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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柯橋紡織指數」20150427期紡織品價格指數收報
於103.30點，環比上漲0.12%，較年初下降0.27%，同比下降
1.49%。

中國輕紡城市場營銷滯暢互現。其中：原料市場行情小幅推
升，坯布市場價量微勢推升，服裝面料市場布匹價量微勢上行，
家紡類面料成交小幅下滑，輔料成交小幅下跌。

一、原料小幅推升，滌綸上漲氨綸平穩
據監測，本期原料價格指數收報於84.69點，環比上漲

0.56%，較年初下跌0.92%，同比下跌5.32%。
1、聚酯大盤氣氛續升，滌絲上漲滌短續漲

本期滌綸原料價格指數小幅上漲，受上游聚酯原料價格走勢
強勢帶動，滌絲整體行情繼續呈現「量增價漲」走勢，成交
總量較上周又有上升，POY、FDY絲價格漲幅在200—400
元/噸，個別規格漲幅加大，DTY品種報價也有上漲，FDY
大有光絲需求放量，FDY75D/36F大有光絲市場交易量目前
尚可，DTY75D/72F(網絡絲)需求較好，DTY100D/144F和
DTY/150D/144F、288F最近下游需求提振，成交量尚好；蕭
紹地區FDY市場總體氣氛還好，報價繼續上調，大有光絲價
格上調，細旦絲繼續堅挺，滌綸DTY市場報價上調，DTY多
孔絲行情堅挺。成本強勢支撐，滌短廠家報價延續漲勢，江
浙1.4D直紡滌短市場主流報8050－8200元/噸出廠，下游高價
採購謹慎；在滌短成本推漲下，純滌紗價格上揚，32S主流報
12300－12500元/噸。上游聚酯原料行情堅挺為主，銷售較
好，現華東地區PTA現貨主流5200—5255元/噸，MEG主流
7680—8060元/噸左右，聚酯切片市場堅挺上漲，成交較好，
聚酯切片江浙地區半光切片現金或三月承兌7450—7500元/噸
左右。

2、錦綸小升腈綸報盤小漲，氨綸市場交易平穩
上游原料價格居高不下，錦綸市場需求稍有跟進，因此企業
多要求推漲價格，但下游需求也有阻力，價格以小幅上漲為
主。腈綸市場因原料丙烯腈報盤價格目前再次小幅拉漲，下
游需求有所好轉，採購氣氛尚可，紗廠維持正常按需跟進，
市場交投氣氛小幅提升，行業整體庫存水平偏低，主流商家
維穩報盤，等待主流商家月底結算價出台指引。氨綸市場交
投相對平穩，在剛需支撐下，現階段市場內出貨平穩，短期
內成交量將延續平穩水平，雖庫存率有所下降，但各品牌生
產企業整體庫存仍偏高位，短期內供應仍較為充足，供方對
後期需求預期較不明朗的情況下多積極出貨，大單出貨多有
商談空間，40D氨綸主流價在40200—40500元/噸左右，因終
端市場採購推動有限，成交重心仍以低位整理為主，短期內
氨綸市場仍維持弱勢整理為主，加之新產能釋放因素，業內
對後期價格心態仍多顯謹慎。

二、坯布行情略升，價格微幅上漲
據監測，本期坯布價格指數收報於102.76點，環比上漲

0.01%，較年初比下跌0.19%，同比上漲0.12%。
本期坯布類價格指數微幅上漲，近期，輕紡城傳統市場經營

門市補倉繼續呈現小升走勢，整體坯布成交量較前期小幅推升，
春裝坯布成交仍顯有限，薄型夏裝坯布市場銷量呈現小幅增長走
勢。混紡纖維坯布價格指數呈一定幅度回升走勢，隨着滌綸短纖

價格的上揚，近期下游的坯布廠、染廠工裝類T/C
滌棉坯布銷量一直不錯，機台滿負荷運轉，因T/C
滌棉紗卡坯布、T/C滌棉府綢坯布、T/R滌粘仿毛
坯布市場成交量環比回升，拉動坯布類總體價格指
數微幅上漲。但化纖坯布春裝坯布成交小幅回落，
天然纖維坯布需求仍顯有限，相對制約了坯布總類
價格指數的上漲幅度。

三、服裝面料成交略增，價格指數微幅上漲
據 監 測 ， 本 期 服 裝 面 料 價 格 指 數 收 報 於

117.95點，環比上漲0.02%，較年初上漲0.11%，
同比下跌0.01%。

本期服裝面料類價格指數微幅上漲，近期，輕
紡城傳統市場服裝面料掛樣品種繼續增加，上市色
澤花型品種眾多，成交大小批量兼具，部分佈業公
司和規模型經營門市多批次成交不斷。服裝面料市
場訂單有所增長，現貨成交小增，各地服裝生產企
業面料採購有所增長，輕紡市場成交震盪小升。其
中夏裝滌綸面料現貨成交和訂單發送有所增加，噴
織類雪紡印花與染色品種互動，針織印花T恤布多
品種花型動銷，部分雕印花、數碼印花新風格花型
面料價格小幅上揚。拉動服裝面料類價格指數微幅
上漲。

四、家紡成交下降，價格指數小幅下跌
據監測，本期家紡類價格指數收報於99.75點，環比下跌

0.51%，較年初下跌0.36%，同比上漲0.01%。
本期家紡類價格指數小幅下跌。窗簾成交呈一定幅度下降走

勢，價格指數跌幅加大，滌綸有光FDY提花印花窗簾布、半光
FDY提花印花窗簾布、DTY提花窗簾布、（FDY+DTY）印花窗
簾布成交不等量下降，大眾色澤花型面料價量環比下跌；窗紗成
交小幅下降，剪花窗紗、印花窗紗、提花窗紗、爛花窗紗、繡花
窗紗、植絨窗紗、壓皺窗紗、工程窗紗、平板窗紗成交不等量下
跌，價格指數微幅下跌；日用家紡成交小幅回縮，價格指數微幅
下跌；拉動家紡類價格指數小幅下跌。

五、市場需求回落，輔料指數下跌
據監測，本期服飾輔料類價格指數收報於118.24點，環比下

跌0.35%，較年初下跌0.52%，同比上漲0.06%。
本期服飾輔料價格指數小幅下跌，線繩類成交環比下降，價

格指數小幅下跌；帶類成交環比回落，價格指數小幅下跌；花邊
類成交小幅回縮，價格指數小幅下跌；服裝裡料成交環比回落，
現貨成交和訂單發送局部下降；拉動服飾輔料總類價格指數小幅
下跌。

六、後市價格指數預測
預計下期輕紡城整體行情將呈震盪下跌走勢，因「五一」小

長假，部分南北商賈返鄉離場，市場成交局部下跌，部分服飾生
產企業放假，訂單局部回縮，市場成交將呈現震盪下跌走勢。

  市場營銷滯暢互現
　　　價格指數小幅上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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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織品價格指數 商品分類  價格指數  環比  同比

總類 103.30↑ 0.12% -1.49%

原料類 84.69↑ 0.56% -5.32%

坯布類 102.76↑ 0.01% 0.12%

服裝面料類 117.95↑ 0.02% -0.01%

家紡類 99.75↓ -0.51% 0.01%

服飾輔料類 118.24↓ -0.35%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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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樓市㷫
烚烚，地產代理應該不愁生意，但昨日卻
驚傳有地產代理全線執笠，邊個咁大整
蠱？不幸中招的是置業18，其於昨日接近
傍晚時分以電郵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強
調「絕無其事」，澄清公司一切運作如
常，營運資金亦沒有問題。
置業18最近可說流年不利，繼日前傳
出大角咀奧運站分店突結束營業及被發展
商封舖外，昨日地產代理之間的
「Whatsapp」突然盛傳置業 18 全線清
盤。訊息全文如下：「置業18全線清
盤，sales，主管，區經，董事，全部無糧
出，一二手公司未收到嘅佣金，將會由破
產官處理，首（要）會扣除舖租，其他開
支，後會逐步部分分配員工。」

大角咀分店正另覓舖位
置業18發言人於昨日下午5時多以電郵
回覆本報指：「置業18主席張肇銓強調
『絕無其事』，公司一切運作如常，營運
資金亦沒有問題。」張肇銓於電郵中又提
到，日前市場指該行大角咀奧運站分店突
結束營業及被發展商封舖，解釋該舖上月
租約到期，由於業主大幅加租決定不再續
租，加上已支付6個月按金，所以「費事
交租」，最後在未有通知下被發展商收
舖。
張肇銓表示，該行現於區內積極物色另

一舖位繼續經營；又指置業18現於全港
有8間分行，包括馬鞍山4間及九龍區3
間。

張肇銓內部傳訊穩軍心
置業18一名前線代理向本報表示，所
處分行運作正常，而主席張肇銓已於消息

傳出後火速以內部訊息向員工解釋清楚。訊息內容
大致是澄清絕無其事，又提到公司近期資金雖然稍
為緊張，但事態不是那麼嚴重，本周張肇銓將會有
新資金陸續回來，有信心陸續解決所有問題。該名
前線代理相信事件純粹商業對手的攻擊。
他續指，最近置業18位於奧海城一個商場舖位，
日前被執達吏封舖，相信昨日謠言是該次事件的
「延續」。奧海城舖位被業主信置大幅加租30%，
新租跳升至近20萬元，以中型行來說根本難以負
擔，所以最終置業18決定放棄該舖。
該代理表示，最近大市氣氛下，雖然一手交投

多，但二手交投稀疏，即使不少新盤有委託置業18
作為中介，但發展商的佣金支付要一定時間，而大
型代理行的資金與市佔率相當高，地產代理人數可
以多中型行幾倍，最終間接扼殺中型行的發展空
間。因此市場上以中型行發展前景最受局限，資源
不足下，要突然交更多租金是非常困難。

「中美」擴軍迎樓市大時代
美聯12新分店揭幕 中原1000萬拓海外

新盤戰蔓延 喜點累收逾2700票

嘉里冀年底推掃管笏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大盤搶客戰暫告一段

落，各路新盤正蠢蠢欲動部署推出。嘉里發展執行董事
朱葉培昨天出席活動時表示，旗下沙田玖瓏山推出後累
計套現近70億元，尚餘約310伙待售，市值約40億
元；系內屯門掃管笏項目涉及1,100伙，提供3種類型
的物業，盼可於今年底前以樓花形式推出。

嘉悅餘貨未定銷售方式
在同一場合，嘉華國際總經理（香港地產）溫偉明表

示，旗下將軍澳嘉悅累售達95%，除目前兩個單位以招
標方式出售，其他餘貨銷售方式未定。集團下個項目為
元朗朗屏北項目，涉及約900伙，主打中小型單位。
新世界發展營業及市務高級總監楊文指，旗下有3個項

目正待批預售樓花同意書，當中旺角SKYPARK期望可
於下月推出，示範單位亦已準備好。集團目前在銷售的貨
尾尚餘約120伙。對於港鐵日前推出將軍澳日出康城7期
招意向，楊文稱正在研究，但未決定會否交意向。
信和營業部聯席董事田兆源指，旗下將軍澳帝景灣預

計可於5月取得預售樓花同意書並隨即推出。百利保執
行董事兼首席營運官范統表示，旗下元朗尚築盼可於下

月獲批預售，屆
時將悉數推出，
項目將設於旺
角，設有兩個示
範單位。
對於一手新例

實施近 2年，朱
葉培認為樓書太
重、資料太豐
富，較難查找所
需資料，且製作
樓書成本增加，
所花心機亦增
加。長實地產投
資董事郭子威表
示，市場已習慣
該例，一手住宅
過去兩年量價均
穩定，發展商亦適應了，相比以往市場整體秩序良好，
發展商賣樓亦較輕鬆。

■朱葉培認為樓書太重、資料太豐
富，較難查找所需資料。 張偉民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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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
琴）一線零售區市場淡靜，投資
者紛紛轉投民生區入市。磁帶大
王陳秉志夥拍羅珠雄及蔡志忠繼
早前買入友成大樓一籃子地舖
後，剛斥資近1,600多萬元購入
葵涌嘉寶大廈地舖。萊斯物業營
業董事唐俊龍表示，葵涌區商廈
項目陸續落成，該區物業投資購
買力日漸加強。市場消息指，葵
涌青山公路499號嘉寶大廈地下
A、B1及K舖，面積合共2,121
平方呎，成交價接近1,600多萬
元，由磁帶大王陳秉志夥拍羅珠
雄及蔡志忠購入。該舖位現時狀
況為交吉，如以附近租務成交估
計，該舖位租金淨值約8萬元至
10萬元，預料租金回報達6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由億京發展的石門安群街3號地下
至2樓零售樓面，將分階段推出市場，首階段推出40個舖位，入場
費約200餘萬元，即日起接受收票認購。通過獨家代理中原成功購入
單位，更可獲業主回贈半分釐印費優惠，最高可達樓價4.25%。
中原（工商舖）陳國坤表示，沙田石門為新發展區，政府早年已

銳意把該區建設成為商貿區，積極把區內商貿地皮加入在勾地表
上，供發展商及私營機構申請作長線發展之用，令區內的商業氣息
日漸濃厚。

天水圍舖位料下月拆售
億京發展項目籌劃經理黎裕宗指出，集團早年投得的天水圍酒店

及商業項目，其中酒店部分項目不可拆賣，但目前已有5個至6個買
家洽購，包括有內地及本地資金，亦有美國營運商。此盤提供350間
客房，每間價值約300萬元，已獲預售樓花同意書，意向價逾10億
元。商場部分提供約250個舖位，料最快於下月中拆售。

石門商廈舖位入場費200萬

美聯物業昨天在灣仔新分行為12間分店舉行揭幕
禮。集團副主席黃靜怡表示，外圍熱錢不斷湧

入，利好物業市道，本港迎來「樓股大時代」。金管
局接連注資以及本港銀行結餘逾3,000億元，有助沖淡
加息預期對樓市的影響。港股升勢所造就的財富效應
利好樓市交投，醞釀「套股換樓」潮，進一步釋放樓
市購買力，尤其利好大額物業市道，4月迄今逾億元的
新盤銷售宗數較上月大增逾六成。此外，近日發展商
加快推盤，並普遍定價克制，一手項目熱絡氣氛延
續，今年一手私樓註冊量可望突破2萬宗，創11年新
高。黃靜怡續指，該行的擴充並非由於有新競爭者加
入市場而部署。

若旺巿招聘無上限
該行全年迄今已加入近700名前線人員，料可超額完

成上半年增聘800人的目標；若旺巿持續，下半年將無
上限擴兵，最少增聘900人。綜觀該行新增的12間分
行，分佈於中西區、元朗、將軍澳、荃青區，該12分
行全年投資金額數以億元計，料可達上半年15間新分
行目標；下半年將無上限開行，目標最少開20間分
行。美聯物業住宅部行政總裁布少明指，以此部署有
助該行強化豪宅及新盤供應密集的據點，同時增聘多
名前線人員，搶佔市場。
舖市方面，美聯集團董事總經理黃子華表示，日前

當局落實「一周一行」收緊自由行客量，令本地零售
市道更添萎縮，核心區舖租首當其衝，租金壓力大

增，相信二三線區舖租亦將相繼調整。隨着舖位租金
整體趨淡，舖租回調空間增加，集團會密切留意市
道。

中原擬增開30分行
與此同時中原亦不讓前者專美，中原地產亞太區住

宅部總裁陳永傑昨表示，該行對2015年物業市場充滿
信心，於今年年初已定下擴展目標，人手及分行數目
各增加一成。今年首4個月分行已較去年增加10間，
營業員人數增添200人。為配合下半年物業市道，該行
計劃由現在至年尾，分行數目增加約30間至360間，

營業員人數加至4,600人。另外，亦投放更多資源於資
訊科技及數據系統。
該行近年又積極發展亞太區業務，以及引入海外物
業予香港客戶，例如過去周六日舉辦之台灣置業講
座，兩日共錄得10組客戶預留台北物業，待到台北實
地考察再落實成交。陳永傑指，有見港人對海外置業
興趣日濃，打算多投放1,000萬元於亞太及海外業務之
發展。
自人行調低準備金率及部分省市放寬限購措施後，

內地樓市回溫，中原地產（中國內地）佣金錄得可觀
增長，料4月佣金可達12億港元，創紀錄新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新盤成為

帶動樓市的火車頭，本港兩大龍頭大行爭相

擴充爭奪市佔率。當中美聯物業新近連環增

開12間分行，主要分佈於中西區及新盤供

應密集的新界區，全年投資額數以億元計，

下半年則最少開20間分行。中原地產昨天

宣布提高全年目標，將增加30間分行至總

數360間，營業人員增至4,600人。

■美聯物業舉行新分行揭幕禮。 張偉民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新一輪新盤搶客戰移
師至市區單幢盤，土瓜灣上車盤喜點至昨晚累收逾
2,700票，而旺角曉珀．御至昨晚累收10票，以首推8
伙計，剛超額登記。
由中海外及市建局合作發展的土瓜灣喜點，該盤單是

昨日已收約400票，累收逾2,700票。喜點位於九龍北
帝街，鄰近未來港鐵土瓜灣站，屬市區重建項目，提供
168伙。主打開放式及一房細單位，面積由229至357
方呎不等。首張價單56伙，面積介乎250至357方呎，
入場價377.9萬元，扣除優惠後，折實平均呎價13,897
元。

曉珀．御獲超額登記
由恒基地產發展的旺角單幢盤曉珀．御，至昨晚累

收10票，以首推8伙計，剛獲超額，有一組客一次過

入8張票。發展商於上周五公布首張價單，涉及30
伙，面積由1,014至1,016方呎，訂價介乎2,434萬元
至3,009萬元，呎價23,964元起，折扣優惠包括5%即
供優惠，以及成交價5%的印花稅回贈，合計約近
9%，發展商將於下月五日（周二）開售首批共 8
伙。

溱林加推2洋房周五售
新世界於元朗洪水橋溱林昨日公布加推2幢洋房，分

別是B6及B7洋房，實用面積為2,439方呎連雙車位，
售價為2,664.8萬元，本周五推售。該盤於過去兩天錄
得3宗成交，套現逾7,500萬元。
信置於大嶼山長沙豪宅項目Botanica Bay上載銷售安

排，將19號洋房以招標形式出售，截標日期為本周
四，單位不設招標指引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