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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行增兵擴舖搶一手

地監新指引
代表簽約需授權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地產代理監管局昨日
發出新指引，規定代理在處理物業買賣或租賃交易時，
代表缺席的訂約方之獲授權代表須出示妥當的授權書，
方可讓其進行有關交易。
地監局執業及考試委員會主席張國鈞表示，當局一直
都有接獲投訴個案，涉及地產代理因沒有取得由缺席的
訂約方簽署的妥當書面授權，以授權其代表代其進行交
易，以致其後缺席的訂約方否認責任。有見於此，同時
為保障消費者權益，當局上周通過該新指引，以取代兩
份於多年前的舊指引。
根據新指引，在買賣及租賃交易中獲委任的授權代表
須有授權書，而該授權書應妥為簽立及核簽；同時，在
發放訂金予業主代表前，必須確保該代表已獲業主授權
收取訂金。

美聯「無上限」最豪 中原人海戰請千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顏倫樂、蘇洪鏘）今年新盤進入「大時
代」，有代理早前預料一手私樓註冊量可達 2 萬宗，創 11 年新
高。樓市好景，多間地產代理行亦不敢怠慢，本港四大代理昨日
陸續公布下半年擴充計劃。中原地產及利嘉閣分別擬增聘 1,000 人
及 700 人，加開 40 間及 30 間分行，美聯更揚言分行及人手擴充無
上限，至於港置未來 1 年至 2 年則擬增加到 2,000 人。四大行各自
盤算，搶佔下半年大量新盤推售這塊「肥豬肉」。

中原地產亞太區住宅部總裁陳永傑表
示，中原地產現時分行有330間，

聲明書不具約束力
此外，指引亦提醒地產代理應避免僅要求該代表（不
論他本身是否物業的其中一名業主）簽署一份聲明書，
聲稱他已獲得或將會獲得缺席的訂約方的妥當授權，及
承諾他個人負責所有後果。此類聲明書在進行有關交易
時對於缺席的訂約方不具約束力，如地產代理採取這種
做法的話，可能會被視為漠視物業交易應採取的適當步
驟，並可能令其客戶蒙受損失。

嘉湖車位74萬迫新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惜日「蟹貨重鎮」天
水圍嘉湖山莊，在今天高樓價下住宅「已返家鄉（追回
97年高位）」，最近就連車位價都有直撲家鄉之勢。
祥益蕭嘉偉指，該屋苑樂湖居地庫一個雙號車位，作
價74萬元成交，創下1997年後車位新高價，僅次於當年
76 萬元的最高個案。至於原業主於 2012 年以 32 萬元買
入，今趟轉手物業升值一倍離場。

預計至年底將增加30間或9%，總數增至
360間。前線員工現時約4,300人，連計
後勤員工則達5,000人，計劃至年底前線
員工將增至 5,300 人，增加 1,000 人或
23.26%，連後勤員工計則達 6,000 人。
此外，中原地產亦將投放超過1億元提升
各個數據系統及手機程式，包括中原網
頁、中原數據、中原地圖及中原城市指
數等，優化不同宣傳平台。

半年只要新盤持續熱銷，分行及人手都
會「無上限」擴充，無一個固定目標，
主要配合市況。
布少明補充，該 15 間分行以新界為
主，因為下半年「主戰場係新界」。最
近該行亦再於新界區元朗、沙田及大埔
物色到 3、4 個舖位。他表示，若以每
間分行一年投資額 1,000 萬元計算，下
半年的擴充成本將超過 1 億元。據了
解，美聯目前分行數目約 228 間，前線
人手超過3000人。

布少明稱逾億投新界

利嘉閣開發資訊科技

美聯物業住宅部行政總裁布少明昨日
亦表示，因應市況及一手供應陸續增
加，美聯將繼續其擴充步伐，年初曾表
示全年計劃加800人及開15間分行，但
上半年已經超額完成，人手增加 1,100
人，分行加了 15 間。布少明揚言，下

利嘉閣總裁廖偉強昨天表示，為應對
日漸看俏的一手市場，該行目前人手約
2,800 人，計劃下半年再增聘 700 人，
達至 3,500 人規模；而分行數目則由現
時 210 間，增加至 250 間，主要集中在
新盤聚焦的九龍及新界區，並繼續投放

至於住宅交投方面，美聯物業王子超表示，上水中心
一兩房單位成交，單位為 2 座高層 C 室，面積 330 方呎，
租客睇樓 3 句鐘即拍板，以約 409.5 萬元入市，價格創同
類型戶新高，實用呎價達 12,409 元，為屋苑首次衝破
12,000元水平。
此外，美聯物業林載發表示，有荃灣御凱內地業主趕
套現，不惜以低於市價之價格沽貨。剛成交單位為 2 座
高層 A 室，實用面積約 1,180 方呎，以約 1,810 萬元成
交，折合呎價 15,339 元，略低於市價。原業主於 2009 年
11 月以約 1,316.4 萬元入巿，是次轉手帳面獲利約 493.6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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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料小幅下跌，滌綸小跌氨綸偏淡
據監測，本期原料價格指數收報於83.78點，環比下跌
0.43%，較年初下跌1.99%，同比下跌5.18%。
1、聚酯大盤繼續回縮，滌絲小跌滌短陰跌
本期滌綸原料價格指數小幅下跌，滌絲價量小跌，蕭紹地區
FDY市場總體平淡，廠家出貨為主，價格疲乏優惠，大有光
絲價格整理，細旦絲疲乏謹慎整理；滌綸DTY市場氣氛繼續
偏淡，廠家產銷局部下滑優惠出貨延續，DTY多孔絲行情整
理。滌短市場陰跌延續，廠家報價多數下調50－100元/噸，
江浙1.4D直紡滌短市場主流報7650－7750元/噸出廠，實際成
交多可商談；純滌紗價格弱穩，零星散批量成交，32S主流報
12500元/噸附近，滌短市場成交不佳，商家後市信心多數仍
弱。上游聚酯原料行情觀望整理為主，銷售有限，現華東地區
PTA現貨主流4885—4920元/噸，MEG主流7130—7210元/噸
左右，聚酯切片市場觀望乏力，成交平淡，聚酯切片江浙地區
半光切片現金或三月承兌6875—6925元/噸左右。
2、錦綸偏弱腈綸整理，氨綸市場弱勢觀望延續
國內純苯現貨市場疲軟，主流價5700—5800元/噸；上游原料
市場整理，下游需求進入淡季，錦綸切片市場弱勢調整；錦綸
市場近期價格平穩偏弱，下游市場需求偏淡。近期腈綸市場，
原料下行趨勢延續，下游按需採購為主，但觀望氣氛仍較濃，
市場維穩整理運行為主。近期氨綸市場售價呈下行趨勢，40D
氨綸主流價在38500—39000元/噸左右，又因下游資金面訂單
量等因素制壓，令織造企業、經銷商採購成交量難有提振，因
織造業淡季來臨開工逐步下降中，同時也使得眾多生產廠家庫
存出現上升趨勢，在重利空因素影響下，令市場內售價延續弱
勢觀望態勢。

二、坯布行情回升，價格小幅上漲
據監測，本期坯布價格指數收報於103.01點，環比上漲
0.40%，較年初比上漲0.05%，同比下跌0.02%。
本期坯布類價格指數小幅上漲，近期，輕紡城傳統市場經營
門市補倉呈現小幅回升走勢，整體坯布成交量較前期小幅回升，
薄型夏裝坯布成交有限，秋裝坯布下單局部小幅回升。天然纖維
坯布需求小幅回升，價格指數呈小幅上漲走勢，純棉坯布成交環
比回升，純棉紗卡坯布、純棉府綢坯布、純棉巴厘紗坯布、純棉
平布坯布市場成交量環比回升；化纖秋裝坯布現貨成交和下單局
部回升，價格指數小幅上漲，噴織類滌綸麻坯布、滌綸紗坯布、
滌綸紡坯布、滌綸縐坯布、滌綸絨坯布、滌綸色丁坯布和滌綸針
織坯布成交量環比回升；混紡纖維坯布需求環比推升，價格指數
發布單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

港置開分行速度加快
香港置業高級執行董事伍創業亦稱將
續增聘人手，開分行速度會更加快，未
來 1 年至 2 年目標人手要增加到 2,000
人。據悉港置目前分行數目約72間。
事實上，除四大行部署大幅增兵外，

■開分行速度加快，未來 1 年至 2
年目標人手要增到2,000人。
記者顏倫樂 攝
「過江龍」Q 房網較早前亦表示斥資 6
億元「強攻」港市場，其現於香港已開
設35間分行，騁請370名員工，兩個月
內計劃再請 500 人，令人手增至 800
人，分行數目亦增至 70 間，長遠希望
達兩年開 200 間分行，人手增至 7000
人。「過江龍」強勢攻港，一眾「本地
薑」亦不甘示弱，代理界之間的競爭即
將進入白熱化階段。

記者顏倫樂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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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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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裝面料類 118.14↑

0.29% -0.39%

家紡類

記者昨日到項目售樓處，現場於午後已出現排隊人龍
鬧。現場消息指，女星童愛玲亦親身到場揀樓，市傳最
後亦成功買入單位，但未知購入單位類型。
美聯物業住宅部行政總裁布少明表示，帝景灣昨日進
行次輪銷售，承接首輪銷情，是次再錄得超額入票登
記，部分首輪未購得單位的向隅客再次登記。據他所
指，美聯客戶的出席率佔約 7 成，當中九龍區客佔約
75%。用家及投資者比例，前者佔約 7 成，主要因次輪
推售以大單位為主，投資客則佔約3成。
中原地產亞太區住宅部總裁陳永傑表示，中原地產的
買家出席率達 8 成，當中 7 成均為上周四未能成功入市
的向隅客，其餘 3 成則為首次認購人士。買家當中 6 成

為將軍澳主區客，2 成為九龍客，港島區及新界區則各
佔1成。

何山累計沽 20 伙
至於永泰地產紅磡何文田山畔，公司發展執行董事兼
營業及市務總監陳玉成指，項目累沽 20 伙，為發展商
套現約 4 億元，而項目四房單位已沽近九成，反映市場
對該類物業需求殷切。至於本周四（25 日）將推售 4
伙，預計最快當日考慮加推。
展望下半年，陳玉成認為加息機會不大，即使美國第
三季加息，以香港的加息步伐最快亦要在年底跟隨；倘
今年不加息，及至下年是美國大選年，上半年加息機會
亦不大。

玖瓏山 5 伙周五售
另外，嘉里、信置及萬泰等發展的沙田玖瓏山昨日公
布最新銷售安排，以量多為先及先到先得形式，於周五
（26 日）發售 5 伙，分布於日瓏閣及月瓏閣，均為地下
特色單位。市場消息指，該盤昨日沽出 1 伙。其他新盤
方面，消息指，太古旗下西半山瀚然昨天再沽6伙

83.78↓ -0.43% -5.18%

港置：樓價下半年升 10%

99.04↓ -0.15% -0.74%

服飾輔料類 118.58↓ -1.31%
「中國‧柯橋紡織指數」20150622期紡織品價格指數收報
於103.09點，環比上漲0.05%，較年初下跌0.47%，同比下跌
1.67%。
中國輕紡城市場營銷淡中有暢。其中：原料市場行情小幅下
跌，坯布市場價量小幅回升，服裝面料市場布匹價量小幅回升，
家紡類面料成交小幅下降，輔料成交明顯回落。

資源在開發資訊科技，總投資額約
2,000萬元。

童愛玲現身揀樓

市場營銷淡中有暢
價格指數微勢回升

103.30

■最近於元朗、沙田及大埔物色
到舖位，下半年擴充成本超過1 億
元。
記者顏倫樂 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顏倫樂、蘇洪鏘）樓市剛性需
求強勁，新盤銷情亦見理想。信置及嘉華將軍澳帝景灣
日前截收 2,800 票，昨午啟動次輪銷售，開賣的 127
伙，截至八時多售出 118 伙，佔 92.9%，套現 14 億元。
代理指，不少向隅客入市，推動成交量。消息指，不乏
買家一次過購入2伙，亦傳有影視紅星購入單位。

■帝景灣賣樓現場。

103.64

香港置業
高級執行董事伍創業：
高級執行董事伍創業
：

帝景灣沽 118 伙套 14 億

上水中心呎價首破 1.2 萬

紡織品價格指數

美聯物業住宅部
行政總裁布少明：
行政總裁布少明
：

0.27%

呈小幅上漲走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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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升，拉
動坯布類總體價格指數小幅上漲。

三、服裝面料成交回升，價格指數小幅上漲
據監測，本期服裝面料價格指數收報於118.14
點，環比上漲0.29%，較年初上漲0.27%，同比下
跌0.39%。
本期服裝面料類價格指數小幅上漲，近期，輕
紡城傳統市場服裝面料成交震盪回升，供求踴躍熱
情有所回升，傳統市場較大批量現貨推出品種有所
增加，以小批量多批次分散性成交和中小批量成
交為主，滌綸仿真絲雪紡類夏裝面料現貨上市量小
增，滌綸秋裝面料染色、印花、提花、爛花、剪花
多品種成交小幅回升，整體市場營銷呈現小幅回升
走勢，價格穩中局部回升；秋裝面料訂單局部小
增，二級市場及服裝廠下單批次小幅增長。部分經
營門市面料返單小增，致使市場銷量環比回升。其
中：滌綸面料、滌棉面料、滌毛面料、滌粘面料、
錦綸面料、錦棉面料、時尚面料因秋裝面料訂單發
貨小幅回升，價格指數不等量上漲，拉動服裝面料
類價格指數小幅上漲。

20150622期
價格指數評析

四、家紡成交續降，價格指數小幅下跌
據監測，本期家紡類價格指數收報於99.04點，環比下跌
0.15%，較年初下跌1.07%，同比下跌0.74%。
本期家紡類價格指數小幅下跌。床上用品成交環比下降，價
格指數明顯下跌；拉動家紡類價格指數小幅下跌。但日用家紡、
窗紗、窗簾價格指數小幅上漲，相對制約了家紡總類價格指數的
下跌幅度。

■香港置業行政總裁李志成(左)及高級執行董事伍創
業。
記者顏倫樂 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顏倫樂、蘇洪鏘）樓價近期持續
上升，代理界對後市都相對樂觀。香港置業高級執行董事
伍創業表示，近期環球央行均以「放水」為主調，尤其與
本港關係密切的內地已踏入減息周期，對樓市帶來正面作
用；此外，股市帶來的財富效應帶動本港「套股換樓
潮」，預期下半年樓價將上升10%，其中豪宅更會追落
後，全年升15%。

資產限額均獲放寬，有助帶動居屋、以至整體樓市交
投，加上近年本港經濟基調持續向好，料今年下半年樓
市將「價高量穩」。
美聯物業住宅部行政總裁布少明亦指，雖然政改未通
過，但暫未見對樓市影響不大，用家繼續按照自己步伐
入市，只有少量投資者因擔心政改不通過，而放慢入市
步伐。中原地產亞太區住宅部總裁陳永傑表示，美國聯
儲局未有加息行動，加上本港政改方案大局已定，社會
經濟環境未有大改變對地產市場有利。
至於利嘉閣總裁廖偉強昨說，未來有三大因素均利好樓
市發展，包括政改爭拗問題暫告一段落，大眾心理障礙解
除，社會重返經濟民生發展議題。其次，美國上周議息後
仍未有加息，料最快9月才有行動，香港即使跟隨亦會滯
後，故最快也要到年底或明年初始有加息的機會。

「深港通」或掀財富效應

伍創業表示，政府於去年 5 月中放寬雙倍印花稅
（DSD）至今已逾 1 年，本港二手交投從谷底反彈，叫
價愈升愈有並屢現破頂。回顧今年上半年，整體樓價
(以實用面積計)升幅近6%。而新一輪「白居二」入息及

此外，「深港通」預期 9 月前「通車」，股市將進一
步受惠，財富效應更利於樓市發展，尤其豪宅物業。展
望下半年，廖偉強預計豪宅樓價有望追落後並跑贏中細
碼單位，今年首 6 個月整體豪宅樓價已累升一成，當中
指標屋苑薄扶林貝沙灣已升達兩成；至於中小型單位升
勢料下半年有放緩趨勢，全年料升5%至8% 。

長江集團獲公益金表揚

新地公益金籌款榜眼

■長江集團第十六年蟬聯公益金三大最高籌款機構之
一。
香港文匯報訊 長江集團一直與公益金合作無
間，積極支持公益金各項慈善籌款活動，於昨日舉行
的 2014/15 年度香港公益金周年頒獎典禮上，集團連
續十六年蟬聯公益金三大最高籌款機構之一，位列第
三。同時，集團旗下長江和記實業公司、和記黃埔、
長江基建集團、電能實業、香港電燈以及屈臣氏均獲
頒發公益優異獎

■新地執行董
事兼首席財務
總監陳國威接
受公益金會長
梁唐青儀頒發
獎狀。
香港文匯報訊 新鴻基地產堅守「以心建家」的信
念，持續投放資源支持社會公益，並不忘鼓勵員工、
住戶、客戶與業務夥伴共襄善舉。於昨日舉行的
2014/15 年度香港公益金周年頒獎典禮上，新地再度
成為最高籌款機構第二名，同時獲頒發「公益榮譽
獎」，以表揚集團多年來積極為建設美好香港所作出
的貢獻。

新「白居二」促「價高量穩」

五、市場需求有所回落，輔料指數明顯下跌
據監測，本期服飾輔料類價格指數收報於118.58點，環比下
跌1.31%，較年初下跌0.24%，同比上漲0.27%。
本期服飾輔料價格指數小幅下跌，服裝裡料成交環比回
落，現貨成交和訂單發送環比下降，滌塔夫、輕盈紡、五枚
緞、色丁、口袋布現貨成交不等量回落，價格指數跌幅較大；
線繩類成交明顯回落，價格指數呈一定幅度下跌走勢；花邊類
成交略有回落，價格指數微幅下跌；拉動服飾輔料總類價格指
數明顯下跌。

六、後市價格指數預測
預計下期輕紡城整體行情將呈震盪小跌走勢，因下游需求仍
顯不足，織造企業開機率逐步下降，市場行情走勢局部偏淡，面
料、輔料認購踴躍度將有所下降，整體市場成交將呈現震盪小跌
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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