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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三連跌 騰訊失守10天線

比特幣破1萬美元 年升10倍
資金瘋炒 市值超通用電氣及迪士尼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李李

昌鴻昌鴻 深圳報道深圳報道））在資金瘋在資金瘋

狂追逐下狂追逐下，，比特幣昨日突破比特幣昨日突破

11萬美元萬美元，，截至昨晚截至昨晚77時時，，

香港交易平台香港交易平台 BitfinexBitfinex 報報

1010,,698698 美元美元，，約約 7070,,672672..4242

元人民幣元人民幣；；coinmarketcapcoinmarketcap

報價更達報價更達1111,,082082..66美元美元。。今今

年以來年以來，，比特幣價格已狂飆比特幣價格已狂飆

1010 倍倍，，市值市值 11,,865865..1919 億美億美

元元，，超過了老牌知名超過了老牌知名

企業通用電氣和迪士企業通用電氣和迪士

尼尼。。有大好友甚至樂有大好友甚至樂

觀預計觀預計，，比特幣價格比特幣價格

最高將達最高將達44萬美元萬美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程敏) 縫紉線
製造商申酉控股(8377)將於今日至下周五
(12月8日)公開招股，每股發售價介乎0.25
元至 0.375 元，每手 1 萬股，入場費
3,787.79元，共發售2億股，集資最多
7,500萬元，下月15日在創業板掛牌，獨家
保薦人為華邦融資。申酉主席黃國偉昨指
出，去年錄得虧損主要是因上市產生的開
支所致，若扣除相關開支，實際是錄得盈

利790萬元，但預計今年全年仍未能扭虧。

集資購設備提升生產線
是次集資所得，預計約50%用於升級

工業用滌綸線上蠟絡紗的生產線；19%用
於升級家用滌綸線上蠟和絡紗的生產線；
10%用於購買滌綸線的筒子絡紗機；9%
用於購買機器生產尼龍線；3%用於浙江
省設立銷售辦事處；餘下將用作營運資金
及一般企業用途。
申酉控股主營業務為生產及銷售縫紉

線，主要用於服裝的滌綸線。按2016年
產值計算，公司在廣東省縫紉線行業排行
第6，佔廣東省1.4%市場份額。對於今年
首5個月均錄得虧損，黃國偉回應指，因
上半年為傳統淡季，預計下半年才是生產
高峰期，相信上市集資將改善生產線老舊
及產能偏低的問題。他續指，產品原材料
的纖維為石油副產品，近年價格趨穩定，
而海外銷售業務佔比亦錄增長，對業務前
景有信心。

香港文匯報訊 港交所(0388)在新加坡
設立首個海外辦事處，並於昨日開幕，以
捕捉「一帶一路」及金融科技將為亞洲帶
來的龐大增長機遇。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
加表示，亞洲擁有多個當前全球最具活力
的經濟體，希望與區內業務夥伴協力擴大
市場規模，通過合作共同發掘亞洲發展潛
力、創造共贏。

冀與區內夥伴發掘亞洲潛力
此次港交所為旗下全資附屬公司聯交

所及期交所設立據點，有助兩家公司服務
新加坡及東南亞客戶，並接觸區內更多潛
在客戶。港交所並稱，「一帶一路」戰略
料可縮窄沿線地區基建設施上的差距，從
而促進亞洲、中東及東歐之間的經濟發

展，而東南亞是「一帶一路」戰略的核心
地區，香港冀可成為中國內地及國際投資
界信任的合作夥伴，為「一帶一路」項目
提供整合資源、籌措資金及分散風險的平
台。
根據港交所此前發表的現貨市場交易研

究調查顯示，聯交所總成交額超過40%來
自外地個人及機構投資者，當中來自新加
坡的交易佔外地投資者總成交額逾8%。

人幣國際化共拓業務商機
此外，東南亞區內貿易蓬勃發展且毗

鄰中國，有利於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國際
化，香港作為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中心，將
與內地及其他亞洲市場共同拓展人民幣國
際化為區內帶來的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 今年港股升約
35%，打工仔的強積金亦大豐收。截
至11月27日，康宏MPF綜合指數報
234.18點，連續五個月創新高，今年
至今累積升幅達22.01%。若升勢持
續，今年全年升幅有機會創歷史新
高。受惠各類市場指數上升，今年
以來打工仔人均賺取約35,102元。
十九大會議後，中國內地政治環境穩

定，經濟層面穩中向好，加上政府着
重改革，市場對金融泡沫風險擔憂下
降。內地A股及本港股票有所支持，
康宏MPF股票指數按月升3.38%，首
11個月累積升幅達33.52%。相反，債
券基金跌勢喘定，康宏MPF債券指數
11月份按月微升0.50%，首11個月累
積升幅為4.71%。

港股累升巨宜轉保守策略
康宏資產管理公司基金研究部表

示，短期而言，一旦美國稅改方案
在12月獲得通過，市場將再次期望

有關政策能刺激經濟增長。這將利
好美國股票市場，促使美國國債息
率向上，因此相信債券市場將會存
在一定壓力。本港股票市場於年初
至今的升幅接近四成，而短期利好
消息亦已被市場消化。投資者現階
段可維持較保守的投資策略，直至
年底再作部署。

小心地緣政治及政策風險
康宏強積金業務拓展董事鍾建強

表示，年初至今康宏MPF綜合指
數累積升幅已超過兩成，而當中表
現最佳的是股票基金，尤其以香港
股票基金和亞洲(日本除外)股票基
金的成績最亮麗，兩者都有約四成
的升幅。不過，計劃成員在捕捉投
資機遇的同時，不可忽略市場風
險，特別是地緣政治和政策方面。
建議承受風險能力較高的計劃成
員，可在止賺後再每月買入上述兩
類基金。

申酉控股上創板 3788元入場

港交所星設據點 拓「帶路」機遇

儘管內地的大型比特幣交易平台已全數
關閉，但眾多投資者近期紛紛轉戰海

外。有投資者表示，自9月中旬國家要求關
停ICO交易平台後，其萊特幣、以太幣等
收益高逾倍。海外市場亦推波助瀾，包括
芝加哥商交所、芝加哥期交所和法國資產
管理公司Tobam在內的諸多機構，也都宣
佈擬推出與比特幣期貨、基金相關的產
品，這無疑令比特幣的行情更加火爆。

相關期貨擬出籠推波助瀾
設在香港的交易平台Bitfinex，比特幣報
價和交易量均節節攀升。記者在Bitfinex網
站看到，其公開的信息顯示，截至昨晚近7
時，其24小時比特幣交易金額為20.96億美
元（約163.58億港元）。而該交易平台7天
和1個月交易額分別更高達113億美元和
528億美元。另一交易平台GDAX昨日的報
價亦突破1萬美元關口，coinmarketcap.com
報價更達11,082.6美元，均創歷史新高。

24小時交易額超逾163億
其實，比特幣在一些新興市場之前就已

遠超過10,000美元。路透社昨報道說，比
特幣本周一在津巴布韋交投於17,875 美
元，當地市場本周二價位則尚未取得。
如此瘋狂的漲勢，據coinmarketcap.com
顯示，比特幣的總市值超過1,865.19億美
元，超過了美國通用電氣（GE）、波音和
迪士尼公司的市值。

炒作加劇 價格將劇烈波動
香港交易平台Gatecoin營銷主管Thomas
Glucksmann指出，這股趨勢受到日本炒作
活動推動，機構投資者進入加密貨幣市場
試水也提供助力，「近期飆漲只是投機交
易商以及越來越多流動性交易商的又一波
炒作」，Glucksmann稱，「我確信未來幾
周幾個月會有好幾次下跌，因為加密貨幣
市場流動性很差，所以勢必會有劇烈波
動」。

樂觀派料明年底見4萬美元
投資資本280億美元的Citadel創始人兼
CEO Ken Griffin 認為，比特幣像荷蘭17
世紀的經濟泡沫。但看多派則認為比特幣

或在2018年底達4萬美元。有業內專家表
示，如果對比特幣價格突破每隔節點做一
個統計，可以發現其價格突破2,000美元大
關之後，往後每到達一個新的高位，所花
的時間幾乎都在縮短。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港股在期
指結算日，碰着朝鮮再射導彈，令恒指先
升後跌，高低波幅逾260點。騰訊(0700)及
平保(2318)等熱炒股均下跌，令恒指最多跌
過 117點，10天線一度失守，全日收報
29,623點，跌57點，是連續第三日下跌。
大市成交 1,101 億元，是連續 18 日逾千
億。

息魔近 投資氣氛轉趨審慎
不過，本港拆息終升穿1厘，令銀行股走
高，中銀(2388)升逾 4%報 38.9 元，匯控

(0005)更連升4日，收報78元，再升1.4%。

股王甩轆《光榮使命》延遲推
證券經紀指出，美股創新高，刺激港股

昨日高開，但多隻熱炒股回軟，包括騰訊
及平保分別掉頭跌1.8%及1.9%，加上友邦
(1299)連跌第三日，都是大市單日轉向的主
因。周五收市後，恒指比重將會微調，其
中股王騰訊的比重將由 11.58%，降至
10%，而今日收市後MSCI指數將換馬，也
促使市場需要預早調整騰訊比重。另外，
投資者預期12月美國將會加息，相信股市

氣氛也會在加息前轉趨審慎。
騰訊下跌的原因，是旗下手遊《光榮使
命》未能如期推出，令股價跌穿10天線，
但系內半新股反而造好。閱文(0772)升1.9%
至92.7元、易鑫(2858)升4.1%至7.35元。

內險股普跌 銀行股逆市升
平保同樣跌穿10天線，收市守住80元大

關，其他內險股亦普遍下跌。因拆息上
升，資金反而轉投銀行股，除中銀大升
外，匯控亦升 1.4%，收報 78 元；恒生
(0011)升 2.3%，大新(0440)升 2.1%，渣打
(2888)升1.6%，分別收報189.9元、50.2元
及77.5元。
不過，息率趨升拖低地產股，新地(0016)

跌0.5%，見128.2元；恒地(0012)跌1.4%至
51.65 元。連高價出售 17 個商場的領展
(0823)，股價亦曾升過3%創過上市新高，
但收市升幅收窄至0.5%至70.35元。

水泥股俏 多隻半新股受捧
內地鋼價升至六年新高，刺激鋼鐵股造
好，鞍鋼(0347)升2.6%，報7.79元見6年高
位。水泥股同樣有買盤，大升5%的海螺
(0914)同創6年高，收報38.7元。
港交所(0388)獲匯豐證券調升目標價至

280元，料2018年日均成交可達1,550億
元，該股曾升至245元，後以全日低位收
跌0.33%，報240元。多隻半新股反彈，除
了騰訊系的半新股，雷蛇(1337)亦上升逾
3.9%報4.28元，Nexion Tech(8420)更抽升
逾 75%，以 1.14 元收市，該股上市價為
0.48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東亞
銀行（0023）昨公佈，該行及旗下領達
財務將以總作價10.79億元，出售中國內
地及本港消費金融業務部分股權和貸款組
合，予中金投（0605）及旗下子公司。
是次交易包括出售香港領達的貸款賬面資
產，代價約4.14億元，以及出售深圳領
達小額貸款、重慶領達小額貸款與東榮商

務諮詢的全部股權，代價約5.63億元人
民幣（折合約6.65億港元）。
東亞表示，兩項交易各為獨立交易，

並非互為條件。深圳領達小額貸款及重
慶領達小額貸款分別是設於深圳市和重
慶市的經核准小微貸款公司。東榮商務
諮詢則是設於重慶市的一家商務諮詢服
務公司。

東亞近11億售消費金融業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
道）由於境外虛擬貨幣及ICO市場火爆，
許多新的疑似騙局再度襲來。內地反傳銷
網昨日公佈，近日陸續接到許多網友反饋
一個名叫雷達幣的虛擬貨幣，聲稱投資年

收益高達5至7倍。該系統2014年7月在全
球發行，至2034年6月完成總量10億枚雷
達幣的發行，一次投資長期穩定收益，未
來還有18.5年的獲利空間。
有報道稱，某內地居民在朋友介紹邀請

下參加投資「雷達幣」虛擬貨幣，網站有
客服人員講解雷達幣投資方式。該居民在
「雷達幣」網絡平台投入資金後，其「雷
達幣」錢包內的雷達幣被他人盜走。該投
資項目以網上雷達幣交易（1雷達幣需40元
人民幣兌換）、購買虛擬貨幣獲取高額利
潤回報為誘餌。內地警方提醒投資者，對
此需引起高度關注和警惕。

疑似騙局「雷達幣」高收益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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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積金各類基金11月份表現摘要
■股票基金：

香港股票(指數追蹤)基金按月升幅最高，升4.77%

香港股票基金年初至今表現最好，升39.30%

歐洲股票基金今月表現最弱，按月跌1.05%，年初至今仍升18.05%

■債券基金：

環球債券基金按月表現最好，按月升0.82%；年初至今升5.01%

港元債券基金表現最差，按月跌0.34%，年初至今升2.88%

■預設投資策略：

預設投資之核心累積基金按月升0.70%，成立至今累積升8.12%

預設投資之65歲後基金按月升0.40%，成立至今累積升幅為2.98%

數據來源：康宏資產管理

■■港股在期指結港股在期指結
算日先升後跌算日先升後跌，，
成交成交11,,101101億元億元。。

中通社中通社

■黃國偉（右）預計今年全年仍未能扭虧。
旁為申酉控股財務總監兼執行董事李永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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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比特幣暴漲突破1萬美元，許多新比
特幣衍生產品出來，內地投資者擔憂影響收
益。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本疊內容：財經新聞 副刊 馬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