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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開發商挖空心思應對調控新招，商業公寓因不限購、不限貸而成為他
們的首選，而且價格可以較剛需房售價高得多。據深圳中原地產最近統

計顯示，10月深圳已有東海國際中心（二期B區）、深業上城（北區）等12
個公寓對外發售。美聯物業全國研究中心高級主任何小姐亦表示，目前包括深
圳灣1號、東海國際、深業上城、招商伍茲公寓等高端商業公寓樓盤，因不限
購、不限貸而吸引大量投資客，而且價格都賣到天高，根本不是一般剛性需求
投資者所能支付得起。

專吸投資客首付五成
記者在福田區深業上城看到，該樓盤在深圳中級法院附近，周邊大多數都是

居民小區，該樓盤卻以商業公寓於9月底出售。據該樓盤一售樓小姐告訴記
者，項目共有628套房，面積從108平方米至358平方米不等，其售價高達每
平方米7萬元以上，一套房最低價格要700多萬，最高則要2,500多萬，而且其
首付要求5成。

人們不難從中看出，這純粹是吸引投資客。儘管其價格奇高，但是售樓小姐
卻稱，因地處深圳中級法院附近，周邊三星和長城等工廠面臨升級改造，未來
升值空間大，開盤僅一個月多點，他們已售近200套房，佔銷售總量比例達三
成，這些投資者儘管首付需數百甚至上千萬，但他們付款卻顯得很輕鬆。

而深圳灣1號也是打商業公寓旗號開發銷售，其價格更高得離譜。該樓盤
售樓小姐告訴記者，其北區共有80多套，面積分別為400平方米和600平方米
的戶型，均價分別高達每平方米13萬元和15萬元，兩種不同戶型總價分別高
達5,200萬元和9,000萬元，如此高的天價無疑是專為吸引投資者。此外，東
海國際中心共有1,000多套單位，每平方米叫價7萬元至8萬元，而招商地產開
發的伍茲公寓售價更高達每平方米8萬元至10萬元。

儘管許多商業公寓都售出每平方米均價7萬元以上的天價，但是其仍受到許
多投資者追捧，據中原地產近日發佈的10月份統計數據顯示，深圳市一手商
務公寓錄得成交3.43萬平方米，環比上漲156.10%，成交主力項目分別為深業
上城、萬科天譽中央廣場和中信龍盛廣場等。

需求盛公寓現日光盤
事實上，位於龍崗和鹽田兩個商務公寓早前開盤銷售，供應量一千餘套，每

平方米均價2萬元及3.2萬元。結果，龍崗樓盤首日吸引近兩千人到場，而鹽
田樓盤則實現300餘套單位一日清光，兩個小時售罄首推200套，後又加推
100餘套。開發商稱，房貸新政對商務公寓沒有影響，而目前投資客入市的需
求又很強勁。

深圳房企搶推天價公寓
擦邊球避「限」 每平米逾7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昌鴻深圳報道）深圳二

套房首付已提高至7成，儘管公寓和別墅受投資者
追捧，惟普通住宅已開始出現遇冷。與此同時，三
中全會掀起房地產市場的不確定性，部分開發商在
憂慮政策前後夾擊下，加快推盤步伐。

別墅項目低價出貨
近日中海位於寶安的別墅項目在華僑城洲際酒店

開盤，預售總套數198套，儘管其均價高達每平方
米6萬元（人民幣，下同），但是仍受到市場追
捧，當天上午首推150套，後又陸續加推部分單
元。開發商稱，當天售出約九成，吸金近20億。該
負責人表示，趕出貨並不是因為房貸新政，而是
因年底還有十幾億元的銷售任務，此次定價也偏
低。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該開發商是應對新
政設法盡快出貨。

與商務公寓和別墅熱銷形成對比的是，受二套房
首付提高至七成影響，在近日在洲際酒店開盤的另
一住宅項目開盤現場，購房者觀望氣氛濃厚。該樓
盤位於羅湖蓮塘，首推360套，戶型為68平方米至
135平方米，均價3.5萬元。但是，好幾位有購買意
向的購房者表示，先過來看看，不一定出手。來自
羅湖的黃先生表示，三中全會可能會出台調控房價
的新政策，個人想等其召開後再做決定。另一位王
先生認為，首付提高到七成的確有影響，本來只準
備六成的首期款，現在要多向朋友借點錢，但房價
恐怕也不會跌。

剛需群體止步觀望
據中原地產分佈的最近一周成交數據顯示，臨近

年底，部分開發商有加速資金回籠的壓力。同時，
三中全會的召開，房地產市場面臨更大的不確定性，因而開發
商加緊推盤步伐，一手住宅供應量穩步增加。與開發商加速推
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不少剛需群體止步觀望，因推盤增多，
選擇範圍拓寬，加之目前貸款成本攀高，因而推遲購房。總體
來看，目前市場熱度遠不及前兩個月，根據深圳中原地產的監
測，下周推盤量將繼續居高，需求疲軟的態勢短期內仍將延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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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昌鴻深圳
報道）深圳因實行限購限貸，許多
投資者經中介機構點撥，尋找五花
八門的應對方法，包括假離婚、借
用親戚朋友名額和補交社保等，從
而達到投資購房的目的。

假離婚 首付負擔少四成
記者來到布吉一地產中介，詢問

如何購買第二套房，中介業務員劉
先生便給記者出主意： 「你要麼辦
理假離婚，這樣便購買第二套房就
相當於首套房，首付只需三成，較
目前的七成減少了四成，這不用講
太具有誘惑力。」

不過，他提醒，通過假離婚購房

的也有一些風險，一些夫妻因此弄
假成真離婚。另外，通過補交社保
購房目前已行不通，深圳市今年中
期已禁止補交社保。

張先生還表示，其實深圳是採
用以家庭為單位限購、限貸，但
對家中父母和年滿 18 歲的子女未
有限制，許多購房者通過這種方
式購買第二套甚至是第三套房。
投資者還可以通過親戚朋友的名
額，通過私下訂立合同或公證，
再以他們的名義去購房，這樣可
以規避二套房首付的七成要求，
只需要三成即可。但是，採用這
種方式最為關鍵是要穩妥，否則
容易帶來法律風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儘管深圳二套房首付

提高至七成，但是開發商見招拆招，尋找各種方法應對。目前

深圳許多開發商均在打擦邊球，通過開發公寓來規避限購限貸

政策，目前推出的高檔公寓，每平方米售價動輒達7萬元至10

萬元（人民幣，下同），最高達20萬元，卻仍受到許多投資客

爭搶。

投資者買房 鑽營借名額
■深圳灣1號每平方米售價高達13萬元至15萬元人民幣，令市場咋舌。

記者李昌鴻 攝

■目前深圳許多公寓均是針對投資者而非剛性需求客戶。
記者李昌鴻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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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 強金匯 動向 環球可換股債基金攻守皆宜

金價轉弱已漸成型
世界黃金協會(WGC)上周公佈的報告顯示，第三季

黃金需求大幅下降21%，因實貨黃金基金賣出，並且
主要消費國印度的買興減少，從而抵銷掉珠寶、金幣
和金條的銷量提升。世界黃金協會表示，中國的黃金
消費仍有望首度超過印度，今年迄今為止，中國和印
度的黃金需求總計分別為779.6噸和714.7噸。

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FED)副主席耶倫在上周四的
提名聽證會上對美聯儲刺激經濟增長的激進措施予以
大力聲援，並表示促進就業的舉措是「 必要的」 。提
名耶倫擔任美聯儲主席若獲得確認，將成為執掌美聯
儲的首位女性。耶倫回答了參議院金融委員會的問
題，明確表示將繼續推進美聯儲的超寬鬆貨幣政策，
直到決策者確信經濟可以持續復甦並不斷帶動就業增
長。

關注1257美元會否失守
投資者預期耶倫若出任美聯儲主席，將繼續執行寬

鬆貨政策，這令金價在周四呈現顯著上漲，最高漲至
1,294水平，而至周五則稍告喘穩於1,290水平附近。
技術走勢而言，隨金價近期的下挫，並滑落至
1,300關口下方，由7月份至今的頭肩頂已初步成型，
目前就只差完成右肩的最後一個工序；由於頸線現處

於1,257水平，亦即是說金價後市若跌至此區，則告
正式完成型態，之後則會重點關注上述頸線會否進一
步失守；以右肩高位1,361.60美元計算，若果頸線失
陷，技術延伸目標可至1,152水平。

至於較近的一個支持亦可先參考1,264美元，為6
月28日低位1,180.71及10月15日低位1,251.66美元
連接起來的上升趨向線，跌破此區將令金價之疲弱前
景更為清晰，初步下探支撐可至1,248及1,236美元。
至於向上可先參考1,300水平，若果再而突破此區，
金價可能會出現一段企穩整固，較大阻力則預料在25
天平均線1,310及1,316水平。

白銀整體技術弱勢未扭轉
倫敦白銀上周在圖表上已跌破起延自6月28日低位

18.19美元之上升趨向線，故促成上周二之急挫，低
見20.54美元，延至周三進一步下試至20.40美元；雖
然周四及周五回穩，但整體技術弱勢尚未有扭轉跡
象。隨10天亦已告跌破25天平均線，MACD亦告
呈利淡交叉，白銀的中短期走勢料持續偏軟，下一級
支持預估在20.50及 20.10，關鍵見於8月7日低位
19.13。上方較近阻力會以10天平均線21.20美元為依
據，較大阻力預估在25天平均線21.74及22美元。

澳元上周初受制93.90美仙附近阻力後，曾一
度走低至92.68美仙附近。美國聯儲局副主席耶
倫上周的發言傾向維持寬鬆政策以協助就業，市
場對聯儲局將推遲退市時間的預期，導致投資者
避險情緒顯著降溫，同時亦帶動高風險資產及商
品貨幣的反彈，因此澳元上周五在93.05美仙附
近獲得較大支持後，逐漸反彈至 93.75 美仙附
近。此外，耶倫的言論未能令澳元乘勢重上94美
仙水平，反映投資者對過於推高澳元依然抱有戒
心，若果澳洲央行本周二公布的11月5日會議紀
錄一旦不利澳元，則澳元將有掉頭回落風險。

雖然澳洲9月零售銷售數據稍好於8月表現，但
澳洲10月就業數據明顯轉弱後，澳洲央行近期的
言論均不利澳元，再加上部分投資者現階段仍傾
向逢高沽出澳元，故此澳元的反彈幅度將不容易
過於擴大。受到日圓近日轉弱帶動，澳元兌日圓
交叉匯價已從上周的92.30水平反彈至94.00附
近，隨澳元兌日圓交叉匯價已頗為接近過去3
周以來位於94.00至94.40之間的主要阻力區，澳
元將會遇到一定的回吐壓力。預料澳元將反覆走
低至92.60美仙水平。

市場審慎 金價炒上落
上周五紐約12月期金收報1,287.40美元，較上日

升1.10美元。雖然耶倫的言論令現貨金價一度從上
周1,261美元水平反彈至1,294美元附近，但隨現
貨金價的反彈幅度未能進一步重上1,300美元之上，
再加上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公布截至11月12日
當周，對沖基金及基金經理持有的黃金淨長倉數量
下跌37%至55,456張後，淨長倉數量已連續兩周下
降，反映投資者對推高金價仍較為審慎。預料現貨
金價將暫時上落於1,270至1,300美元之間。

金匯錦囊
澳元：澳元將反覆走低至92.60美仙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暫時上落於1,270至1,300美元

之間。

就業數據明顯轉弱
澳元傾向逢高沽出 自今年下半年開始，由於歐美景氣愈趨明顯，加上已開發國

家明年初前大幅加息的可能性不高，使得與股市有高關連度的
環球可換股債基金下半年起平均就累計漲了7.12%，達到環球股
票基金同期平均漲幅的62%水平。

這表明投資者面對股市有憧憬的同時，配置按年率計算、波
動度低於12%的可換股債，是為了減輕資產承受可能來自股市
盤整的震盪。可轉債兼具股、債的特質，也順理成章成為下半
年以來，全球股市震盪下的相對進可攻、退可守的投資工具。

在很多人看來，復甦基調的逐年確定和政策餘力的逐步耗
盡，將必然帶來寬鬆政策的終結，而美國10月出口價意外
出現下跌現象，出口疲軟導致歐元區與日本經濟增速放
緩，使得讓市場產生全球經濟加速增長落空的期望。

兼顧股債 減輕資產風險
面對全球經濟依然疲弱，難免為股市、債市的年

末粉飾櫥窗行情埋下不確定性。環球可換股債基金
的資產配置，不但兼顧股票的資本增值潛力，以

及債券的穩定收益特質，可為投資者的投資，
減輕來自股市漲多盤整的震盪。
以佔近三個月榜首的卡拉莫斯全球可轉換機會

基金為例，主要是透過各地多元化的可換股債、股
票和固定收益的證券管理組合，以實現總體回報的

長期收入與增長。該基金在2010年、2011年和2012年表現分別
為12.29%、-2.5%及4.77%。該基金標準差為9.85%。而其資產
百分比為95.56%債券、4.33%貨幣市場及0.11%股票。

卡拉莫斯全球可轉換機會基金的資產行業比重為19.4%資訊科
技、17.1%金融業、12.2%非必需品消費、12% 健康護理、10%
工業、8.9%能源、7.8%必需品消費、3.8%電訊服務、3.8%基本
物料、3.1%其他行業及1.9%公用。至於上述基金的資產地區分
佈為53.8%北美、22.7%歐洲、18.4%亞太地區、3.6%其他地區
及1.5%拉丁美洲。相關基金的三大資產比重股票為3.3% AB In-
dustrivrden、 3.1% Asahi Group Holdings Ltd.及 2.9% Priceline.
com。

全球經濟在已開發國
家支撐下，基本面轉
佳，使得MSCI 明晟世
界指數由開年起累計漲
了21.14%，帶動布局全
球的環球股票基金平均
漲了 17.8%，但環球可
換股債基金期間只是平
均升了13.36%。倘若投
資者感覺到歐美經濟有
好轉訊號，會有利世界
指數還有向上潛力、
但又擔心股市高處
不勝寒，不妨留意
佈局相關可換股債
基金建倉。■梁亨

環球可換股債基金回報表現
基金 近三個月 今年以來

卡拉莫斯全球可轉換機會基金 I USD Acc 4.91% 11.81%
F&C環球可換股債券基金 A(歐元) Hedge 4.90% 14.01%
富蘭克林環球可換股證券基金 A Acc(歐沅) H1 4.86% 15.32%
木星環球可換股證券基金 I(英鎊) 4.85% 10.48%
摩根環球可換股證券（歐元對沖）（美元） A股（分派） 4.82% 13.85%
摩根士丹利添惠環球可轉換債券基金AH 4.52% 15.13%
法巴全球可換股債券基金經典分派類別 USD 3.45% 14.23%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總裁 黃美斯金匯 出擊 本周數據公佈時間及預測
日期

18
19
20

21

22

國家

歐盟

日本
德國
美國

英國
美國

香港時間

6:00PM

7:50AM
3:00PM
9:30PM

11:00PM

5:30PM
9:30PM

11:00PM

報告

九月份歐元區貿易盈餘(歐元)
無重要數據公佈
十月份貿易盈餘(日圓)
十月份生產物價指數#
十月份零售額
十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十月份二手房屋銷售(單位)
九月份商業存貨
十月份公共財政赤字(英鎊)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十月份生產物價指數
十月份領先指標
無重要數據公佈

預測

-

-
-

+0.1%
0.0%
520萬
+0.4%

-
33.3萬
-0.2%

-

上次

71億

9321.5億
-0.5%
-0.1%
+0.2%
529萬
+0.3%
111億
33.9萬
-0.1%
+0.7%

上周數據公佈結果
日期

11
12

13

14

15

註:R代表修訂數據 #代表增長年率

國家

日本
德國

英國

歐盟
美國
歐盟
德國
英國
美國

歐盟
美國

香港時間

7:50AM
3:00PM

5:30PM

5:30PM
6:00PM
9:30PM
6:00PM
3:00PM
5:30PM
9:30PM

6:00PM
10:15PM

報告

無重要數據公佈
十月份貨幣供應#
十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十月份批發物價指數#
十月份生產物價指數

十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九月份歐元區工業生產#
十月份入口物價指數(減除能源)
第三季歐元區國內生產總值#
第三季國內生產總值#
十月份零售額#
截至前週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九月份貨物及勞務貿易赤字(美元)
第三季非農業生產力
十月份歐元區協調化消費物價指數#(修訂)
十月份工業生產
十月份設備使用率

結果

+4.1%
+1.2%
-2.7%

輸出:-0.3%
輸入:-0.6%

+2.2%
+1.1%

延遲公佈
-0.4%
+1.1%
+1.8%
33.9萬
418億
+1.9%
+0.7%
-0.1%
78.1

上次

+3.8%
+1.4%
-2.2%
-0.1%
-1.2%
+2.7%
-1.1%
+0.1%
-0.7%
+0.9%
+2.2%
34.1萬
387億
+1.8%
+1.1%
+0.7%
78.3

R

R
R
R

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