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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面對經濟模式轉變，政府近年計劃

將傳統工業區轉型，當中火炭將湧現大量公營房屋供應，未來4年將

增加逾萬人口。業界人士認為，住宅人口增加將為區內工廈帶來商

機，推動它們多元發展，為舊工廈賦予新價值。

火炭人口增 舊工廈翻身
按揭熱線

經絡按揭轉介市場總監

樓花按揭看漲
劉圓圓

樓市繼續造好，發展商由年初至今陸續推出多個
新盤應市，一手盤跑贏二手市場，帶動今年按揭金
額創新高。其中，首半年新取用按揭金額高達
1,527億元，繼2010年旺市後又一高位。踏入下半
年，發展商未有放慢腳步，瞄準市民置業意慾高
企，密鑼緊鼓推出各個項目。據統計，下半年約有
30個新盤推出，合共1.8萬伙，其中荃灣及將軍澳
區的供應量最多。筆者看好下半年樓花按揭，對比
今年上半年的數字，相信有一定的增幅。
在多個新盤熱賣效應影響下，預料發展商會繼

續沿用不同優惠的策略，第三及四季樓花按揭跑
贏大市。在按揭業務競爭白熱化及一二手交投兩
極化的情況底下，銀行主力爭取新盤市場。根據
經絡按揭轉介研究部及土地註冊處的資料顯示，
最新7月樓花按揭宗數錄得844宗，按月增長
16.1%，而今年首七個月的樓花按揭宗數達6,897
宗，較去年同期的3,814宗，急增逾八成，屬歷史
高位。從季度來看，今年首季樓花按揭高見4,065
宗，較去年同期增幅逾倍，亦是有記錄的高位。

2萬伙商機加劇按揭戰
最新7月樓花按揭市場佔有率，四大銀行與中

小型銀行的差距明顯拉闊，四大銀行的佔有率高
達74.9%，相對6月66.3%市佔率，有8.6%的增
長。政府數據預計未來三、四年，有大約9.8萬
的潛在一手單位供應，其中2萬個已經符合申請
預售樓花的條件，意味發展商可以隨時申請預
售樓花同意書。筆者認為，近月新盤推售速度加
快，預期第三、四季不乏新盤陸續登場，屆時各
大銀行將把握在年終前爭取生意的機會，勢推按
揭優惠保持競爭力吸客，料新盤按揭戰將更趨白
熱化，在銷情理想的情況下，可望帶動樓花按揭
註冊表現創佳績。

政府早年為紓緩房屋短缺問題，曾提
出一系列措施，包括改變工廈所在

土地的用途、加快舊工業區重建，及將
合適的工廈改建成公屋。政府近年將火
炭多幅用地改劃作公營房屋發展，包括
鄰近桂地新村的公屋項目，可建樓面約
284萬方呎，預計可提供4,800個單位；
其次是禾上墩街居屋項目，可建樓面約
53.7萬方呎，將提供810伙單位。

逾萬人口落戶掀多元發展
至於由工業用地改劃為住宅用途的坳
背灣街項目，涉及樓面約34.7萬方呎，
料提供800伙資助出售房屋單位。上述三
項目合共提供逾6,400伙單位，預料未來

4年落成，為火炭區帶來過萬常住人口。
事實上，火炭工廈物業使用率現時並
不低，據規劃署資料顯示，火炭共有約
1,596萬方呎工廈樓面，空置率約1.5%，
較新界區工廈平均空置率約3.5%為低。
除傳統工業外，火炭亦是香港首個獲藝
術室進駐的工業區，當中較為人認識的
是「伙炭藝術村」，每年「伙炭工作室
開放日」更是本地藝術界的盛事。
美聯工商助理營業董事陳德安表示，

本港工業自上世紀80年代起陸續北移，
數以千計的工廈單位隨之空置，於是各
種非工業用途的使用應運而生，如藝術
工作室、拳館、補習社及網購取貨點
等，目前火炭區工廈呎租仍較其他地區

低水，相信隨區內人口增加，將可吸
引更多不同類型的租戶進駐。

交通需改善 防人車爭路
另外，政府亦曾於去年提出，正研究

在符合消防及走火安全的前提下，放寬
工廈較低層單位的用途限制。陳德安認
為，配合未來該區人口急增，對食肆及
零售等民生行業需求亦會大增，若此舉

一旦落實，有利火炭區工廈多元發展，
同時亦可為區內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另一方面，由於區內工廈使用率高，

加上有大量從事如包裝、冷藏倉、五金
及食品加工等的公司，故貨車車輛在該
區進出頻繁，如未來區內人口膨脹，或
有機會出現人車爭路等情況。因此，陳
德安建議政府在落實房屋政策的同時，
亦需加強區內設施及交通網絡。

香港文匯報訊 暑假為家庭消費
旺季，為抓緊黃金商機，新鴻基地
產旗下九大商場，包括將軍澳東港
城、上水廣場、Mikiki、將軍澳中
心、PopWalk 天晉匯、屯門錦薈
坊、屯門卓爾廣場、荃錦中心及新
領域廣場，投資1,164萬元作為暑期
推廣費。由7月起至8月(截至8月10

日)各商場總共錄得4,727萬人流，
營業額20億元，較去年分別升11%
及8%。
新鴻基地產代理租務部總經理鍾

秀蓮表示：「新地九大商場緊扣城
中潮流熱話，按不同商場的目標客
群，自7月起舉辦各式各樣的主題
推廣活動，成功刺激各商場暑假人
流及銷情均錄得平穩增長，尤其以
餐飲及兒童產品升幅最為理想。」
鍾秀蓮又表示，受惠於一田超市

7月中旬進駐，將軍澳東港城人流及
銷情均錄得十分滿意的升幅。期
內，東港城聯同一田百貨，邀請人
氣高企的KUMAMON專程來港出
席開幕禮，並打造出佔地逾5,000方
呎的「花火大會」，將日本盛夏的

花火大會及活動原汁原味送到香
港，並特設期間限定店，發售一系
列熊本熊獨家精品及日本小食，吸
引大批市民及家庭到場支持。

上水廣場推廣電子消費
另外，上水廣場聯乘WeChat舉

辦全球首個互動數碼「夏日O2O
WeChat Cafe」，除多個以WeChat
為主題的自拍景點及3大創新We-
Chat互動遊戲外，更推出港幣$1購
買咖啡禮券優惠，鼓勵顧客以「微
信支付」於場內盡情消費。
至於陪伴大家手機的Emoji，已
登陸屯門卓爾廣場、屯門錦薈坊及
荃灣荃錦中心，打造《Emoji大冒
險》商場展覽。

新地商場暑期生意增8% 工商舖登記
首7個月增1.2倍
香港文匯報訊 根據香港置業工商舖資料研究

部綜合土地註冊處資料顯示，今年首7個月，工商
舖合共錄得5,264宗買賣登記，按年同期急增近1.2
倍，亦為自2013年後，即近4年來最佳，註冊額錄
588.29億元，按年同期也急升98%。

逾億元成交急增八成
今年大手買賣表現暢旺，首7個月逾億元成交錄

約58宗登記，較去年同期的32宗，急增81.3%，
涉資約148.25億元，較去年同期的84.41億元增加
約75.6%。較為矚目的買賣，包括黃竹坑仁孚香港
仔車廠全幢工廈，以15.6億元登記售出。
港置工商舖行政總裁黃漢成預料，隨踏入暑假

傳統淡季，加上近期未有大型全新工廈項目拆售，
而內地也厲行資本管制，相信本月工商舖交投步伐
將會放慢，待9月才有望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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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見認
為，火炭區
工廈多元發
展，有利創
造更多就業
機會。

資料圖片

■鍾秀蓮
指，一田
超市進駐
刺激東港
城人流。
資料圖片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美國及朝鮮領導人隔空互相放「嘴炮」，地緣政

治風險受到關注。初步評估此事件對資本市場影響

不大，除了韓圜出現明顯貶勢之外，全球主要匯

市、債市反應都不算太大，股市也只是藉機高位調整，但趨勢並未

逆轉，現時基本面處於「金髮女孩經濟」，持續有利風險資產，回

調仍是買點。 ■統一投信

風險貨幣承壓 澳元弱勢調整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營業部總裁 黃美斯

對於美國總統警告朝鮮若威脅美國則將面臨
「火與怒」，朝鮮周四回應其為「一堆廢
話」，並簡要介紹了對美國在太平洋領地關島
進行導彈打擊的計劃細節。朝中社援引朝鮮人
民軍戰略部隊指揮官金樂兼的話報道稱，軍方
將在8月中旬完成打擊計劃，而後等待該國領
導人金正恩的指令。

朝公佈攻擊細節不示弱
雖然朝鮮經常揚言摧毀美國及美國盟友，但

朝中社報道中的細節程度實屬罕見。另一邊
廂，據共同社報道，日本防衛大臣小野寺五典
周四重申，如果朝鮮向關島發射的導彈，對日
本構成存亡威脅，日本可以合法予以攔截。但
專家指出，日本目前並沒有能力擊落飛越本國
領空、射往關島的導彈。專家也指出，朝鮮公
佈細節的舉動，使得朝鮮很可能會實現計劃，
以避免被認為示弱或者態度不堅定。至於關島
總督卡爾沃（Eddie Calvo）則表示，來自朝鮮
的威脅並未升高。
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James Mattis）周三對

朝鮮提出嚴厲警告，稱美國和其盟國將會在任
何軍備競賽或軍事衝突中勝出。華盛頓警告

稱，必要時已做好準備用武力阻止朝鮮的彈道
導彈和核武計劃，但傾向於全球外交行動。
對於8月中旬這個時點，其中可能需特別留

意8月15日，這天為朝鮮的光復節，紀念1945
年朝鮮半島脫離日本統治正式獨立的日子。獨
立後的韓國政府也於1948年8月15日成立，所
以也被認為是韓國國慶日。

澳元下試考驗0.7720
澳元兌美元周三承壓，因圍繞朝鮮問題的緊

張局勢復起。澳元一度觸及三周低點0.7855，避
險情緒蓋過了鐵礦石和煤炭等澳洲主要大宗商品
價格的大幅漲勢，運往中國青島港的鐵礦石價格
周一觸及4月以來最高水準。技術圖表而言，自
2016年第三季至今，澳元走勢勾畫出一組頭肩
底形態，頸線位置在0.7780，只要匯價持穩於此
區上方，澳元料仍可保持上漲勢頭。以右肩的深
度450點計算，技術延伸目標可看至0.8230；若
以頭形的幅度620點計算，中期目標將指向0.84
水平。至於當前較近阻力則可留意50個月平均
線0.8050。然而，鑑於相對強弱指標及隨機指數
已呈下滑，匯價更迫近0.7780這個關鍵支撐，
估計後市若跌破此區，澳元短期仍會維持調整態
勢。若以去年12月低位0.7160起始的累計漲幅
計算，38.2%及 50%的回調水準為 0.7720及
0.7610，擴展至61.8%為0.7505。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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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I：消費者物價指數；HICP：消費者物價調和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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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製造業表現指數。前值56.2
7月食品價格指數月率。前值+0.2%
7月CPI月率終值。預測+0.4%。前值+0.4%；年率終值。預測+1.7%。前值+1.7%
7月HICP月率終值。預測+0.4%。前值+0.4%；年率終值。預測+1.5%。前值+1.5%
7月HICP月率終值。預測-0.4%。前值持平；年率終值。預測+0.8%。前值+0.8%
第2季非農就業崗位季率終值。前值+0.4%
7月CPI月率終值。前值+0.1%；年率終值。預測+1.1%。前值+1.1%
7月HICP月率終值。預測-1.9%。前值-1.9%；年率終值。預測+1.2%。前值+1.2%
7月經季節調整CPI月率。預測+0.2%。前值持平；年率。預測+1.8%。前值+1.6%
7月經季節調整的核心CPI月率。預測+0.2%。前值+0.1%；
7月未經季節調整的核心CPI年率。預測+1.7%。前值+1.7%
7月每周平均實質所得月率。前值+0.5%

經濟復甦續撐風險資產

統一新興市場企業債券基金經理人余
文鈞指出，美國總統特朗普放話警告朝
鮮後，其幕僚隨即出面「降溫」，評估
美國政府要採取實際行動的概率不高，
只會是短暫事件，由於各類風險資產的
價格處於高位，浮現調整的市場心理需
求，非關基本面的負面消息易被放大，
然而，一旦資本市場回調整理，追求收
益的資金還是持續買進，大幅下跌的空
間有限。

通脹低續有利低息環境
余文鈞表示，持續多頭的情勢主要支

撐來自基本面與資金面。近期公佈的宏
觀數據顯示，全球經濟持續復甦的力度
仍強，包括歐元區第二季GDP增長
2.1%、日本第二季GDP增長2.5%、美
國第二季GDP增長2.6%，但各國通脹依
舊疲弱，歐元區7月CPI僅1.3%、日本6
月CPI僅0.4%、美國6月CPI僅1.6%，
低通脹牽制了主要央行的加息步調，使
得低利率環境仍會再持續一段時間。
他說，預期這樣的「金髮女孩經濟」

（Goldilocks Economy，指經濟發展適
中、不過熱也不過冷，同時維持低通
脹、低利率和充分就業，各類指標都恰

到好處的經濟環境）情境，將有利風險
資產持續表現。
新興市場方面，余文鈞表示，8月2
日印度央行降息1厘，至6厘水平，符
合市場預期，累計印度央行本輪已降息
200基點，較長期平均低約100 基點，
由於印度央行在進行利率決策時，一向
對通脹保持謹慎，但受到7月1日起實
行全國統一商品服務稅（GST）的影響，

印度7月製造業與服務業PMI皆大幅回
落，未來印度央行的貨幣政策仍將視經
濟數據而定。
拉美地區方面，目前墨西哥與阿根廷

國家財政預算執行成效，表現比巴西、
哥倫比亞要來得好；其他地區，俄羅斯
製造業 PMI 由 6 月的 50.3 大幅升至
52.7，土耳其製造業PMI維持在53.6高
檔區，兩國增長力度有加速趨勢。

福而偉金融控股集團成員

匯金天下

（以上內容屬個人觀點，僅供參考）

上周五（8月4日）美國勞工部公佈數據
顯示，7月非農就業人口增加了20.9萬
人，增長覆蓋經濟多個領域；失業率降
至4.3%，創下16年來最低水平；工人薪
資狀況也出現回暖，勞動參與率也在走
高，表明美國勞動力市場非常健康。當
日公佈的美國貿易帳數據也表現強勁，
在非農和貿易帳數據公佈之後，美指受
到提振止跌大幅反彈，黃金則承壓收
跌，一度跌穿1,254美元位置。
本周二（8月8日）晚美國JOLTs就業數

據再創佳績，職位空缺至616.3萬，高於
前值和預期值，受到刺激美指再度而上
揚，金價則受壓一度逼近1,250美元關口
位置。該指標是聯儲局最為關注的就業
市場指標之一，對未來貨幣政策具有指
導性，正當市場認為強勁的經濟數據支
持美聯儲加息預期，黃金借此調整修正
之時，意外發生了。
因朝鮮接連試射導彈，美國總統特朗
普（Donald Trump）周二發出激烈言辭，
或對朝鮮金正恩政權施以「烈火與雷
霆」，並警告金正恩稱，如朝鮮繼續威
脅美國，朝鮮將面臨「毀滅性的」軍事
打擊；周三朝鮮的官方媒體朝鮮中央通
訊社，就特朗普關於「烈火與雷霆」講
話作出了嚴厲措詞回應，稱美國總統特
朗普的言論是「一堆廢話」，朝鮮將計
劃研究向距離關島30-40公里區域試射導
彈，只有「絕對的武力才能對特朗普起
作用」，朝鮮的強硬回應引起了市場極
度擔憂，令避險需求迅速升溫，刺激黃
金價格創下三個月來單日最大漲幅。

從基本面上來看，地緣政治將在未來一段時間
內支撐金價，如朝鮮金正恩是一個不確定因素，
美朝的局勢是否真的出現武力衝突；中國與印度
區域衝突似乎也有愈演愈烈的趨向；接下來印度
傳統的結婚季也即將到來，實物黃金需求將會出
現增長，這些將支持黃金繼續走強。接下來投資
者要關注美國即將公佈的通脹數據和美聯儲官員
的講話，這些將對黃金價格走勢產生影響，今日
需要留意美國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數據，預測值
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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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操作建議
1270附近做多，止損1266，目標1280；
1282附近做空，止損1286，目標1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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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濟持續溫和復甦全球經濟持續溫和復甦，，股市等風險股市等風險
資產獲支持資產獲支持。。圖為美國股市圖為美國股市。。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