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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爭相推期貨 單日勁升一成

1個比特幣 癲價10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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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美國期貨交易所
將推出比特幣期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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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幣突破 12,000
美元。截至昨晚




7： 30， 比 特 幣 報
12,989.80 美 元 ，



單日升 9.97%，市



值 2,172.4 億美元。現時
一枚比特幣折算約









10.13 萬港元。
國的期貨交易所近日紛紛加入爭奪
比特幣期貨市場，刺激比特幣價格
接連破關。
據Cboe官網公告，該交易所的比特幣
期貨 (代碼「XBT」) 將於 12 月 10 日美
國中部時間下午 5 點在 Cboe 旗下期貨交
易所 (CFE) 正式掛牌交易。較芝加哥商
交所（CME）提前一周推出比特幣期
貨。
Cboe Global Market 主席兼 CEO Ed
Tilly 在聲明中表示，考慮到投資者對比
特幣前所未有的興趣，向客戶提供交易
工具幫助表達他們的觀點並對沖他們的
頭寸就變得至關重要。他們致力於促進
比特幣市場的公平性與流動性，為此將
在 XBT 期貨推出之時豁免交易手續費。
今年 12 月所有 XBT 期貨的交易手續費
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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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交易所爭相推比特幣期貨

美

Cboe迎戰CME納斯達克
除了 Cboe 和 CME 之外，據路透社接
近消息人士稱，納斯達克也計劃進軍比
特幣期貨市場，計劃最早明年二季度在
納斯達克旗下的期貨市場 NFX 推出該產
品。很明顯Cboe希望在比特幣期貨這片
「藍海」中迅速佔據領先地位。
在過去一周內，又有多個國家政府相
繼出台針對虛擬貨幣的監管以及打擊措
施。但是，即便如此，比特幣價格依舊
傲然挺立，CoinMarketCap 平台數據顯

示 ， 截 至 昨 晚 7： 30， 比 特 幣 報
12,989.80 美 元 ， 單 日 升 9.97% ， 市 值
2,172.4 億美元，超過新西蘭一年 GDP
規模。

分叉比特幣湧現堪憂
由於比特幣價格暴漲，許多分叉比特
幣紛紛湧現，引發內地投資者擔憂。據
悉，從 12 月 17 日至明年初，將有 8 個分
叉比特幣推出；其中，17 日 SBTC（超
級比特幣）在區塊高度 498888 分叉，總
量2,121萬，其中21萬為分叉預挖。
截至昨晚 7：30， 全球最大的比特幣
交易平台之一、香港 bitfinex 24 小時交
易量為 33.93 億美元，一周為 197.01 億
美元，一個月更高達728.33億美元。

羅奇：危險的投機泡沫
對於近日比特幣狂升，耶魯大學高級
研究員、摩根士丹利前首席經濟學家兼
亞洲區主席史蒂芬羅奇警告說，比特幣
是一種危險的投機泡沫，最終都會破
裂，導致投資者損失慘重。
他認為比特幣是一種有毒的概念，是
其職業生涯中見過的最垂直的模式，這
種垂直模式從未在任何證券圖表出現
過。

港府：港不承認數碼代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虛擬貨幣
近期再成市場焦點，世界不同地方對虛擬貨
幣的監管取態不同，財庫局局長劉怡翔昨回
應議員提問時指出，本港並不承認「數碼代
幣」是貨幣，同時亦不會推出加密數碼貨幣
交易平台交易牌照；證監會並會視乎首次代
幣發行（ICO）的個案情況，進行規管。

規管ICO做法與星相似
昨有議員問到本港會否參考新加坡的做
法，就規管 ICO 發出明確的指引，劉怡翔回
應稱，留意到新加坡金管局近期發表的聲明
及指引，和香港證監會於今年 9 月 5 日發出
的聲明，兩者在性質上基本一致，都是提醒
市場參與者，視乎個別 ICO 的事實和情況，
現行的金融監管法例可以適用於這些活動。
新加坡對 ICO 的規管與香港相類似，若在

愛康醫療明招股 每手 4040 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美婷)
融業務包括內地最大網絡投融資平
新股上市步伐未曾放慢，昨日有新
台陸金所、向金融公司提供分銷渠
經濟新股公佈招股計劃。內地 3D
道和風險管理等人工智慧服務的壹
賬通，以及健康門戶網站平安好醫
列印技術的骨關節植入物醫療器械
生。
公司愛康醫療 (1789)明日起至下周
該基金希望在上述公司佔 5%到
二招股，集資最多 5 億元，發行
10%的股權，亦考慮在平安支持的
2.5 億股，其中 10%公開發售，招
另一家健康子公司中進行潛在投
股價介乎每股 1.66 至 2 元，每手
資。
2,000 股，入場費 4,040.308 元。12
月 20 日上市，高盛為其獨家保薦
合寶豐年暗盤僅升1.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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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招股書透露，愛康醫療將以集
其他新股方面，合寶豐年 (8406)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美婷
攝
資所得的 41%用作設施升級、21%
將於今日掛牌，昨日暗盤表現一
用作開發 3D 打印產品、15%用作
般。耀才暗盤交易中心開市報 0.27
3 年將持續進行擴產，擴大製造能力及收
潛在收購。愛康今年頭 6 個月錄得溢利 入。
元，最高報0.325元，收報0.32元，較招股
5,005 萬元人民幣，按年增加 51%；毛利率
此外，據彭博引述知情人士報道，軟銀 價高 0.005 元或 1.59%。不計手續費，每手
則微跌0.5%至68.7%。
集團旗下規模達 970 億美元的願景基金， 賺 50 元。輝立交易場暗盤開報 0.265 元，
愛康主席及行政總裁李志疆昨日於記者 正考慮向中國平安 (2318)所擁有的健康和 最後收報 0.32 元，較招股價高 0.005 元或
會表示，3D 打印發展前景巨大，計劃未來 金融業務進行投資。目前平安的健康及金 1.59%。不計手續費，每手賺50元。

小米估值挑戰千億美元

香港文匯報訊 小米的 IPO 再有
新進展。據路透社消息，小米已邀
請投行在下周五遞交 2018 年為該公
司安排上市的標書。消息稱，小米
選擇香港或美國作為上市地點。
報道指，小米的上市可能是明年
科技公司最大的一宗 IPO。消息人
士稱，「規模非常大」，估值達到
1,000 億美元「也不瘋狂」。接近小
米公司的人士稱，2014 年 6 月底時
小米的估值短暫達550億美元。
研究機構 Canalys 資料顯示，小
米已經擠下蘋果，成為中國智能手
機銷量第四大廠商。小米 2016 年的
銷售曾停滯，今年已經在許多個國
家啟動或重新啟動銷售，其中包括
印尼、越南、俄羅斯、阿聯酋及烏
克蘭等等。11 月初首次涉足西歐市
場，在西班牙啟動銷售。

證監上季打回 5 宗 IPO
香港文匯報訊 證監會昨發表的
《季度報告》指出，在雙重存檔制度
下，今年 7 至 9 月的季度內審閱了 110
宗新上市申請，較上一季的 86 宗上升
27.9%，以及較去年同期的 84 宗上升
31%，創下自 2003 年實施有關制度以
來的另一歷史新高。
期內，證監會直接向上市申請人發
出 5 份「反對意向書」，其後並向其中
兩名申請人發出最終決定通知反對他們
的上市申請，原因是他們就反對意向書
的回覆未能解答證監會所關注的問題。
至於其餘三名申請人的上市申請，
有一宗被撤回，而餘下兩宗的處理期限
已過或沒有繼續進行有關程序。季內，
一宗上市申請因申請版本並非大致完備
而被發回及被施加 8 個星期的禁止申請

期。
季報又指，於 7 月 31 日，證監會在
監察從事資產管理業務的持牌機構的過
程中，就發現多項不尋常情況發出通
函。證監會發現，一些持有集中、流動
性低及互有關連的投資的私人基金及委
託賬戶內存在不尋常之處。另於 9 月 15
日發出另一份通函，闡述在管理基金及
委託賬戶方面常見的不合規情況。證監
會識別到多家持牌機構未有遵循在《操
守準則》下有關證券保證金融資監控措
施的規定。它們持有高度集中及流通性
極低的細價股，其資本在該等股票的股
價大跌時大受影響。
證監會，在監察到股價及成交量出
現異動後，季內已向中介機構提出
2,300項索取交易及賬戶紀錄的要求。

ICO 中發售的數碼代幣屬資本市場產品，將
受新加坡證券及期貨法例（Securities and
Futures Act）監管。
至於日本設立加密貨幣交易平台發牌制
度，劉怡翔指出，日本當局將加密數碼貨幣
視為有法律效力的支付方式，並將其交易平
台納入規管，這個做法相信是考慮到加密數
碼貨幣在日本市場的發展情況，而有關情況
在其他市場並不一定適用。香港以外，英國
和新加坡等市場都沒有類似的做法，而內地
和俄羅斯更禁止加密數碼貨幣交易平台在境
內運作。

提醒小心潛在詐騙風險
他續指，因應不同市場的發展情況，各地
的監管機構就 ICO 和加密數碼貨幣的監管採
取不同的處理手法。有個別監管機構採取全

面取締，亦有監管機構在現行的監管制度下
作出規管。本港監管機構方面過往已多次指
出，數碼代幣並不是貨幣，而是一種虛擬商
品，並沒有實物或發行人支持。基於其高度
投機性、匿名性、運作是在網上進行等特
點，市民要小心潛在詐騙及投資風險。
另外，劉怡翔續表示，在推動虛擬銀行方
面，金管局參考了一些海外經驗，認為不設
實體分行的虛擬銀行在商業上和技術上是可
行的，該局今年 9 月公佈一系列推動香港發
展智慧銀行的措施中，亦包括引入虛擬銀
行，目前相關工作已經展開，過程中金管局
亦有諮詢本地科技公司及海外機構的意見。
根據《銀行業條例》下現行發牌制度，不論
金融機構或科技公司，只要符合發牌條件及
一系列審慎監管要求，都可申請成為銀行，
經營虛擬銀行業務。

中銀倡建深港創新金融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
道）深港金融合作是前海創新的重要領
域。中國銀行（香港）昨在深圳前海發佈
《粵港澳大灣區金融創新合作以及前海角
色定位研究》報告（以下簡稱「報
告」），建議在前海建立創新開放包容的
深港金融創新合作平台，進一步拓寬深圳
前海香港金融創新合作通道，以前海為支
點，構建深港創新金融圈。
中銀（香港）認為，前海金融創新合作
的主要任務是持續推動前海跨境業務創
新，在粵港澳大灣區保持獨特金融業發展
優勢，強化前海自貿區離岸交易功能，大
力支持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同時促進
珠三角經濟轉型升級，並增強前海對外輻
射功能，擔當「一帶一路」金融大通道支
點角色。
報告指出，前海金融創新合作有十大重
要方向，包括疏通 5 條跨境通道打造人民
幣產品研發基地；爭取個人資本項目開
放，創新跨境投資產品及理財業務等。

爭取啟動QDII2試點
前海應爭取率先啟動合格境內投資者境
外投資試點（QDII2），積極試點跨境按
揭貸款業務，進一步擴大境內外個人投資

渠道。
報告還建議，前海直接參與離岸市場交
易，允許境內商業銀行在前海設立自貿區
交易中心，授予總行權限，直接參與香港
外匯交易，允許前海金融機構參與香港債
券發行及交易。

建立人幣跨境清算平台
中銀（香港）認為，前海應對接香港金
融業發展軌跡，配合特區政府重大施政措
施，攜手兩地總部經濟拓展跨國公司 CTC
業務，利用香港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吸引
國內財富向前海集聚。而構建前海金融創
新合作應包括七大工程，如攜手香港機構
建立跨境人民幣清算支付平台、攜手香港
交易所建立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攜手香港
機構建立跨境金融資產交易中心、與香港
金融發展局建立戰略合作關係等。

前海金融同業公會成立
另外，為進一步推動前海金融行業創新
發展，由前海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等 8 家機
構共同發起的深圳市前海金融同業公會昨
日在前海揭牌成立。公會會長李強表示，
明年公會將加強與香港金融機構和行業協
會的聯繫，共同推動前海金融創新。

深港冀打造國際金融科技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熊君慧 深圳報
道）2017 第三屆中國國際投資論壇暨深港
新金融合作對話昨日在深圳舉行。本屆論
壇邀請深港兩地金融監管部門、業界人
士、資深教授在「新金融、新階段、新探
索」的主題下，共同探討如何構造深港新
金融生態圈，推動兩地金融合作的問題。
有專家表示，深港有望打造成粵港澳大灣
區甚至全球金融科技發展中心。
原深圳市人民政府副秘書長、深圳市互
聯網金融行業黨委書記盛斌提出，進一步

深化深港金融合作應積極開展的三方面新
探索，包括不斷推進深港金融創新開放，
打造跨境金融示範區；促進深港金融與科
技融合發展，力爭打造國際金融科技中
心；充分發揮政策疊加優勢，構建國際金
融先行區。
深圳市金融辦黨組成員、副主任王新東
在論壇上致辭表示，發達的高新技術產業
為金融科技創新發展提供技術支撐，技術
創新、模式創新日新月異，各類業態不斷
豐富，深圳金融科技生態圈正加速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