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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牌賣虛幣判監7年罰500萬
港將立法規管相關交易 只准向專業投資者服務

隨着各地加強對虛擬貨幣的監管，港府早前就建議修訂《打擊洗

錢條例》，以建立虛擬資產服務提供者發牌制度等展開諮詢，相關

諮詢總結文件昨出爐，政府擬立法規管虛擬資產服務提供者只可向

專業投資者提供服務，並建議對無牌進行受規管的虛擬資產活動，

可判處罰款500萬元和監禁7年。財庫務局表示，會着手就諮詢總

結所提的建議擬備修訂條例草案，目標是在2021／22立法年度把

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責任編輯：馬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
多國相繼出手監管比特幣投資。繼
中國內地之後，美國政府也宣布，
要求1萬美元或以上規模的加密貨
幣轉賬要向國稅局申報。
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周四更聲稱，
加密貨幣對金融穩定構成風險，並
為美聯儲考慮推出自己的數字貨幣
提供了更清晰的時間表。多個不利
消息打擊下，比特幣在Bitstamp交
易所的價格跌破4萬美元關口至
39,262美元，惟仍較周三的「幣
災」低位高出30%。
外電報道，美國財政部預計，整

個富人納稅群體隱瞞了除薪資外一
半以上的收入，故拜登政府擬打擊
藏匿收入的美國富人，規定加密貨
幣轉賬超1萬美元須報告美國國稅
局，包括要求銀行和金融機構報告
賬戶資金流，即美國國稅局目前無
法掌握的信息。

急升引美聯儲關注
該報告制度將涵蓋外國金融機構

以及加密資產交易所和託管行，預
計將於2023年生效，以使金融機
構有時間為新要求作準備。鮑威爾
周四亦罕見地發布視頻消息，強調

了加密貨幣的風險，並為美聯儲考
慮推出自己的數字貨幣提供了更清
晰的時間表。他表示，「隨着技術
的進步，我們也將大量注意力放在
適合的監管框架上，包括注意民間
行業支付創新企業，他們目前還未
被納入應用於銀行、投資公司和其
他金融媒介的傳統監管安排。」分
析普遍認為，鮑威爾的言論暗示比
特幣等非傳統貨幣選項在受歡迎度
和市場價值方面快速攀升，已經在
很大程度上迫使美聯儲認真看待，
特別是美聯儲正打算發展數字美
元。事實上，加密貨幣市場經歷了

大起大落，比特幣周三在數小時內
暴跌逾30%又收復失地，主要由於
上周特斯拉創始人馬斯克對比特幣
消耗化石燃料的抱怨，以及他改變
允許使用比特幣購買汽車的承諾，
令加密貨幣遭受衝擊，及後中國內
地重申不得將虛擬貨幣作為支付結
算工具，亦使市場加速下跌。

近期走勢跌宕起伏
其後馬斯克突然在社交平台「反

口力撐」比特幣，暗示不會賣出價
值15億美元的比特幣，令其急速
回彈近3成。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蔡競文） 內地監管機構日
前收緊規定，金融機構和支付機構不得開展與虛擬
貨幣相關的業務，令周三虛擬貨幣發生「幣災」。
昨日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簡稱「金融
委」）召開會議，提出將堅決防控金融風險，堅持
底線思維，並打擊比特幣挖礦和交易行為，堅決防
範個體風險向社會領域傳遞。消息昨晚傳出後，比
特幣由4萬美元關口急跌，截至昨晚11：20，約處於
38,095美元水平。

劉鶴主持 堅決防控金融風險
金融委會議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
理、金融委主任劉鶴主持，金融委成員單位有關負
責人參加會議。其中，會議的要求提到，要堅決防
控金融風險，堅持底線思維，加強金融風險全方位
掃描預警，推動中小金融機構改革化險，着力降低
信用風險，強化平台企業金融活動監管，打擊比特
幣挖礦和交易行為，堅決防範個體風險向社會領域
傳遞。其實，近日內地嚴打虛擬貨幣的相關業務，
令龍頭比特幣及以太幣近日大起大落，幣圈一度遭
「血洗」，也拖累本港及內地股市中涉及虛擬貨幣
的相關個股下跌。《中國證券報》昨發表文章，提
醒炒作虛擬貨幣至少存在三大風險，告誡投資者要
摒棄一夜暴富的想法。

官媒：炒作虛幣易被「割韭菜」
文章提醒，炒作虛擬貨幣至少存在三大風險：一
是比特幣等虛擬貨幣未來走勢並不具有確定性，它
們和金融產品有本質區別，沒有實際價值支撐，同
時也沒有主權信用和商業信用，價格很容易被操
縱，出現暴漲暴跌；二是就比特幣而言，境內當前
已沒有比特幣交易場所，「翻牆」在境外購買比特
幣沒有消費者保護措施，投資者受到損失只能自
負；三是比特幣等虛擬貨幣容易受到「馬斯克式」
的炒作，投資者在短時間內被「割韭菜」，從而蒙
受巨大經濟和財產損失。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章蘿蘭上海
報道） 昨日A股震盪走弱，滬深三大
股指不同程度下探，截至收市，滬綜
指報3,486點，跌20點，或0.58%；
深成指報 14,417 點，跌 117 點，或
0.81%；創業板指報3,113點，跌30
點，或0.97%。兩市共成交8,080.37
億元（人民幣，下同）。周期板塊止
跌反彈，鋼鐵、有色、煤炭均逆市收
紅。本周滬綜指累計跌去0.11%，但
深成指、創業板指分別周漲1.47%、
2.62%。

滬綜指失守3500關
昨日A股各大板塊表現不一，盤面
上，因紙價持續上行，A股造紙印刷

板塊漲超3%，電力、園林工程、鋼鐵
板塊漲2%，公用事業、有色金屬、煤
炭採選、港口水運板塊升1%。工藝商
品、航天航空、保險、券商、船舶製
造、多元金融、銀行板塊領先跌幅
榜，保險、券商板塊跌近2%。

白酒板塊估值看高
白酒板塊昨日小幅收紅，但不少個

股暴漲，水井坊封漲停，大豪科技、
口子窖、洋河股份漲近6%。有市場統
計顯示，5月以來，多家酒企開始扎
堆漲價。華創證券分析，5至6月，白
酒行業主線料轉為控量提價，加上白
酒中報有望迎來高增，將成為板塊估
值的堅實支撐，超配仍有必要。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曉菁） 疫
情下居家辦公成新常態，傳統影印企
業亦推陳出新，加快數碼轉型。富士
施樂（香港）自4月改名富士膠片商業
創新香港，董事總經理松本泰幸昨於
發布會介紹，即日推出一系列多功能
影印機及打印機產品，未來業務漸向
商業解決方案領域拓展，迎合市場需
求。公司銷售總監鍾建業透露，去年
疫情持續，但未影響公司打印機的銷
售情況，反而因為市民居家辦公頻率
增加，幾種小型或家用打印機的銷

量，同比以倍數增長，一些遙距辦公
的文件管理業務和解決方案，也在同
期大受客戶歡迎，尤其集中在銀行、
保險、物流等行業中。

雲技術成業務重點
市場部及供應鏈管理總監陳偉明續

指，除了保持現有的影印和打印產
品，以及專業的文件管理業務外，未
來公司重點業務將集中在雲技術、人
工智能、物聯網等方面，望透過電子
商貿和商業夥伴合作，擴充對大眾化

市場的覆蓋。此舉顯然迎合了無紙化
的環保理念和數碼化的市場環境。
企業質量及可持續發展總監劉金蘭

表示，公司多年前就意識到市場對打
印機的需求只會一路下跌，早早就進
行拓展其他業務，估算近年來商業解
決方案業務，能為公司帶來近一半收
入。
昨日發布會上共推出了4個型號、14

款多功能影印機及打印機產品，其中
最受矚目的是一部「ApeosPrint C325
dw」，為同級產品中最小、最輕，體

積較同類影印機可細40%，十分適合
居家使用，亦適合工作空間十分有限
的行業，相信這款產品是就居家辦公
順勢推出。陳偉明相信，這一輕便系
列的推出，會改變整個打印機市場的
需求。
此外，富士膠片還推出「Apeos C」

和「ApeosPro」系列的新款多功能影
印機，前者可為遙距工作提供強大支
援、保安功能等；後者則提供卓越的
影像效果，可同時滿足專業印刷和一
般辦公室所需。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馬翠媚） 中國
銀保監會昨公布依法查處5間金融機構
違法違規行為，分別是東亞銀行
（0023）旗下東亞中國、 招商銀行
（3968）、中國銀行（3988）、渤海銀
行（9668）、華夏銀行，涉及違規銷
售、管理不當等行為，處罰金額合共約
3.66億元（人民幣，下同）。銀保監
指，將對金融市場亂象會保持處罰問責
的「高壓態勢」，依法打擊監管套利行
為、嚴防造假數等違規行為。
中銀保監詳列各銀行違規事項，其中

東亞中國涉向房地產開發企業發放貸
款、但並未記入房地產開發貸款項目，
並利用票據「賣斷、買入返售、到期買
斷」的交易模式轉移規模等違規行為，

依法罰款1,120萬元。

華夏銀行被罰9830萬最多
中行涉發放併購貸款及向部分已簽約

代發工資客戶收取年費等多項違規行
為，中銀保監依法沒收違法所得的8,761
萬元，並對1名負責職員予以警告處
罰。招行則涉通過關聯非銀機構內部交
易違規變相降低理財產品銷售門檻，同
業投資、理財資金等違規投向地價款或
「四證」不全房地產項目等違法違規行
為，依法罰款7,170萬元，對1名責任人
員予以警告處罰。另外華夏銀行因理財
產品資訊披露不合規等，被罰9,830萬
元；渤海銀行因銀行承兌匯票保證金管
理不規範等被罰9,72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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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出手監管 轉賬超一萬美元須申報

價格續漲 A股造紙股逆市飆逾3% 5銀行涉違規 銀保監罰逾3.6億

疫市轉型 富士打印機銷量倍增

● 陳偉明（左）表示未來公司重點業務將集中在雲技術、
人工智能、物聯網等方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 香港擬立
法規管虛擬資
產服務提供者
只可向專業投
資者提供服
務。比特幣近
期在各國政府
加強監管下，
走勢近期大幅
上落。

資料圖片

●滬指昨收報3,486點，跌20點。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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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去年11月開始就建立虛擬
資產服務提供者發牌制度展

開諮詢，至今年1月底結束。最新
出爐的諮詢總結文件指出，鑑於虛
擬資產行業屬新興行業，其所牽涉
的風險較傳統金融市場為高，為確
保市場妥善有序發展的政策目標
下，規定虛擬資產交易所只可向專
業投資者提供服務可確保投資者獲
得適度保障。

證監會受理4宗牌照申請
文件亦提及，雖然有40%意見書
認為應容許散戶參與虛擬資產交易
所的交易活動，但考慮到虛擬資產
業務屬高科技行業並具有高度的投
機性，故認為至少在發牌制度的初
期，規定虛擬資產交易所只可向專
業投資者做法恰當，又指證監會會

繼續留意市況，待日後市場更趨成
熟時再檢討相關要求。
就發牌制度下，文件提出有意進

行經營虛擬資產交易所受規管活動
的人士，須向證監會申請相關牌
照，並符合適當人選準則和其他規
管要求。而證監會會在發牌制度實
施前準備一套詳細的規管要求以作
諮詢，為業界就監管期望方面提供
更多指引。
罰則方面，政府建議就無牌進行

受規管的虛擬資產活動，可處罰款
500萬元和監禁7年、及為誘使他
人購入或出售虛擬資產而作出有欺
詐成分或罔顧實情的失實陳述，可
處罰款100萬元和監禁2年等。
另外，財庫局今年3月披露，由
虛擬資產交易平台發牌制度推出至
今，共有4宗申請獲證監會正式受

理，證監會並沒有就牌照數目設定
上限。

監管出手 比特幣瀉逾53%
面對各國政府加強監管下，加密

貨幣龍頭之一比特幣走勢近期大幅
上落，隨着內地早前宣布全面封殺
炒賣虛擬貨幣，要求金融及支付機
構不得開展與虛擬貨幣相關的業
務，令比特幣在周三暴瀉30%至幾
近跌穿3萬美元關口，低見30,016
美元，較4月中曾高見64,617美
元，暴跌逾53%。而比特幣昨徘徊
在4萬美元關口。
分析認為，由於比特幣走勢極其

波動，如果遲遲無法成為交易貨幣
或儲值工具，那基本上就只是一小
群人囤積一個有限數量的代幣，而
這個代幣只要面臨監管機構調整政

策、市場唱好唱淡或大戶平倉，就
會一再出現劇烈且缺乏流動性的震
盪。

「女股神」續唱好比特幣
儘管各地央行持續駁斥比特幣的

整體系統重要性，但比特幣市值仍
約有1萬億美元，已經不容各地政
府忽視。
德意志銀行分析師Marion La-

boure認為，比特幣將會迎來更多
打擊行動，又指綜觀歷史，各地政
府都是先監管，然後拿下控制權。
「美國女股神」方舟投資(Ark In-
vest) Cathie Wood 繼續唱好比特
幣，料比特幣將升至50萬美元，
換算下比特幣市值將達到10萬億
美元，相當於20國集團（G20）整
個M1貨幣供給量的三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