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興業國際集團高級銷售及市務經理陳秀珍
表示：「『AMALFI津堤』自12月16日公布

價單、各種售樓優惠及付款方法以來，市場反應
熱烈。12月22日正式開售後，即日已迅沽12個單
位，其中津堤2及3座的分層標準單位更全數沽
清。市場的熱烈氣氛持續，項目於翌日再度極速
沽出2個單位。」

陳秀珍續指：「開售兩日，項目共售出14個單
位，總售價近$2.26億。我們對銷情感到相當滿
意，同時亦反映買家對項目質素及其優越地段充
滿信心。憑藉項目的質素及優質地段，預期市場
對餘下單位的反應亦會持續踴躍。」

「AMALFI津堤」為香港興業有限公司於愉景灣
的最新豪華住宅項目，由3座住宅華廈組成，合共
提供164個單位。津堤1座為項目的旗艦尊座，全
座設28個四房連套房單位，實用面積由1,458平方
呎至2,391平方呎，每戶均設有私人豪華電梯大
堂。雙子尊座津堤2及3座則提供一至三房多元化間隔單位
及特色頂層連空中泳池的三房單位，實用面積由524平方呎
至1,624平方呎。

「AMALFI津堤」部分單位享有愉景灣浩瀚的景觀，包括
遼闊壯麗的海景、翠巒綠嶺的怡人景致，或迪士尼樂園綻

放的煙花盛景等。項目鄰近香港國際機場，以及預計於2016
年落成的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盡佔大珠三角交通地利。
註：有關煙花安排均以香港迪士尼樂園之最終決定及安排為準。

所有資料僅供參考，並以香港政府及/或其他有關機構之最後批

准及不時公布及刊登的資料與文件為準。

根據2013年12月16日上載之價單計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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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香港興業有限公司(香港興業)策劃、位於愉景灣津堤徑8號的「AMALFI津堤」，於

12月22日在愉景灣海澄湖畔路82號地下津堤售樓處開售，至今已迅速沽出14個單位。

2014年春季將至，中國嘉德又將迎來重器
雲集、星光璀璨的系列拍賣盛會，為此，中
國嘉德全球徵集活動將又一次拉開帷幕。本
次徵集的拍品範圍包括中國書畫、瓷器、工
藝品、 中國20世紀及當代藝術、古籍善本、
郵品及錢幣。

中國嘉德一直擁有備受業界人士讚賞的優
秀專家團隊，這支由資深專家組成的團隊將
於2014年元月開始，親自前往上海、香港、
台灣、東京、歐洲各國、美國各地，包括洛

杉磯與紐約，及溫哥華進行拍品徵集，香港
的徵集活動定於1月6至10日在中國嘉德香港
公司舉行，目前已接受預約諮詢。

中國嘉德（香港）國際拍賣有限公司由中
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全資成立，自2012
年秋季在港舉行首次拍賣，歷屆皆受到海內
外各界人士的支持與鼓勵，贏得驕人成交佳
績。中國嘉德香港2013年秋季拍賣兩天共8
場，總成交額達到港幣5.1億元，中國嘉德香
港辦公室常年有專人負責全球拍品徵集。

受惠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三連冠、選為世
界七大自然景觀以及廉價航空公司等利好因
素的影響，韓國的濟州於11月28日首次突破
了年遊客1,000萬人次。其中，外國人為220萬
人，比去年同比增長40.7%，當中中國遊客為
171萬，佔外國遊客的77.7%。

隨 旅遊業發展，濟州的經濟活動亦變得
活躍。以房地產市場為例，去年濟州公共住
宅樓價格較去年同比上漲了7.4%，高於全國
平均值4.3%；商業物業價格也正飆升。連帶

投資氣氛亦逐漸升溫，據現代經濟研究院的
調查結果，中國資本對韓投資規模約為18億
美元，其中投資於濟州的金額為7千萬美元。

濟州國際自由城市開發中心（JDC）理事長
金漢昱表示：「目前，每周都有一家以上的
中國企業訪問JDC進行投資諮詢，可見濟州確
是個具有吸引力的投資地。為推進JDC的六大
核心項目的發展，以及將濟州開發為真正的
國際自由城市，今後也將積極開展中國招商
引資，希望中國投資者持續關注濟州。」

環保促進會日前公布「香港綠色企業大獎2013」得獎機構，
其中香港房屋委員會囊括三大組別主要獎項。大會亦假九龍尖
沙咀The Mira Hong Kong舉行頒獎晚宴，由香港特別行政區環
境局局長黃錦星太平紳士擔任主禮嘉賓，以表揚得獎機構對環
保所作出的貢獻。

「香港綠色企業大獎」由環保促進會於2010年首次舉辦，旨
在表揚於環保採購及環保辦公室管理上表現卓越的企業，並鼓
勵它們對營運上的環保措施精益求精，從而推動香港成為一個
秉承可持續精神的綠色城市。本屆大會分別頒發「企業綠色管
治獎」，「明智環保採購獎」及「優越環保管理獎」，以彰顯企
業裡外貫徹環保精神的重要。

環保促進會行政總幹事何惠萍表示：「新一屆香港綠色企業
大獎的評審結果顯示，各行各業、不同規模的機構都可以將環
境考量納入日常運作之中。只要公司上下一心，由大型公共機
構以至資源不多的中小企也能為環保作出貢獻。」

今年獲獎的企業包括香港房屋委員會、金門建築有限公司、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華潤（集團）有限公司，以及領匯管理有
限公司等知名企業與政府機構。

「企業綠色管治獎」為全港首個獎項旨在表揚於企業管治中
納入環境考量，且有優秀表現的企業。榮獲本年度「企業綠色
管治大獎」之香港房屋委員會，與其他來自政府部門、商業及
公用事業等不同界別的獲獎企業，在企業領導、企業使命、環
境監察及報告、管理系統及持份者參與等五個範疇皆能顯示出

保護環境的決心，並落實將環境考量融入日常運作之中，成為
所屬行業的先驅。

「優越環保管理獎」分別設有企業、企業服務提供者、企業
項目管理，以及中小企服務提供者等類別，以表揚企業總部、
子公司、中小企及個別工程項目管理流程方面貫徹執行環保政
策的優秀環保表現。香港房屋委員會最終成為「優越環保管理
獎」（企業）白金獎的得主。

今屆「明智環保採購獎」企業白金獎同樣由香港房屋委員會
奪得。參選這個獎項企業須有制定長遠及明確的環保目標，實
踐環保採購。它們一般較 重節約能源，例如使用一級能源效
益產品和備有「香港環保標籤」的產品，或採用更高能源效益
的空調系統等。

■「AMALFI津堤」於12月22日正式開售，即日首兩小時已迅沽12個

單位，售樓處現場場面熱鬧。

■「AMALFI津堤」之「Sky Pool House 」效果圖

嘉德2014春季徵集開始

中國對濟州投資氣氛升溫

■環保促進會日前公布「香港綠色企業大獎2013」得獎機構，

以表揚得獎機構對環保所作出的貢獻。

環保促進會公布香港綠色企業大獎

AMALFI津堤開售兩天售出14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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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 強金匯 動向 印度股市轉強 外資湧入

英鎊短線調整 長線強勢
英鎊兌美元今年初自觸及1.6380高位後，在第一季

時間節節敗退，3月份更是跌至1.4833；其時，英國國
內經濟數據表現不佳，而且2月份英央行會議紀錄顯示
出鴿派陣容擴大，令市場紛紛臆測英國央行可能重啟量
化寬鬆前景。另一關鍵是，國際評級機構穆迪將英國政
府債券評級由Aaa降至Aa1，令到英國首次失去主要評
級機構的最高評級。

經濟及就業數據轉強
英鎊兌美元在第二季稍為喘穩，於寬幅區間1.50至
1.58內維持盤整格局，踏入七月，卡尼正式接替金恩的
職務任職英國央行行長，但那時候公布的數據表現依舊
參差，而製造業產出和貿易數據疲弱，更令英鎊在7月
9日下跌至1.4814美元的今年低位；市場對英國央行未
來幾個月可能放寬貨幣政策的憂慮加重，同時亦突顯英
國和美國貨幣政策前景上的分歧。不過，英鎊亦由此刻
開始展開着強勁的反撲。8月7日，英國央行對其貨幣
政策框架進行了2009年以來的最大修改，首次推出前
瞻性貨幣政策指引，旨在給市場更加明確的預期，提振
消費者信心、鼓勵支出和投資，給處於初步階段的英國
經濟復甦保駕護航，宣佈將維持當前0.5%超低基準利

率和3,750億英鎊的量化寬鬆政策，直至英國失業率降
至7%以下。這是英央行首次把基準利率前景與通脹和
失業率聯繫起來。同時，在隨後公布的數據亦顯示，英
國經濟復甦的步伐越來越堅實。
英國公布的第三季度GDP初值季率增長0.8%，創逾

三年來最大增幅，這表明英國經濟轉暖勢頭明顯。就業
市場的數據也比較強勁，英國至9月三個月ILO失業率
降至7.6%，為逾四年來的最低水平。隨着英國經濟重
回復甦軌道和就業市場的好轉，更令市場開始揣測英央
行可能會提前加息。數據面的改善以及加息的揣測，均
扶助英鎊兌美元在9月份重登1.60關口，並於12月份創
出今年高位1.6499，只是在過去兩周先後兩次未可突破
1.65的情況下，英鎊近日已回落至1.64下方位置盤整。

候1.58/1.59再買入
自美聯儲上周宣佈開始縮減買債後，美國公債收益率

持續上漲幫助提振美元；另一邊廂，雙赤字現象則拖累
英鎊下跌。由於英鎊在上周三再一次於1.65關口碰壁，
因此技術上短期易有進一步回落傾向；而RSI及隨機指
數亦徐然向下脫出超買區域，則又是另一個示警。位置
上現階段將可留意1.6260及1.62水平；前者為早兩個

月區間爭持的頂部位置，後者為月中險守着的支持關
口。以黃金比率計算，50%及61.8%之回吐水平可看至
1.6175及1.61。至於關鍵支持料為1.60關口。上方阻力
則預估在1.65水平，需明確穿破此區才有望伸展又一輪
升勢，其後阻力可看至1.6620及1.68水平。建議可在
1.6450附近沽出英鎊，以1.6250作獲利平倉，上破1.65
止損。而在中線策略方面，由2月至8月所組成的雙底
形態，在突破1.5750後的延伸上升形態仍保持完整，
建議可在後市回落至1.58-1.59區間再行買入，下跌
1.57關口作止損，幅度計自延伸中期上漲目標可至
1.6690。

美元兌日圓本周初在103.75附近獲得較大支持
後持續偏強，並於周四時段反覆上揚至104.85附
近的5年多高位。美國10月耐用品訂單下跌0.7%
後，本周二公布的11月耐用品訂單已掉頭上升
3.5%，大幅好於市場預期，導致美元兌各主要貨
幣均進一步轉強，同時帶動美元兌日圓再創近期高
位。受到美國聯儲局開始退市以及美國經濟數據偏
強，周四美國10年期長債息率已抽升至2.96%，
該因素將頗為有利美元兌日圓的短期表現。
另一方面，日本央行傾向持續購債以達至2%
的通脹目標，與美國聯儲局開始縮減其購債規模
形成強烈對比，除了導致美元兌日圓從上月初
97.80水平反覆攀升至本周四104.85之外，與日圓
相關的利差交易活動將可能在明年進一步增加，
令日圓跌幅擴大。此外，投資者本月上旬關注規
模高達1.22萬億美元的日本政府退休投資基金是
否將減持日債比重，並轉投海外資產後，日圓在
12月已持續處於反覆下跌走勢。在日本10月份平
均工資增長速度仍處停滯，同時日本人口老齡化
卻逐漸加劇之際，不排除日本明年4月提高消費
稅將令日本經濟再陷萎縮風險，不利日圓表現。
預料美元兌日圓將反覆走高至105.80水平。

金價補倉反彈受限
周二紐約2月期金收報1,203.30美元，較上日
升6.30美元。現貨金價本周初在1,192美元附近
獲得較大支持後，引致部分投資者傾向在假期前
夕回補空倉，令現貨金價逐漸回穩至1,205美元
附近。受到假期氣氛濃厚影響，現貨金價本周四
沒有太大變動，大部分時間均處於1,201至1,206
美元之間的活動範圍。由於美國10年期長債息率
逐漸逼近3%水平，不利金價表現，故此預料現貨
金價將反覆走低至1,190美元水平。

金匯錦囊
日圓：美元兌日圓將反覆走高至105.80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走低至1,190美元水平。

退休基金將減持日債
美元兌日圓上撲105 雖然Sensex於11月初創21,321點的歷史高點後，出現獲利了結賣

壓，但是隨着市場憧憬印度12月有一波消費旺季，企業盈利展望有
望偏向正面，加上印儲行在通脹數據公布前，意外維持基準利率不
變，讓外資上周反手買超印股8.35億元(美元，下同) ，推升Sensex
指數再度站上21,000點。

經濟轉佳 Sensex重越21000
就印度基本面而言，在黃金進口下滑及出口攀升的雙重效益下，

近一季經常帳赤字由前一季的218億元，大幅縮至52億
元。此外，由於新訂單的推動下，製造業採購經理由10
月的49.6，上升至11月的51.3的景氣擴張線上。
印度經濟結構明顯好轉，加上大盤未來12個月約2.5倍
市賬率，仍低於長期均值的3.5倍，在看好印度經濟結構

轉佳的效益及明年大選行情下，吸引先前較少加
碼大盤的本土基金經理，開始於11月底回補加碼
印股；加上今年外資累積投入金額直逼200億元
大關撐腰下，使得大盤今年漲了8.5%，只要
資金行情不逆轉，逢低分批佈局入股還可以掌
握後市漲升行情。
以佔近三個月榜首的匯豐印度股票基金為例，

主要是透過由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的策略，揀
選的印度股票或預託證券管理，以實現基金投資增

長策略的目標。
基金在 2010、 2011 和 2012 年表現分別為 13%、 -45.82%及

39.71%。基金平均市盈率和標準差為8.2倍及33.96%。
資產行業比重為24.93% 金融業、16.98% 科技、13.31% 石油與天

然氣、12.31% 基本物料、10.52% 工業、6.95% 消費品、6.31% 公
用及5.41% 健康護理。
資產百分比為96.71% 股票及3.29% 貨幣市場。基金三大資產比重
股票為5.64% Oil and Natural Gas Corp. Ltd.、4.58% ICICI Bank及
4.36% Tech Mahindra Ltd.。
此外，印度明年5月前將舉行國會大選，根據歷史經驗，過往五

次印度大選前六個月至選舉日，大盤上漲概率達八成，平均漲幅高
達25%，也為大盤後市添憧憬。

儘管美聯儲 12 月
18 日宣布削減購債
規模符合市場預期，
讓成熟市場再度成為
市場焦點，但印度股
市受惠年底旺季效
應，以及地方大選結
果出爐，符合市場預
期，大盤 Sensex 指
數再度站上 21,000
點，倘若投資者憧
憬印股的吸引
力，會有利其大
盤後市動能，不
妨留意佈局建
倉。 ■梁亨

印度股票基金表現
基金 近三個月 今年以來

匯豐印度股票基金AD 13.90% -14.76%
木星印度精選基金 12.03% -13.81%
標準人壽印度股票基金 A 11.65% -11.57%
霸菱印度基金 A USD Acc 11.54% -4.26%
首域印度次大陸基金 II 11.28% 4.90%
施羅德印度股票基金A ACC 10.69% -0.02%
景順印度股票基金 C Inc 10.52% -3.01%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總裁 黃美斯金匯 出擊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布
07:30

07:50

15:45

日本

日本

法國

11月所有家庭支出年率。預測+1.7%。前值+0.9%

11月所有家庭支出月率。預測+0.4%。前值+0.0%

11月全國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率。預測+1.1%。前值+0.9%

11月全國CPI年率。前值+1.1%

12月東京地區核心CPI年率。預測+0.7%。前值+0.6%

12月東京地區CPI年率。前值+0.9%

11月求才求職比。預測0.99。前值0.98

11月失業率。預測3.9%。前值4.0%

11月工業生產初值。預測+0.4%

11月零售銷售。預測+2.9%。前值+2.3%

11月生產者物價指數(PPI)月率。前值-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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