin最高報價
為5,308美元。這些報價不僅高於美
國和歐洲市場，亦高過內地三大平台
的報價。
在瘋狂的漲勢面前，有大量9月割
肉離場的資金，又開始重返市場。
《華爾街見聞》報道，有位名叫劉冠
洲的投資者，從2015年開始投資比特
幣，去年開始投資ICO，到現在共獲
得30倍收益。在比特幣暴跌的那段時
間，不少炒幣者紛紛割肉，很多人的
代幣資產一夜歸零，而劉冠洲沒有賣
出手裡的代幣，「一個月之後，他看
了看錢包，甚至略有盈利。」

憧憬內地發交易牌照
此外，國外比特幣新聞網站crypto-

coinsnews早前爆
料稱，內地監
管層可能以發
放加密貨幣交易
牌照形式，重新
開 放 比 特 幣 交
易。該消息雖被證
實，但已引起不少
投資者的憧憬，亦
是推高比特幣價格的
一大原因。
互聯網金融評論人、

錦天城律師事務所吳偉
明律師表示，「內地是
否會發放比特幣交易所的
牌照，這個很難預測，但
是比特幣目前全球風行，如果國家完
全禁止，未必是符合時代發展潮流
的。」
事實上，日本政府已經開始發放比

特幣交易牌照。日本比特幣交易平台
Coincheck在9月13日宣佈，已經獲
得日本金融服務局下發虛擬貨幣交易
所牌照。這是日本下發的第一張比特
幣交易所牌照，意味虛擬貨幣交易在
日本被正規化，加強投資者的「合法
化」信心。

美國長島大
學經濟學教授Panos Mour-

doukoutas 在《福布斯》撰文稱，一共有
4個催化劑讓比特幣的價格上漲。

1、國際市場認為，中國、韓國對比特幣的禁令或許是暫時。
2、分析經濟規律可以發現，金融市場一般每10年就會經歷一
次危機，目前距上次危機已過去8年，下次金融危機也許正悄
悄臨近。市場投資者認為，如果再次面臨金融危機，所有資產
被摧毀後，比特幣可能幸免於難。
3、當前世界並不十分安全穩定，區域矛盾愈演愈烈，區域戰
爭可能隨時爆發，比特幣也將是避險資產。
4、華爾街主要機構對比特幣的認可，將提高投資者的意識，
幫助比特幣的需求跨越「臨界點」。

4大催化劑逆勢抗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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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著名影星
林青霞丈夫、思捷環球（0330）前任主席兼
行政總裁邢李㷧把手持所有思捷環球股份悉
數轉贈予兩位愛女，按昨日收市價計算，二
人「獲贈」約4.5億元。
據聯交所披露權益顯示，邢李㷧於本周一

把手持思捷合共約2.12億股股份，轉至To-
tal Market Limited旗下，同日聯交所亦披
露其兩名女兒各自持有Total Market 50%股
權，即邢李㷧所持股份由二人平分。若以公
司昨日收市價4.27元計，該批股份市值約9
億元，即兩名女兒各自分得4.5億元。
邢嘉倩及邢愛林二人此前並未持有思捷環

球的股份，轉讓股份後，邢李㷧將不再持有
思捷任何股份。思捷昨日收報4.27元，升
0.95%，成交1,464萬元，市值約82億元。

邢李㷧思捷平分兩愛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銀行界正
式展開稅貸戰！大新銀行昨日公佈，今年
稅貸實際年利率低至0.68%，低昨日銀行同
業12個月拆息1.37821%近一半。該行銀行
產品部總經理及主管鄧子健希望，今年稅
貸業務比去年有雙位數字增長，預料與市
場升幅相若。

大新料市場隨時再減
鄧子健表示，實際年利率0.68厘較去年

該行最低水平1.28%，下跌60點子，甚至

是他入職該行5年以來最低稅貸年利率，希
望能夠吸引優質客戶申請出糧戶口。他又
指，市場資金充裕，失業率維持穩定，估
計今年稅貸市場競爭仍然熾烈，不過該行
再減價的空間有限，但不排除業界會推出
比該行更低的稅貸年利率。
據公佈，大新快應錢稅貸貸款額可達100

萬元或10倍月薪 (以較低者為準 )，還款期
24個。相關客戶須登記該行「易出糧」戶
口及其他一些條件。
對於金管局新近向銀行發出指引，決定刪

除因應反洗黑及打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活動
規定下，開戶時須提供住址證明的要求。鄧
子健表示，該行正在檢視有關指引，並指客
戶有責任提供正確住址。

檢視住址證明要求
大新銀行推出的交稅「快應錢」推廣期
由即日至12月31日，客戶同時成功申請快
應錢及出糧服務，可享實際年利率低至
0.68%，貸款額最高為10萬元或稅額一倍
(以較低者為準)，還款期為12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富邦銀
行昨日宣佈推出稅貸優惠計劃。富邦銀行
（香港）高級副總裁兼消費金融部主管谷
祖明昨於傳媒午宴上表示，稅貸實際年利
率最低達1.97厘，貸款額最高達月薪8倍
或100萬元，還款期24個月。他認為，今
年股市向好，可能有客戶會借稅貸投資股

票，相信今年貸款額會高過去年。
谷祖明解釋，前幾年人民幣匯率下調，

有人借稅貸換人民幣。但今年股市轉旺，
相信有客戶借稅貸轉投股票市場。

去年平均貸款額增17%
被問及有否父母為子女提供上車首期而

借取稅貸，他認為，在富邦銀行基本不會
出現這種情況。他透露，去年稅貸新增客
戶錄得低單位數增長，但平均貸款額較前
一年上升17%，一般客戶都至少貸款10萬
元起。其中，公務員和專業人士佔總體稅
貸人士的27%。
對於往年稅貸戰，谷祖明相信今年情況

較和緩，無激烈競爭。而且，稅貸就對銀
行盈利貢獻甚微，每年持續推出為有助保
留優質客戶。美國宣佈縮表後，本港1個
月銀行同業拆息（HIBOR）上揚但並未呈
現爆升，谷祖明指，縮表後HIBOR上揚
壓力加大，個人認為金管局會有加息的可
能性。

富邦：或有人借稅貸買股票

稅貸掀大戰 劈至0.68厘

范寧簡歷
1989-1996年 於香港、印度、美國、巴林、泰國和新加坡擔任多個職位

1996-1998年 環球資本市場印尼區主管

1998-2004年 於香港的環球資本市場地區總部擔任多個職位

2004-2006年 資產負債管理業務中東及北非主管

2006-2009年 集團司庫，並於 2008-2009 年擔任環球資本市場副主管及中東及

北非主管

2010-2011年 環球投資管理行政總裁

2012年 集團行政總裁辦公室主任兼集團策略及規劃主管

2013年至今 零售銀行及財富管理行政總裁

資料來源：匯豐

比特幣近半年走勢

范寧昨說：「對於能夠領導匯豐，我感到極為興
奮」。他稱個人會以謙卑態度接下重任，匯豐已

對未來發展作好充分準備，但認為集團還必須繼續創
新，加速改革步伐，才能達到股東、客戶、僱員和社會
大眾的期望。他又說，熱切期待和集團主席杜嘉祺、董
事會及全球超過23萬名員工共同努力，務求令這家偉
大的銀行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加入匯豐28年 培訓生做起
現年49歲的范寧，為英國樸茨茅夫理工學院經濟學

（榮譽）學士，自1989年加入匯豐，當時是參加經理培
訓計劃，為匯控第22名由「紅褲仔」出身，亦是歷來最
年輕的行政總裁。他先後在不同地區包括香港、印度及
美國等地工作過，亦曾在俗稱「炒房」的環球資本市場
業務擔任多個職位，在過去近30年，有近一半時間都負
責亞洲市場。他於2013年被擢升為常務總監兼零售銀行
及財富管理行政總裁，當時就被視為是接班人選之一。
作為執行董事及集團行政總裁，范寧於服務合約下的
基本薪津約326萬英鎊，包括每年120萬英鎊的基本薪
金、每年170萬英鎊的固定薪酬津貼，以及每年36萬英
鎊（相當於基本薪金的30%）的退休金津貼。另外，其
服務合約亦提供酌情發放的浮動報酬，金額最高可達每
年基本薪金的215%，以及一項長期獎勵，金額最高可
達每年基本薪金的320%，但視乎公司的業務及盈利狀
況，以及其個人的績效表現和業界指標而定。

歐智華力薦 延續內部晉升
英國《金融時報》報道指，英國監管機構原本鼓勵匯控

向外招聘行政總裁，但歐智華力薦范寧是最
適合人選，延續集團150年來由內部晉升的
傳統。領導遴選歐智華繼任人的集團主席杜
嘉祺昨形容，范寧在多個地區、業務和職能範
疇擁有豐富和深入的銀行經驗，深刻體會和尊重
匯豐的傳統，並致力推動匯豐走向新的世代。

「重返亞洲」計劃料繼續
杜嘉祺指出，在遴選的過程中，范寧和他本

人及董事會已就集團日後發展的機
遇和優次釐訂出清晰概念。未來
幾個月，會在范寧正式接替歐
智華出任集團行政總裁前緊
密合作，制訂所須的關鍵措
施，確保能夠鞏固和加強
匯豐的發展動力。
市場分析估計，范寧

上任後的首要工作，很
大機會是提升銀行的
智能水平，又相信
他日後會繼續歐智
華 的 「 重 返 亞
洲」計劃，在
珠三角地區投
資 1,000 億 美
元，以及加強
資產管理業務等
發展方向。

香港文匯報訊 明年退休
的歐智華，現年58歲，於
1980年加入匯豐，2008年5
月獲委任為董事，2011年1
月起出任集團行政總裁，任
內主導匯控自2007年次按危
機後集團的最大重組，包括大
裁員及大規模出售資產。他於明
年2月21日卸任後，將繼續為匯豐
提供顧問服務，直至同年10月11
日正式退休為止。歐智華將會獲得
與其服務合約條件相符，以及匯豐
《年報及賬目》董事薪酬報告所列的
薪酬和福利。
匯控主席杜嘉祺表示，歐智華帶領

匯豐度過一個艱難時期，並成功重整集
團的業務策略。他代表董事會衷心感謝
歐智華的貢獻，包括就識別及防範金融
犯罪而推行環球標準這項重要工作。自
2011年1月以來，匯豐已派發607億美
元股息、宣佈額外55億美元的股份回
購，並達至66.8%的股東總回報。他
說：「這是一項傑出的成就。」

任內股東回報66.8%
歐智華表示，過去7年能以集團行政

總裁身份領導滙豐，是他的莫大榮幸。
目前，他的首要工作是將公司變得更
好，然後交給繼任人。他相信在杜嘉祺
和范寧的領導下，集團實在深慶得人。

■大新銀行銀行產品部總經理及主管鄧
子健。 香港文匯報記者吳婉玲 攝

■邢李㷧、林青霞夫婦 資料圖片

■■比特幣價格
比特幣價格「「王者歸來

王者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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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寧稱范寧稱，，個人會以謙卑態度接下重任個人會以謙卑態度接下重任，，匯匯
豐已對未來發展作好充分準備豐已對未來發展作好充分準備。。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人行9月4日宣佈將代幣發行融資（ICO）定
性為非法金融活動，暫停國內一切交易。比特
幣價格隨即大跌，9月14日低見3,391美元。

昨曾高見5,308美元

9月1日報4,88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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