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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悶局 手機汽車股熱炒

田北俊家族3.23億奪大埔滘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顏倫樂)大埔滘逸遙
路住宅地昨日開標，地政總署公佈，田北俊
家族萬泰集團以3.23億元買入地皮，接近
市場預期下限，每呎樓面地價約5,506元。
今次為萬泰集團第二次購入大埔滘一帶的
住宅地，去年7月公司亦曾經以11.82億元
買入一幅區內地皮發展，兩次買地共涉資
逾15億元。新一幅地皮預計投資額約10億
元，將興建樓高近4層的低密度豪宅或分層
單位。
大埔滘逸遙路地皮上周截標，收到12份
標書，入標財團主要為本地財團，包括恒地、

信置及英皇國際等，最後由萬泰再下一城，以
3.23億元買入地皮。

樓面呎價5506元 近預期下限
萬泰集團總經理周國材表示，地盤外望翠綠

山景，可作豪宅發展，認為今次地價非常合
理，屬市價成交，地盤會獨資發展，項目將來
可以發展4層高低密度豪宅，但亦不排除有分
層單位，預計投資額約10億元，但具體發展
方案尚未落實。
周國材表示，公司去年亦曾以11.82億元

購入該一帶另一幅地皮，樓面近26萬呎，對

該一帶較熟悉，兩幅地皮彼此之間可以有
協同效應。問到項目旁邊有墳場，他指香港
許多郊區都有這個情況，當初出價已有考慮
在內，相信可以於地盤的佈局上作出遷就。
展望後市，他睇好豪宅市道，環顧現時賣地
表內，同類可建低密度豪宅的地皮數量並不
多。

萊坊：落成後呎價料逾1.6萬
萊坊高級董事及估價及諮詢部主管林浩

文表示，中標價比預期為低，估計因為該幅
地皮發展難度較高，估計項目落成後可賣約

每呎16,000元起。他續說，今次地皮成交價
低，不代表將來地價會向下跌，估計未來市
場會兩極化，優質地皮會搶手，較差的地皮
造價則會回復正常水平，中資料會選擇性投
資，對本港中小型發展商而言是好事，因多
了機會吸納地皮作土地儲備。
據了解，該地佔地8.24萬方呎，可建樓面

5.87萬方呎，地皮屬不規則形狀，發展難度
較高，中標財團亦要負責斜坡岩土勘察及維
修保養，近墳場不利造價，發展商未來更需
自費建設、維修及保養來往墳場的公眾行人
通道，令地皮造價低於市場預期。資料顯

示，此前市場預測地皮每呎樓面地價介乎
5,500至 12,000元，今次成交價屬估值下
限。

中銀擬下月推1公斤紀念金條

該中心指數由Z/Yen集團與中國（深
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共同編制，從營

商環境、金融體系、基礎設施、人力資
本、城市聲譽等方面對全球重要金融中心
進行得分和排名，每半年更新一次。雖然
香港今次排名超過新加坡，但分數較上次
下跌11分，惟新加坡下跌了18分，因此香
港「跌少為贏」。事實上，前十名的分數
全部較上次有不同程度的減少，紐約足足
下跌了24分，跌幅最大。

受惠大灣區 港營商環境勝星
報告指出，香港與新加坡的得分差距僅
有2分，可以看出香港與新加坡的三甲之爭
已步入白熱化。與新加坡相比，香港在營商
環境方面更具優勢，其金融市場的廣闊腹地
也是未來發展的重要潛力，尤其是「粵港澳
大灣區」上升為國家戰略後，香港將成為廣
東企業「走出去」的首選融資平台。統計數

據顯示，2016年在香港上市的廣東企業便有
212家，佔內地在香港上市公司的22%，總
集資額超過7,080億元。此外，香港在推動
人民幣離岸市場建設、促進人民幣國際化等
方面也發揮着獨特作用。

市場體系多元化程度則稍遜
但與新加坡相比，香港的缺點是金融市

場體系的多元化程度並不高。例如，香港
缺少商品交易市場，而新加坡是亞洲最大
的橡膠、原油、鐵礦石等大宗商品交易中
心，香港偏重股票市場發展，而債券市
場、外匯市場發展深度不夠等。

內地7市進前40 僅穗得分升
內地方面，多個城市進入前40名榜單，
上海、北京、深圳、廣州、青島、成都、
大連七個城市進入榜單，其中五個城市的
排名中有所上升，且上海、北京和廣州排

名上升較快，但只有廣州的得分出現上
升，青島得分保持不變，其他金融中心的
得分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報告指，目前
深圳正在加快與香港的金融合作，深港
通、金融機構互設、跨境貸款、跨境融
資、RQFII 制度等都優化了兩地金融資源
配置，推動兩地金融業共同發展。

十大全降分 倫敦跌2分最小
國際方面，儘管英國脫歐協商程序還在

進行，但倫敦的得分在十大金融中心中下
降最少，僅下降2分。美國城市普遍表現不
佳，除紐約之外，舊金山、波士頓、芝加
哥和華盛頓的得分都出現了大幅下降。報
告指出，這或許受到對美國貿易擔憂的影
響導致的。從來自不同規模的金融機構的
受訪者的評價來看，倫敦更受中小規模金
融機構受訪者的青睞，紐約最受超小型和
超大型金融機構受訪者的歡迎。

港超星洲 重奪金融中心季軍
倫紐蟬聯冠亞軍 滬躍居第六 京首入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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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滘逸遙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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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泰集團

3.23億元

5,506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美婷）富衛香
港及澳門首席市場總監謝振國昨日於記者
會表示，目前醫療和危疾保險佔人壽的新
造保單業務約14%，料未來2至3年可提
升至30%以上。

未來3年佔比可升至30%
謝振國表示，近年市場對醫療類的保

險產品需求強勁，公司旗下「衛一醫療總
匯」計劃已售出數千張保單。他表示，早
前內地收緊內地人在港澳以銀聯卡作跨境
支付，對公司的新造保單業務影響輕微，
因為目前公司的內地客戶佔新造保單業務
只有約30%，加上投保人只要投保金額
不超過限制數目，便不受內地外匯管制影
響。目前公司過去2季的業務均有溫和增
長，相信全年業務有持續增長趨勢。
另外，謝振國表示，公司旗下「衛一

醫療總匯」計劃於上月推出「臻一優才醫
護管理團隊」服務，其中增加亞洲區醫院
數目，包括內地、台灣、日本和新加坡，
計劃涉約 130 間，其中內地醫院有 90
間。該計劃最低每年保費約5,500元，而

最高個人保額1億元，保障地區涉環球多
個地區。目前該計劃客戶的平均年齡為
35歲，而平均年繳保費約9,000元。

年金計劃料增整體人壽生意
對於明年推出的公共年金計劃，謝振

國表示，年金計劃佔公司保險產品中約
低個位數的百分比，料公共年金計劃推
出後可令保險業「百花整放」，而公司
的年金計劃佔比亦有望增加整體人壽生
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華潤醫
藥(3320)投資者關係部經理李麗莎昨於傳
媒午宴表示，「兩票制」(即要求藥品在
流通到消費者手中之前，只能開2次發票)
在內地多個地方加快實施，估計要今年第
四季至明年首季才會看到實際影響。她
稱，現時內地 3大藥廠市場佔有率共
35%，華潤醫藥位列第二，集團希望繼續
保持第二的排名，冀增長高於市場增速，
估計未來兩至三年3大藥廠共佔市場份額
將提高至40%-50%。

強化分銷網覆蓋 伺機收購
投資者關係部總經理陳則明補充，兩

票制對大企業而言是長遠利好，亦為集團
帶來發展機會。集團充分把握兩票制等政
策實施帶來的行業整合和市場重構機遇，
強化網絡覆蓋。截至今年6月，分銷網絡
已覆蓋27個省份，完成在江西、海南、
青海及新疆四個空白省份的分銷業務佈
局。另外，陳則明表示，截至上半年，集
團下游客戶約6.4萬間，其中等級醫院客
戶由4,000多間增加至5,085間，增幅逾
20%；基層醫療機構約3.2萬間。

擁225在研創新藥 逾30正臨床
陳則明又表示，截至6月30日，集團

擁有225個在研創新藥，包括抗腫瘤、兒
科、婦科、呼吸道及腸胃等領域藥品，其
中有30多個已在臨床階段，又預計明年
或會推出新胰島素產品。集團上市時指集
資所得款項約45%預期用作戰略收購，
李麗莎稱目前尚有50億元未使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港股表現
反覆，突破28,000點後一度倒跌，最後全
日只微升17點，收報27,972點，成交904
億元。資金湧入手機股及汽車股，吉利
(0175)五連升並創新高，是表現最好藍籌。
iPhone 8開售在即，蘋果概念股普遍向好，
舜宇(2382)8月付運量比預期好，獲大摩上
調目標價至130元，相信未來數個月付運數
據會繼續成為股價催化劑，該股再升7.1%
創新高。

iPhone 8將登場 相關股齊爆上
分析員指出，恒指高低位只有百多點，
波幅甚窄，但大市成交仍有約900億元，顯
示資金「炒股不炒市」，幾乎湧入熱炒的
手機股和汽車股。除了舜宇創新高外，高
偉(1415)升逾5.7%，丘鈦(1478)中午復牌，
雖然下調全年出貨指引，但股價一度仍升
16%，全日升9%。
貝萊德中國股票主管朱悅指出，「果迷」
期待已久的iPhone 8即將推出，本港時間今
晨將舉行產品發佈會，令手機設備股借勢炒
起，多隻手機股已齊創歷史新高。

今年來累升巨 手機股宜減磅
值得留意的是，iPhone 8登場前，已有傳
媒指iPhone 8的生產出現問題，供應或出
現延誤，加上手機股年內累升甚多，故短
期宜減磅，不用急於撈貨。
總括而言，市場對iPhone 8的預期不低，

手機股股價和估值已沒太大的上升空間，除
非iPhone 8的銷售量遠高於原預期。

吉利5連升破頂 比亞迪急漲
8月內地汽車銷售增長6.2%，其中吉利大

增38%，更傳出計劃在印度合資10億美
元，生產高價電動車，刺激吉利股價再升
6%創新高，連升5日，一度逼近21元，同
時是表現最好藍籌。
另一汽車股比亞迪(1211)，股價5日更累

升16%，昨日再升逾一成。摩通指出，比
亞迪可複製吉利高增長故事，預計2019年
銷量將較今年倍增，將目標上調至70元。
其他的汽車股如華晨(1114)亦升8.3%，五龍
電動車(729)升 6%，超威動力(951)更爆升
16%。

BHCC首掛飆40% 每手賺千元
此外，紙業股亦是大市焦點，玖紙(2689)

急升 7.4%，理文造紙(2314)也破頂，升
4.5%收報10.2元。新股BHCC控股(1552)首
日掛牌，收報0.7元，較上市價高40%，每
手賬面賺1,000元。獲長和系主席李嘉誠增
持的奧立仕(0860)，則大幅回吐10.7%。

富衛：醫療類保險需求強勁

華潤醫藥：把握行業整合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服務香
港100年的中銀，為紀念其百周年行慶，
中銀香港(2388)推出三款限量版紀念金

條，最重達1公斤，其他兩款紀念金條分
別為10克及100克，早於今年4月已推
出，分別限量兩萬枚及一萬枚，現時已售
出逾半。至於公斤條則計劃於10月初推
售，限量更只有100枚，高增值客戶可優
先認購。10克、100克及1000克的紀念
金條，以市價計現時售價分別約3,600
元、3.6萬元及36萬元。

今年紙黃金成交額跌15%
中銀香港個人金融及財富管理部助理

總經理張穎思表示，中銀做實金已有約
70年的歷史，目前市民可在中銀38間指
定分行，作實金買賣，也可選擇開立紙黃
金戶口作投資。由於今年至今，金價已上
升約15%，所以今年該行的紙黃金成交
額，較去年金價低潮期下跌了約15%，
她相信主要是金價上升了，使去年大手在
低位「吸金」的投資者，採取觀望態度所
致。目前紙黃金佔中銀黃金交易量約
85%，另15%為實金交投。

■BHCC 昨掛牌，主席及執行董事楊新平
(左)與執行董事韓玉英主持上市儀式。

莫雪芝 攝

■張穎思稱，目前紙黃金佔中銀黃金交易
量約85%，另15%為實金交投。

■謝振國
稱，相信
公司全年
保險業務
有持續增
長趨勢。
張美婷 攝

■陳則明(右)認為，兩票制對大企業而言
是長遠利好。左為李麗莎。 吳婉玲 攝

全球金融中心排名

城市

倫敦

紐約

香港

新加坡

東京

上海

多倫多

悉尼

蘇黎世

北京

排名
（較上次變化）

1（0）

2（0）

3（⬆1）

4（⬇1）

5（0）

6（⬆7）

7（⬆3）

8（0）

9（⬆2）

10（⬆6）

得分
（較上次變化）

780（-2）

756（-24）

744（-11）

742（-18）

725（-15）

711（-4）

710（-9）

707（-14）

704（-14）

703（-7）

香港文匯報訊 英國智庫Z/Yen集團昨發佈第22期「全球金融中心指

數」報告披露，倫敦和紐約的得分為780和756，蟬聯冠亞軍寶座，香港

以744分超越新加坡奪得季軍，東京排名第五。除了星港兩地互換座次

外，前五大金融中心的名單幾乎沒有變化。內地多個城市進入前40名榜

單，其中上海大幅躍進7位，排名第六，北京亦首次進入前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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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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