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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輝逾6億購50%宏安油塘項目

悅海華庭呎售15085元 創夾屋新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近年納米樓盛行，由資深投資者盧華成立

的維達創建於長沙灣的AVA 61 快推售，該盤昨公佈平面圖顯示，最細單位

面積150方呎，料為九龍區最細一手單位。

維達創建項目經理蔡仁輝表示，AVA 61屬
單幢式住宅，提供138伙，間隔分別為開

放式及1房單位，當中開放式單位佔逾80%，
面積最細只有150方呎，最大亦只是232方
呎，冀本月內可推售。根據平面圖，面積最細
單位為C及D室，實用150方呎，整個單位長
形設計，開放式廚房，估計廳闊逾2米。
維達創建項目策劃總監盧文德指出，本港
樓價高企難下，現時市場上不少面積約 400
方呎單位，樓價動輒近千萬元，對於預算有
限的年輕一族實在難於負擔。根據過往經
驗，很多客戶礙於自身財政及工作狀況等條
件，多以細價樓為上車對象，集團看準細銀
碼住宅需求愈趨殷切，故積極發展此類物
業，以作為年輕一輩的上車基石。

推「VR航拍視頻全景睇」
獨家代理美聯物業住宅部行政總裁布少明表
示，會為AVA 61推出「VR航拍視頻全景
睇」服務，除讓客戶全方位高空現場實景睇，
VR視頻影片更標示出西九龍區內多個地標，
冀以最優質專業的服務拓展區內市場佔有率。
九龍建業於港島薄扶林道項目定名「63
Pokfulam」，該公司市務及銷售部總經理楊
聰永表示，項目不受預售樓花同意書限制，
月內上載售樓書，爭取7月1日回歸假期開放
示範單位，價錢參考同系堅尼地城加多近山

高層戶近期造價每呎約3.5萬元。

「63 Pokfulam」月內派樓書
他表示，區內已有10年沒有供應，特別是

細戶尤其緊絀，項目提供350伙，主打細
戶，提供開放式、一房、房半及三房戶型，
一房佔約40%，面積最細單位不會少於200
方呎。物業的入伙關鍵日期為 2019年 12
月。他續稱，堅尼地城加多近山餘下兩伙複
式戶，傾向招標出售，意向呎價6.5萬元。

Park YOHO Genova周六起路演
新地代理總經理陳漢麟表示，元朗錦田

Park YOHO Genova 會於本周六起至本月
23日於Yoho Mall進行路演，售樓書於下周
上載。新地代理租務部總經理林家強表示，
項目自身商場Park Circle 的20個租戶會陸續
開業，現時可出租總樓面3萬方呎。
新世界於荃灣西站柏傲灣昨將其中3伙極高

層海景戶提價約3%至4.6%，當中1A座57樓
A室四房海景戶實用面積為1,366平方呎，最
新定價為4,432.4萬元(呎價32,448元)，單位折
實售價3,457.3萬元(折實呎價25,309元)，若成
功售出，料售價及呎價將再創項目新高。
興勝項目管理負責銷售的九龍塘The Gram-

pian昨更新價單，當中8樓B單位價單售價由
1.3億元調升至1.35億元，加幅約3.8%。

長沙灣AVA 61最細150呎 細絕九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顏倫
樂）港鐵南港島線開通，帶動鴨脷洲樓
價，區內夾屋呎價亦創新高。
世紀21嘉聯地產分行經理林泰和表示，

悅海華庭1座高層C室，實用面積527方
呎，三房間隔，以795萬元於自由市場價
沽出，呎價高達15,085元，創該夾屋屋苑
呎價歷史新高，亦創下全港夾屋呎價最貴
紀錄。原業主1997年向房委會一手買入，
當時作價233萬元(未補地價)。

大埔嵐山呎價近1.9萬媲美太古城
私樓亦現高價。大埔嵐山一個181實呎

開放式單位以約338萬元易手，呎價達
18,674元，創屋苑二手新高，亦創大埔區
二手呎價新高，媲美太古城呎價。美聯
物業梁葦姮指，大埔嵐山8座中層A室，
實用181方呎，開放式間隔，以約338萬
元成交，呎價約18,674元，創屋苑呎價

新高。買家為一名用家。原業主於2015
年2月份以約186.5萬元購入，單位升值
81%。不過原業主須支付10%SSD稅款，
仍獲利約117.7萬元。

天匯撻定貨轉售 獲利660萬
土地註冊處資料顯示，西半山天匯9樓

A室，實用面積2,123方呎，以6,200萬元
易手，呎價 29,204 元，新買家為梁百
合。
原業主為孫橦，2014年5月以5,720.9

萬元向恒地買入，是次沽貨賬面獲利
479.1萬元，當時完成交易後再獲樓價
8.5%現金回贈，涉及金額486.3萬元，即
賬面共賺約965萬元，若扣除釐印費及佣
金等開支，料淨賺約660萬元。
此單位原由唱片騎師秦善文持有，秦

於2009年動用11.6億元連掃天匯6個單
位，包括9樓A室當年成交價約6,810萬

元。至2010年，天匯爆發驚天大撻定事
件，24個單位僅4伙成交，其餘單位包括
秦善文買入的6伙全數撻定。

方力申斥4450萬購元朗洋房
再有藝人入市。土地註冊處資料顯

示，藝人「小方」方力申上月以4,450萬
元購入鄰近錦綉花園的元朗首譽一幢洋
房，實用面積 3,365 方呎，實用呎價
13,224元。原業主於2012年4月以2,610
萬元購入，現賬面獲利1,840萬元，賺幅
70%。

晉名峰13按銀主盤1030萬元成交
市場消息透露，火炭晉名峰C座高層C

室，實用面積790方呎，3房間隔，由銀
主以1,030萬元售出，呎價1.3萬元，稍
低市價5%。單位過去曾經「13按」，原
業主為「華人騎師一哥」鄭雨滇。

■維達創建項目策劃總監盧文德(右二)及美聯物業住宅部行政總裁布少明(左二)介紹
用VR來睇AVA 61周邊景觀。 ■AVA 61 最細150呎單位的平面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悅琴、顏倫樂）內
房企繼續積極來香港發展地產，旭輝控股
（集團）(0884）昨宣佈以人民幣13.3億元收
購上海新天地甲級辦公樓項目之100%權益，
及以約6.645億港元向宏安地產（1243）收購
香港九龍油塘住宅項目之50%權益、並共同
成立合資企業合作開發該住宅項目。
此外，「玩具大王」蔡志明持有的九龍城

廣場，市傳獲中資洽購價逾50億元，折合呎
價約8000元，並據悉洽購已至尾聲。

傳中資逾50億洽購九龍城廣場
九龍城廣場提供150個商舖及400個車位，

蔡志明於2008年向摩根士丹利財團購入，當
時成交價14.8億元。若落實以逾50億元售
出，蔡帳面料獲利逾35億元。

金匯錦囊
澳元：澳元將反覆回軟至74.50美仙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料走低至1,275美元水平。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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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元本周初在74.20美仙附近獲得較大支
持後走勢偏強，周三曾走高至75.65美仙附
近 6周高位，周四大部分時間窄幅處於
75.25至75.55美仙之間。澳洲統計局本周三
公佈首季經濟按季增長0.3%，按年有1.7%
增幅，均遜於第4季表現，不過澳元的升幅
反而擴大，主要是澳洲央行本周二會議維持
貨幣政策不變，會後聲明重申澳洲未來數年
的經濟增長將略高於3%，預示澳洲首季經
濟增長的放緩僅屬短暫，再加上美元指數本
周三曾回落至7個月以來低點，該些因素帶
動澳元進一步攀升至75.65美仙附近。
美國本周三晚公佈上周原油庫存急增330
萬桶至5.13億桶，原油庫存大幅高於市場預
期之外，同時反映石油輸出國組織的減產行
動未能減輕市場對原油供應過剩的憂慮，消
息導致布蘭特及紐約期油雙雙急跌，將對其
他商品價格的走勢構成負面，可能暫時限制
主要商品貨幣近期的強勁升勢。隨着澳洲本
周四公佈4月份外貿盈餘按月急跌82%，澳
元周四的升幅有放緩傾向，若果美國前聯邦
調查局局長高銘周四在美國國會的作證未對
特朗普構成不利影響，則不排除美元有機會
略呈反彈，預料澳元將反覆回軟至74.50美
仙水平。

金價回吐下試1275
周三紐約8月期金收報1,293.20美元，較
上日下跌4.30美元。現貨金價本周二及周三
連日受制1,295至1,296美元之間的阻力後，
周四走勢偏軟，大部分時間活動於1,283至
1,289美元之間。市場等候歐洲央行會議及
英國大選結果之際，高銘的作證亦可能隨時

觸發避險氣氛升溫，投資者周四顯得頗為謹慎，限制金
價波幅。若果市場沒有出現較大的風險事故，則預料現
貨金價將反覆回軟至1,275美元水平。

估值風險釋放 A股重拾升勢

根據EPFR資料統計至5月31日的一
周，自2017年2月起，共計66 億美元
資金流向中資股及香港本地股市場，
海外資金維持穩健流入。

外資湧入 看好穩增長
日盛中國戰略A股基金經理人黃上

修表示，短期市場主要反映政策監管

及資金面，國家去金融槓桿的態度明
確。雖然不會出現13年錢荒這種金融
風險，但是在銀行間業務沒有達到國
家滿意的程度之前，貨幣主基調是緊
縮的，下半年中國將迎來「十九大」
換屆，若經濟增長出現放緩，預期政
府穩增長力度將加強。A股在跌深後，
因人行進一步放水、減持新規、IPO批

量減少有利信心回復，指
數企穩出現技術反彈，整
體箱型區間走勢。

風險偏好提升
黃上修表示，在政策做

多以及外資資金挹注下，
上證指數再度攻上年線，
證監會 5 月 27 日發佈了
《上市公司股東、董監高
減持股份的若干規定》，
縮減IPO發行數量，人行
透過MLF操作巨量放水，
維持金融市場穩定的意圖
相當明顯，秋季的「十九大」對風險
偏好的提振，也會對股市產生正面影
響。現階段盤面焦點可放在具備價值

投資及第一季業績有持續性的行業，
如白酒、家電等消費品、環保PPP、蘋
果供應鏈、MSCI權重股等。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近兩周以來中國證監減持新規發佈，市場風險偏

好短期回暖，上證指數迎來小幅反彈。6月以來A

股在亞洲股市中表現突出，中小板及深圳指數皆有

超過2%的漲幅，目前A股市場估值風險已有很大程度釋放，短期

市場有望重拾升勢，投資者對中長期市場表現不必悲觀，短期博

反彈，可關注強勢主題的結構性機會。 ■日盛投信

避險情緒降 日圓升勢暫緩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營業部總裁 黃美斯

避險資產日圓、黃金等在周三均自高位顯著回
落，此前美國前FBI局長高銘有關調查俄羅斯插手
去年美國大選的書面證詞並沒有任何大意外；此
外，在英國大選前夕，民調顯示首相文翠珊所在
的保守黨將擴大在議會的多數優勢，均緩和了市
場的避險氣氛。美元兌一籃子貨幣維持在七個月
低位附近，市場對特朗普推進其刺激計劃能力的
疑慮，導致美元回吐去年末錄得的漲幅。美元指
數周三曾觸及七個月低位 96.51，但之後稍作喘
定，在周四「三大政經焦點」有確切結果前，美
指回穩於97水平下方附近。美元兌日圓則從周三
的一個半月低位109.09小幅反彈，至周四重新站上
110關口。

首季GDP增1%遜預期
周四數據顯示，日本第一季經濟增速遠遜於最初

估值；但有分析指增速下修是受到石油庫存「一次
性」調整所致，不會妨礙經濟復甦。內閣府周四公
佈數據顯示，日本第一季國內生產總值（GDP）環
比年率下修為增長1.0%，還不到初值的增長2.2%和
分析師預估的增長2.4%的一半。日本之前公佈的一
系列經濟指標顯示當前季度經濟持續增長，受益於
出口和製造業產出強勁，但即便就業市場趨緊，也
難改薪資增長和家庭支出乏力勢頭。GDP重要成
分——資本支出在第一季增加0.6%，高於初值的增
長0.2%。佔GDP約六成的民間消費修正後為增加
0.3%，增幅低於初值的0.4%。

料日央行下周政策不變
溫和的薪資和消費者支出讓日本難以擊退通縮，

日本央行透過大規模購債來達到2%通脹目標的努力
面臨挑戰。市場人士預料日本央行下周的政策會議
將會按兵不動，但周四彭博援引未具名消息人士報
道稱，日本央行正在重新調整其溝通措辭，以承認
其正在考慮未來如何從貨幣刺激中撤出。

美元兌日圓重越110關
美元兌日圓走勢，技術圖表而言，相對強弱指標

及隨機指數暫見自超賣區域出現初步回升跡象，同
時見匯價本周尚未有跌破250天平均線，此指標具有
一定啟示作用，於四月份匯價已曾一度觸碰250天平
均線，但未有明確跌破此指標下，美元之後大舉反
撲，衝上114日圓上方，如今再度到訪目前位於

108.80的250天平均線，若然再次未有跌破，恐防淡
倉會趁機軋平離場，亦即美元兌日圓或會重新反
撲。較近阻力預估在112水準，下一級則參照五月份
未能突破的114.40。至於向下較大支撐則預估為108
及106.50水平。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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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5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
5月工業生產者價格指數PPI
4月房屋融資月率。預測-1.0%。前值-0.5%
4月投資性房屋融資。前值+0.8%
4月經季節調整出口月率。預測+0.3%。前值+0.4%
4月經季節調整進口月率。預測-1.0%。前值+2.4%
4月經季節調整貿易平衡。預測203億
盈餘。前值196億盈餘
4月預算平衡。前值296億赤字
4月工業生產月率。預測+0.2%。前值+2.0%
4 月建築業產出月率。預測+0.3%。前
值-0.7%；年率。預測-0.4%。前值+2.4%
4 月工業生產月率。預測+ 0.8%。前
值-0.5%；年率。預測-0.2%。前值+1.4%
4月製造業產出月率。預測+0.9%。前
值-0.6%；年率。預測+0.7%。前值+2.3%
4月對非歐盟地區貿易平衡。預測32.50
億赤字。前值46.74億赤字
4月全球商品貿易平衡。預測120.0億赤
字。前值134.4億赤字
第1季產能利用率。前值82.2%
5月就業崗位變動。預測增加1.1萬個。前值增加0.32萬個
5月失業率。預測6.6%。前值6.5%
5月就業參與率。前值65.6%
4月批發庫存月率修訂。預測+0.2%。前值-0.3%
4月批發銷售月率。前值持平

■市場預期日本央行下周利率會議，將維持寬鬆政
策不變。

■內地A股估值風險下降，近期已吸引外資積極入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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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向金匯
馮 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