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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幣沖天飛 升穿9000美元
投行基金爭相推投資產品 今年累升8.6倍

德組閣失敗 歐元難突破1.2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何德花 福州
報道) 三盛控股(2183)董事長林榮濱日
前在福州與媒體見面時稱，集團將延續
併購這一主要策略，佈局深耕福建、環
北京、環長三角、山東、西南五大重點
區域，同時輻射上海、海南等地。

借殼利福地產港上市
三盛控股對香港投資者還比較陌

生。今年4月13日，公司以12.93億
港元收購利福地產，之後更名「三盛
控股」，三盛集團實現在香港市場借
殼上市。三盛控股母公司三盛集團起
家於1988年創立的化工原料貿易公
司，1990年代初，三盛集團從化工業
務開始走向房地產領域，2001年成立
三盛地產，目前三盛集團架構分為實
業、地產、資本三大業務。此前三盛
地產旗下的房地產項目基本集中在三
盛投資，日後三盛控股將成為地產業
務平台。
因收購利福地產，林榮濱也走向公

眾視野。他表示，三盛控股的發展以住
宅開發為主，基於多年來三盛在併購上
積累下的經驗，未來還是延續以併購為
主、拍賣為輔的拿地開發模式。
他透露，公司11月在港成功發債

1.35億美元，目前資金充裕。另外，由
於港交所對借殼的大筆注資有明確的
24個月期限規定，目前三盛控股與三
盛地產的業務仍相對獨立，短期內三盛
控股難以出現明顯的規模增長。他稱，
短期內會先通過大股東借款、發債等手
段為三盛控股提供發展所需的資金；兩
年期限滿後，計劃將三盛地產的優質資
產注入上市平台。目前與三盛投資的合
營公司，由上市平台佔股55%，未來
亦會在內地參與土地投標、項目收購
等，實現進一步擴張。

福建業務佔比將下降
林榮濱稱，目前集團業務中福建市

場仍佔據着近半份額，未來會逐步降
低，圍繞環北京、環長三角、西南、山
東、福建五大重點區域發展。計劃在未
來2-3年做到500億元的銷售規模，今
年三盛的營銷目標是230億元。他並認
為，儘管已過了發展最高峰時期，但內
地房地產行業市場還是很大，購房需求
同樣如此。
根據三盛集團官網數據，截至2016

年集團底總資產逾500億元，地產開發
總面積約1,500萬平方米，土地儲備
1,000萬平方米，貨值達1,500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昌鴻深圳報道）受國內
外資金瘋狂追逐的推動，比特幣市場持續火爆，不
僅幣值本身屢創新高，還引發了挖礦機市場的火
熱。有人因看好行情不惜以身試法，在深圳購買比
特幣挖礦機後走私至香港，除本地市場外，還企圖
轉至東南亞銷售。

近期破獲兩宗礦機走私個案
最近，一名東南亞籍女性旅客從皇崗口岸旅檢大

廳出境，該名旅客身背一個黑色大背包，手拿兩個
黑色大塑膠袋，匆匆過關，被皇崗海關關員攔截。
關員打開旅客的背包及塑膠袋，發現裡面共有7台
電子設備。該旅客自稱這些電子設備均為電源。經

查，這7台設備全部是比特幣「挖礦機」。
據了解，這宗案件已經是皇崗海關近期在旅檢渠道查獲的第

二宗比特幣「挖礦機」案件。此前在11月初，海關在皇崗口
岸出境一輛兩地牌汽車上，查獲比特幣「挖礦機」4台。兩次
共計查獲11台。有業內人士稱，目前比特幣「挖礦機」售價
昂貴，一台折合成人民幣至少為1萬元。目前，旅客所攜比特
幣「挖礦機」已被海關暫扣，案件正在進一步調查中。

香港文匯報訊美國三大股指上周五均上
揚，ADR 港股比例指數亦升 130 點報
29,997點，距離三萬點關口僅一步之遙。
有分析員認為，港股近期的升勢基本由少
數強勢股帶動，這些「領頭羊」的升勢太
急，有需要「抖一抖先」，預料短期內大
市或會維持整固格局。
道指上周五收報23,557升31點，標普和

納指也分別有5點和21點的升幅。在美上
市的恒指成份股普遍上升，騰訊（0700）
仍是資金熱捧目標，ADR折合港元報
419.54元，相當於帶動大市升35點。匯控
（0005）折合港元報76.58元，帶動大市升

10點。
友邦保險（1299）帶動大市升9點。內
銀個別發展，建行（0939） 和 工行
（1398）合共帶動大市升逾20點；但中行
（3988）拖累大市跌9點。

「領頭羊」料套現回吐
第一上海證券首席策略師葉尚志昨日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港股近期的升
勢，主要由騰訊、友邦、港交所（0388）
和平保（2318）這四大股份帶動。
由於此前積累的升幅太多，在大市上周

升穿3萬點後，這些「領頭羊」被視為已

經「完成任務」，故出現套利回吐的趨
勢。除非它們未來再穩步上升，否則大市
將會進入整固期，想重新企穩於3萬點關
口有不小的難度。

A股與港股關聯性加深
談及美國加息對港股的影響時，葉尚志

認為，美聯儲12月加息的預期已高達9
成，由於市場普遍對經濟前景有信心，加
息對股市的影響並不大。反而是內地A
股，在互聯互通的機制下，與港股的關聯
性和緊密性都會日益加深，有必要加以留
意。

德國組閣談判上周正式
宣告破裂，默克爾本已表
明不願成立少數黨政府，
認為解散國會並重新舉行

大選為較好方案，令歐元一度下挫，但
其後有消息指第二大黨社會民主黨(SPD)
或願意與保守陣營聯合執政，令局勢再
現轉機。
筆者認為，組閣未成無疑對默克爾的

支持度有一定負面影響，故重新大選料
不能為默克爾帶來更多選票以改變目前
德國政治僵局。於早前大選中成功晉身
第三大黨的極右另類選擇黨(AfD)若取得
更多支持，情況將會變得更複雜，甚至
會影響明年意大利大選的選情，為歐洲

政局帶來潛在危機。

西班牙英國法國內政亂
事實上，德國組閣失敗只是近期歐洲

局勢不穩的其中一環，目前歐洲多國均
被內政困繞，西班牙政府仍在善後加泰
隆尼亞獨立問題，英國首相文翠珊則因
脫歐談判陷僵局而面臨被逼宮。另一方
面，雖然法國總統馬克龍自當選以來，
積極提出改革歐盟，但默克爾若要為提
早大選籌謀，相信暫無暇兼顧外務，令
歐盟改革大計不得不延後。
若社會民主黨(SPD)與保守陣營能成功

合作，以消除德國的政治不確定性，將
有助維持整個歐盟的穩定性。

通脹回升乏力 銀根續鬆
另一方面，近期歐元區經濟數據理

想，鞏固了市場對經濟前景的信心。歐
元區11月綜合採購經理指數(PMI)初值升
至57.5，為 2011年 4月以來最高。不
過，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雖然肯定了區
內經濟復甦，但上周仍表示，歐元區通
脹回升乏力，故仍然有必要維持充足的
貨幣寬鬆刺激政策。歐元目前區間波
動，趨勢仍保持向上，但預期今年底前
將難突破兌1.2美元高位，重要支持位則
可參考1.155美元水平。
（以上資料只供參考，並不構成任何

投資建議）

恒生銀行投資顧問服務主管梁君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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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投資者走私「挖礦機」遭深圳海關查處。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三盛集團董事長林榮濱三盛集團董事長林榮濱((中中))日前在日前在
福州會見內地與香港財經媒體訪福州會見內地與香港財經媒體訪
問問。。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德花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德花 攝攝

比特幣越炒越癲狂，過去7個交易日一連升穿8,000美元和9,000美元

關口，昨日最高曾見9,103.71美元，再創有史以來新高紀錄。受此輪火

爆行情刺激，包括芝加哥商交所、芝加哥期交所和摩根大通在內的眾多

外資機構，近期紛紛研究推出與比特幣相關的產品，準備爭奪該領域機

遇。今年來比特幣已經勁升8.55倍，大幅跑贏同期全球96個股市平均

43.06%的升幅。市場普遍預料，比特幣今年內就將站上1萬美元，明年

更將升至1.4萬美元水平。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中國內地關停虛擬貨幣交易平台，令
眾多投資者轉戰海外市場，境外的

比特幣交易日益火爆，開戶數量也急劇攀
升。僅在感恩節（11月23日）當天，美
國最大的比特幣交易平台Coinbase就新增
了超過10萬名用戶，最新用戶總數已超
1,300萬，而在去年同期，該平台用戶數
僅有490萬。比特幣價格亦因此再創新
高，coinmarketcap.com報價顯示，比特
幣昨日盤中一度漲至9,103.71美元，是史
上首次漲破9,000美元大關。

摩通參與比特幣期貨
此輪漲勢如此瘋狂，很大程度是因外資
機構的推波助瀾導致。11月20日，美國
芝加哥商業交易所集團 （CME）正式展
開對比特幣期貨交易的測試，預計今年底
以前將在旗下Globex電子交易平台啟動
比特幣期貨交易。芝加哥期權交易所
（CBOE）也擬在 2017 年末或 2018 年
初，推出基於虛擬貨幣交易所Gemini
Trust數據的比特幣衍生品。據介紹，該
交易所可能提供周、月和季度合約，屆時
工作日的比特幣期貨交易時間將超過22小
時（僅紐約時間16點15分至18點整之間
休市）。
摩根大通或也將參與比特幣期貨產品交
易。據《華爾街日報》援引知情者透露，
摩根大通正在考慮，是否通過旗下期貨經
紀公司為客戶提供渠道，交易芝加哥商交
所 （CME）的新比特幣產品。這意味
着，在芝商所CME正式推出比特幣期貨
交易後，摩根大通的客戶可能利用這種交
易押注比特幣漲跌，而摩根大通自身則可
以憑借這種經紀服務收取費用。

資管公司推相關基金
歐洲市場亦不甘落後，近日法國一家名
為Tobam的資產管理公司宣佈推出歐洲
首個比特幣共同基金，顯示了其要在該領
域成為領先者的決心。該共同基金的推出
經過了法國金融市場管理局的批准。To-

bam日前表示，這個特別的投資基金可能
代表了吸引機構投資者進入加密貨幣領域
的最新嘗試。不過它與類似的金融工具一
樣，不會讓投資者直接持有比特幣。
普華永道和法國農業信貸銀行等機構亦

會參與該共同基金的管理，前者將為其提
供審計服務，而後者的資產服務銀行組織
將負責託管與該基金掛鈎的比特幣。To-
bam公司總裁Yves Choueifaty在一份聲明
中稱，這是進軍加密貨幣世界的第一步，
表明其「致力於走在前沿並在高效和不可
預測的市場中為客戶提供創新產品」。他
稱看好這個基金的前景，並且預計該基金
在未來幾年內將增長至4億美元。
在這些知名外資機構的光環加持下，眾

多投資者普遍相信比特幣的漲勢仍未結
束，今年年底之前將升穿1萬美元關
口。Standpoint Research創始人羅尼·
莫斯（Ronnie Moas）近日更聲稱，
比特幣過去五個月走勢積極，一路
暢通，目前的價格還未充分反映出
利好因素，故將明年比特幣目標
價從1.1萬上調至1.4萬美元。

以太幣今年漲近59倍
翻查記錄，去年底時比特幣

價格僅在952.92美元，其間曾
經歷數次巨大波動，但總
體表現頑強。今年以來的
漲幅達8.55倍，大幅跑贏
同期全球股市的表現。
截至上周五，彭博統計
顯示，今年全球96個
股市升幅 43.06%。
另一虛擬貨幣以太幣
的漲幅更是驚人，由
年初的約8美元至今
漲近59倍，
上周一度見
近 480 美元
的 歷 史 高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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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投資者瘋狂追逐比特幣，許多投資大建礦機
場，圖為湖南一礦機場。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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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資機構看好比特幣因素
1.美國最大比特幣交易平台Coinbase感恩節
新增逾10萬名用戶，最新用戶總數已超
1,300萬。

2.芝加哥商交所正式展開對比特幣期貨交易
的測試，預計今年底以前將在旗下Globex
電子交易平台啟動比特幣期貨交易。

3.芝加哥期交所擬在2017年末或2018年
初，推出基於虛擬貨幣交易所 Gemini
Trust數據的比特幣衍生品。

4.摩根大通正在考慮，是否通過旗下期貨經
紀公司為客戶提供渠道，交易芝加哥商交
所的新比特幣產品。

5.法國資產管理公司Tobam宣佈推出歐洲首個
比特幣共同基金。普華永道將為其提供審計
服務，法國農業信貸銀行的資產服務銀行組
織將負責托管與該基金掛鈎的比特幣。

本疊內容：財經新聞 馬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