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記孖展超購2888倍 挑戰「超購王」

涉無牌推銷 證監首叫停ICO
Black Cell停止在港銷售 允歸還代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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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虛擬貨幣近日風聲鶴唳，在

全球加強監管下，價錢暴瀉。香港證監會昨

首度叫停面向香港公眾進行的首次代幣發行

（initial coin offering，簡稱 ICO）。證監昨

公佈，首次代幣發行人Black Cell Technolo-

gy（下稱「Black Cell」）可能曾進行未獲認

可的推銷活動及無牌進行受規管活動，對其

採取監管行動。Black Cell已停止向香港公眾

進行ICO，並同意將相關代幣歸還予香港投

資者以取消有關的ICO交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貿發
局昨宣佈推出全新初創企業培育計劃
「創業快綫」，協助初創企業建立人
脈、拓展市場和尋找資金。貿發局署理
總裁葉澤恩表示，香港要加強培育初創
企業及兼具高端科技知識與國際視野的
新世代創業家，以保持長遠競爭力。
「創業快綫」創建平台讓初創企業與合
作夥伴及投資者洽商，並透過全方位的
推廣活動引領初創企業開拓國際市場。

五階段培育 十強免費參展
計劃分五個階段培育初創企業，分別

是「入門」，舉辦有關集資及科技升
級的工作坊，讓初創了解創科生態；
「啟迪」，安排初創企業與成功企業
家會面，領悟創業營商致勝之道；
「探索」組織考察團到訪大灣區，發
掘市場機遇及尋找合作夥伴；「展
翅」，參與貿發局展覽會或海外推廣
活動，接觸買家及投資者；以及「飛
翔」有機會獲謝霆鋒的「鋒助人生」
計劃協助宣傳推廣。
葉澤恩表示，表現最優秀的十家初創
企業可免費參與一系列交流、考察及推
廣活動，以開拓商機，上限為每家16萬

港元。活動包括貿發局在香港舉行、設
有「初創專區」的展覽會及會議，如亞
洲金融論壇、香港春季電子產品展及國
際資訊科技博覽和香港家庭用品展等，
以及該局的海外旗艦活動。
此外，亦可自選參加國際大型展覽中

的「香港館」，如美國拉斯維加斯消費
電子展、海灣信息技術展、中國國際高
新技術成果交易會等，汲取實戰經驗。
葉澤恩稱，「創業快綫」的最大特色是
協助初創企業投入商業世界，在國際活
動中建立環球商網，坐上擴展業務的高
速列車。

「創業快綫」可獲謝霆鋒助拳

■葉澤恩（左四）表示，表現最優秀的十家
初創企業可免費參與一系列交流、考察及推
廣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吳婉玲 攝

毛記葵涌（1716）昨孖展情況
券商 孖展（億元） 息率（%）

耀才 71 1.28

輝立 63 0.00-2.48

信誠 40 1.58

時富 32 1.68-1.88

海通 20 1.38

永豐金融 3.1 2.05

致富 3 1.78-1.88

國泰君安 3 1.90

孖展額合共：約234.05億元

以集資額810萬元計，超購認購已逾2,888倍

為回應證監會的監管關注事項，
Black Cell亦承諾，除非符合《證

券及期貨條例》下的有關規定，否則不
會設計、訂立或推廣任何構成「集體投
資計劃」的計劃。

涉集體投資計劃
證監會發現，Black Cell透過開放予香

港公眾的網站www.mykrops.com，推銷
一項 ICO 以便向投資者出售稱為
KROPS的數碼代幣；並在促銷過程中，
向投資者指出會利用ICO的所得收益來
開發一項流動應用程式，而代幣持有人
將有資格贖回Black Cell的股權。證監會

認為上述安排可能構成集體投資計劃。
證監會指出，若ICO涉及向香港公眾

提出購買集體投資計劃中的權益或參與
集體投資計劃的要約，除非獲得豁免，
否則或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事先
獲得認可或符合發牌規定。集體投資計
劃中的權益被視為《證券及期貨條例》
所界定的「證券」。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103條，
任何人在香港或其他地方發出任何廣
告、邀請或文件，或為在香港或其他地
方發出而管有任何廣告、邀請或文件，
而他知道該廣告、邀請或文件（視屬何
情況而定）或載有請公眾作出（其中包

括）取得或要約取得集體投資計劃的權
益，或參與集體投資計劃的邀請，即屬
犯罪。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114
條，除非某人獲證監會發牌或認可，否
則任何人經營某類受規管活動的業務或
顯示自己經營該類受規管活動的業務，
即屬犯罪。
證監會今年2月中亦曾表示，針對多家

加密貨幣交易所及一些ICO發行人採取
了監管行動。證監先後致函7家位於香港
或與香港有連繫的加密貨幣交易所，警告
它們不應在未領有牌照的情況下買賣屬於
「證券」的加密貨幣。證監會在適當的情
況下，尤其對漠視《證券及期貨條例》相

關條文的加密貨幣交易所和重犯者，可能
會採取進一步行動，不會姑息任何違反香
港證券法例的行為。
證監會指出，從事ICO活動的人士或

機構如對適用的法律及監管規定存有疑
問，應徵詢法律或其他專業意見。證監
會再次提醒投資者，在決定參與投資
ICO前須審慎考慮。

比特幣暴瀉 累跌逾半
在全球加強監管下，虛擬貨幣近日價

錢暴瀉，其中龍頭比特幣昨晚7時報
8,241.17美元，較去年2萬美元的高位大
跌逾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美聯儲今
明兩日議息，投資者轉趨審慎，港股昨表現
牛皮，收市僅升11點。不過，雜誌《100
毛》及毛記電視的母公司毛記葵涌
（1716）的孖展認購非常火熱，據8間券商
所累計，借出的孖展額已近234.05億元，
以其公開認購部分僅810萬元的集資額計
算，超購認購已逾2,888倍，已經晉身史上
新股超購倍數第二位。毛記暫錄得940張
「頂頭槌」飛（每張約405萬元），其中
430張來自耀才、400張來自輝立、110張來
自時富。
由於毛記的公開發售集資額，只有810萬

元，故目前的超額認購已逾2,888倍。單計
此數字，已經超越「天仁茗茶」母公司賓仕
（1705）的超購2,600倍，進佔本港史上超
購最高IPO的第二位。目前排名超購王首
位的是2014年上市的Magnum，現已改名
為奧克斯（2080），該股創下3,558.2倍超
額認購倍數。
市場人士稱，以毛記的認購熱度，超購
倍數或有望挑戰4,000倍大關，成為新股史
上第一「超購王」。
毛記本周三中午截止認購，招股價1元至
1.2元，共發售6,750萬股新股，其中90%配
售，10%公開發售，最多集資8,100萬元。
以每手 2,000 股計算，入場費為 2,424.18
元，本月28日掛牌。

媒體股爆升 華文漲1.6倍
由於《100毛》母公司招股反應熱爆，刺
激同為媒體股、並持有毛記葵涌約10%股
份的萬華媒體（0426），昨日大升13.1%，
收報1.55元。另外，萬華媒體的母公司世
界華文媒體（0685）也水漲船高，昨早曾
爆升逾4.1倍見過3.369元，全日收市股價
報1.92元，仍錄得166.7%的升幅。
大市方面，港股昨早段跌過257點，跌至

31,244點後有支持，最多曾倒升過154點，

但31,600點左右有阻力，全日收報31,513.7
點，微升僅11.7點，成交回落至1,066億
元。本月美國幾乎鐵定加息，港匯曾低見
7.8441，再創33年新低，一個月拆息由日
前的0.76357厘，進一步升至0.79718厘。
分析師表示，市場密切注意今次美國加息會
否引起港息波動，建議投資者應避免觸碰息
口敏感股。

長和長實長建回吐
國指收報12,660.4點，微跌0.1%。市場

焦點股為長和主席李嘉誠宣佈5月退休，由
長子李澤鉅接棒，雖然多間券商如匯豐證券
等都稱這是預期之內，料對集團的實質影響
不大，但長和（0001）仍要跌1.9%報97.05
元，長實（1113）也回吐 0.6%，長建
（1038）跌1.5%，電能（0006）低走2%，
只有港燈（2638）錄得0.8%的升幅。
不過，匯豐證券繼續看好長和、長實及

長建，仍給予三股「買入」評級。匯證指
出，長實不論每股盈利及派息，均有雙位數
增長，表現堅實，維持對長實目標價82.9
元的看法，該行同時看好的還有長和。匯豐
證券亦調低長建及電能目標價，長建評價仍
為「買入」，電能及港燈則為「持有」。
藍籌股個別走向，業績股成大市焦點。

即將公佈業績的平保（2318）彈升2.1%報
91.5 元，吉利（0175）也升 1.7%報 26.9
元。舜宇（2382）公佈業績前也獲德銀調
升目標價至151.5元，使股價也升逾2%，
同為手機股的丘鈦（1478）去年多賺
129%，全日升6.1%。

撤上市地位 瀚亞瀉近六成
個股方面，金利豐（1031）午後大幅插
水逾一成，收市仍跌8.7%，瀚亞（8312）
更勁跌近六成，主要因遭到港交所
（0388）通知，開始取消其上市地位，該
股收報0.248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馬翠媚）政府年
初就《財務匯報局
（修訂）條例草案》
刊憲，以改革上市實
體的核數師監管制
度，草案建議財匯局
審核上市公司年報、
上市文件、反收購文
件或非常重大收購文
件，財匯局昨表示已
向立法會提交意見
書，建議將其監管範
圍應擴大至所有上市
規則要求的審計文件，包括在原草
案中並未述及的中期報告、非常重
大出售或收購文件，以及盈利預測
函件等。

核數師制度將轉獨立監管
財匯局主席潘祖明昨出席記者會

時表示，歡迎有關條例草案，亦期
望草案可盡快獲得通過，屆時本港
核數師制度將由自我監管轉為獨立
監管，亦可以申請成為獨立審計監
管機構國際論壇（IFIAR）的成員，
與國際資本市場看齊，而在新制下
涵蓋本港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範
圍包括在本港上市的法團或有權益
在港上市的集體投資計劃。他相信
修訂條例可加強投資者保障、確保
該局有足夠資金以履行職責及填補
對海外核數師的漏洞。
財匯局行政總裁衛皓民表示，有

關草案建議該局首年資金為9,900萬
元，將透過向投資者、上市實體及
上市實體核數師徵費，三者徵費佔
比分別為50%、25%和25%，他強調
財匯局對有關徵費計算方法持中立
態度。潘祖明指新例通過後，該局

將加強巡查和審核，首年目標是抽
取4大會計師樓各5%的上市公司報
告作查冊，最少每年每間查冊5份報
告。
衛皓民指，財匯局成立至今接獲

逾400宗可跟進的投訴，目前有56
宗已完成調查，有11宗已完成查
訊，而單計去年則接獲126宗可跟進
的投訴，目前有11宗已完成調查。
他指，在已完成調查個案中最常見
問題為資值減值、業務合併的會計
處理、收益確認及金融工具確認和
計量，而該局未來將就擴大的職
能，參考國際最佳做法，視乎情況
招聘人才，以履行新的查察及監管
等工作。

最高罰款1000萬 可處停牌
罰則方面，潘祖明指現時財匯局

完成調查和查訊，會向相關監管機
構作出轉介以跟進，涉事核數師有
機會按《專業會計師條例》被紀律
處分，若修例通過後，對違規核數
師的最高罰款是1,000萬元，另外將
來該局會發出指引，因應不同情況
作出其他處罰，例如停牌等。

財匯局倡擴核數監管範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東
亞銀行（0023）昨推出全港首個由
銀行提供的「勁快」私人貸款申請
平台。由即日起，在職的全新或現
有客戶均只需透過手機，即可完成
貸款申請程序，毋須親身到分行辦
理手續。申請者可即時知道貸款結
果，而現金最快一天到手。

上載入息證明 毋須現身
東亞銀行總經理兼個人銀行處主

管許文森昨解釋申請程序：申請者

需於指定位置填寫個人資料與貸款
額，接着上載入息證明文件、身份
證與自拍照，毋須現身，即可完成
身份認證，整個貸款申請程序只需
數分鐘，方便快捷。需要注意的
是，毋須現身優待只適用於星期一
至五下午3時前完成申請和上載所需
文件，與成功獲批港幣200,000或以
下的貸款額。
此外，於本月下旬起，現有客戶

如申請的貸款額為 30,000 元或以
下，更可選擇使用該行獨有的無卡

自動櫃員機提款服務提取現金，現
有客戶只需作雙重認證與輸入一次
性密碼，即可提取有關貸款。
許文森表示，今年內東亞銀行將

繼續創新，期望將遙距銀行服務，
進一步推廣至信用卡申請與銀行開
戶服務，而遙距申請信用卡將會先
行。他續指，銀行目前仍須要客戶
提交入息證明文件以控制貸款質
素，在未來技術日漸成熟下，或會
以大數據輔助分析客戶的財政狀
況，決定是否批出貸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美國總統特朗

普推出的貿易保護政策，令全球爆發貿易戰的憂
慮升溫，澳洲貿易部長喬博（Steven Ciobo，見
圖）在港指出，貿易保護政策除了不會有效，更
會破壞財富的行為，除了令市民生活質素下降，
製造商成本大增，實際上是妨礙經濟增長。他相
信，保持開放及合作的態度才是振興經濟的正確
做法，他歡迎中國繼續開放貿易，亦希望逐步擴
大與中國經貿與投資關係，例如在「一帶一路」
項目上的合作。
喬博指出，中國於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後，明顯將經濟及貿易開放了不少，
這令中國數以百萬計的人成功脫貧，簡直是經濟
上的奇跡，這反映出開放才是令經濟進步的因
素。
他預計，中國的持續開放除了對中國人民有

利，亦會對其他國家帶來好處。他認為，雖然有
不少人開始質疑世貿的功能，但世貿仍是一個很
重要的角色，希望能夠慢慢改善其功能，亦鼓勵
其他成員國能遵守現行條例。

東亞私貸App 現金一天到手

澳貿易部長
冀增「帶路」合作

■左起：財匯局主席潘祖明、財匯局行政總裁衛皓
民、德勤合夥人David Barnes。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翠媚 攝

■恒指昨上升11點，全日成交金額1,062億元。
中通社

■左起：東亞銀行總經理兼個人銀行處主管許文森，
環聯行政總裁王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