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2017年的密集調控實施

下，內地一二手住宅成交大幅減少，樓價也趨穩定，加上踏入2018

年多地樓市傳出鬆綁消息，內地居民的買房意慾回升。上海有機構調

查指，滬消費者購房意願和預期均有所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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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市鬆綁 居民購房慾轉升

由上海財經大學應用統計研究中心、
上海社會調查研究中心上財分中心

日前發佈的《2017年第四季度上海財經
大學上海市社會經濟指數》顯示，儘管
上海市消費者購房意願指數仍然處於中
性值100點以下，但已經連續兩個季度
呈現回升態勢。

買樓意願連升兩季
報告指，2017年第四季度上海市消費
者購房意願指數為59.1點，同比下降14
點，但環比上升8.1點；購房時機指數錄
得67.5點，同比仍下降11.9點，但比上
個季度提高了4.8點；指數在中性值100
點以下，為悲觀區域，卻已連續兩個季
度回升。
根據調查，16.4%的消費者認為當前是
購房「好」時機，同比下降10.6個百分
點，環比上升了4.8個百分點；認為時機
「不好」的則為57.3%，同比增加3.4個
百分點，環比下降3.3個百分點。

調查中，45.2%受訪者認為房地產市場
調控政策有效，環比升7.6個百分點，比
去年同期提高了17.3個百分點，是調查以
來的最高點；僅27.9%受訪者對樓市調控
投了不滿意票，比上季度下降2個百分
點，同比則大幅下降17.5個百分點。
上海財經大學應用統計研究中心主任

徐國祥分析，消費者對調控效果滿意度
大幅提升，在嚴格限購限貸的環境下，
期內上海土地供給出現了只租不售的導
向，有助於消費者對市場形成較為長期
的預期。

赴澳置業比例續減
至於內地居民海外置業方面，則隨着
有關政府收緊對投資活動的限制而有所
降溫。據彭博社報道，澳新銀行和澳大
利亞Property Council的最新信心調查顯
示，截至3月末，外國人在雪梨所在新
南威爾士州購買的住宅，將佔全部購買
量的18.1%，有關比例一年之內下降了

5.5個百分點。在墨爾本所在的維多利亞
州，該比例料將下降4.2個百分點。該報
告調查了1,374家房地產開發商、顧問、
承包商、經理和一些政府機構。
住宅銷量下降是因為內地收緊資本管

制，以及澳大利亞收緊外國人買房的限
制。據澳大利亞央行估計，外國買家之
中有四分之三來自內地。去年，新南威

爾士州把外國買家的印花稅提高一倍，
而維多利亞州從今年起對空置物業徵收
空置稅。
雖然對住宅物業的興趣減退，但是外
國人正大舉投資於維多利亞州的商業地
產項目。前述調查顯示，3月份外國人在
該州購買辦公室的數量將佔22.6%，15
個月內成長6.9個百分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奕霞 山東報
道）作為山東房價排名最高位的城市，
青島近日發佈《關於加快推進農業轉移
人口市民化的意見》，引發廣泛關注。
該市將實施「租房即落戶」政策，全面
放開城鎮落戶限制，計劃到2020年，實
現106.5萬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
根據《意見》，為加快外來人口市民
化，城中村、城邊村人口市民化和農村居
民就地就近市民化步伐，青島將深化戶籍

制度改革，以合法穩定住所（含租賃）或
合法穩定就業為基本落戶條件，全面放開
城鎮落戶限制。同時，青島將加快取消購
房面積、就業年限、投資納稅、積分制等
落戶條件，優先解決農村學生升學和參軍
進入城鎮人口、在城鎮就業居住5年以上
和舉家遷徙的農業轉移人口以及新生代農
民工等重點群體落戶問題。進一步簡化落
戶程序，縮短審批時限，暢通遷移通道，
實現具備基本落戶條件的外來人口「落戶

無門檻，遷入無障礙」。
對依法自願有償轉讓宅基地使用權及

農房等地上附着物的農民，區（市）政
府可給予合理補償或發放等額「房
票」，在轄區內購買新建商品住房時抵
作購房款。

升級改造35個特色小鎮
此外，青島提出到2020年，升級改造

35個建制鎮成為特色小城鎮。在全市建

成50個產融結合的特色小鎮，其中省、
市級特色小鎮20個左右，區（市）級特
色小鎮30個左右。
業內人士表示，上述政策將加快部分農

業人口的市民化進程，對於城鎮化率的提
高等有積極的作用，有利於青島新型城鎮
化戰略的推進。同時，對購房、租房需求
的釋放都有積極的作用。尤其是新市民的
導入，帶來較大規模的需求，相比鬆綁限
購，此類政策更為積極。

青島全面放開城鎮落戶限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豪 上海報道）融360昨
日發佈的監測數據顯示，2017年12月份銀行理財
產品共發行13,880款，環比增加60款。2017年12
月銀行理財產品平均預期收益率為4.84%，環比上
升0.16個百分點。年末歲初，銀行理財產品無論是
數量還是收益，均呈現「水漲船高」的態勢。
梳理2017年12月份銀行理財產品可以發現：其

中，人民幣理財產品發行13,653款，環比增加63
款；外幣理財產品發行227款，環比減少3款。外
幣理財產品中美元產品186款，澳元產品18款，港
元產品11款，英鎊產品10款，歐元產品2款。同
比去年，2017年全年銀行理財產品的發行量均處
於高位。

銀行發理財產品上月增60款

香港文匯報訊 近日有媒體報道稱，中國考慮減
緩或暫停增持美債。國家外匯管理局新聞發言人昨
日對此回應稱，「我們也是通過一些媒體的報道才
得知該消息。我們認為，該消息有可能引用了錯誤
的信息來源，也有可能是一條假消息。」

外管局否認暫停增持美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長租公
寓在迎來利好的同時開啟了首輪洗牌，據地產諮詢
機構克而瑞最新統計報告稱，2017年共有5家長租
公寓「陣亡」，意味着多方殺入租賃市場之後開啟
了叢林法則。
統計顯示，長租公寓即使處在行業蓬勃時期，也
有多家倒在了政策春天裡，去年GO窩公寓、Col-
or公寓、V客青年公寓、好熙家公寓、聚福緣公寓
相繼倒閉，其中多數因為經營不善，還有則是管理
不當引發火災被關。
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嚴躍進認為，長租
公寓項目出現了部分經營困難倒閉等現象，意味着
當前長租公寓可能還停留在增加房源和樹立品牌
上，資金回籠方面可能一個都沒達標。此外，不少
長租公寓同時存在其他各類問題，如供應端規模
大、租金無優勢、迴避落戶和辦理居住證等實際問
題。
報告還指當前長租公寓市場競爭激烈，房企、中

介系、酒店系、國家隊多方進入。嚴躍進表示，長
租公寓或存在過剩現象，要警惕租賃市場的庫存問
題，公寓本身可適當降低裝修成本，爭取落戶資源
並做至少三年的長租，以助公寓提高競爭能力，得
以在未來競爭更激烈的市場上存活下去。

長租公寓開啟首輪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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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價格走穩 高收益債可留意

受惠於OPEC減產效應，以及冬季
用油旺季，造成原油供需情勢日漸收
緊，國際原油價格延續去年8月以來的
漲勢，順勢突破每桶60美元大關，並
帶動商品原物料價格同步走高。由於
高收益債發行企業中，有3成以上屬於
能源等原物料行業，因而連帶受惠。
以美銀美林全球高收益債券指數為

例，於2018開年後走勢急揚，與公債利
差再度大幅收窄，上周五來到325點。

油組減產控供給 整體庫存降
第一金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經理人

劉書銘表示，綜觀本波原油減產效應
有二：一是以沙特阿拉伯為首的
OPEC延長減產協議、二是美國頁岩
油公司為削減成本而減少產量，因此
讓原油供給得到控制，整體庫存水位
降低。

沙特阿美籌上市利好油價
市場盛傳，阿拉伯最大國營石油公

司沙特阿美(Aramco)可能在今年下半年
掛牌上市，在 IPO利益的驅使下，
OPEC減產協議有機會繼續執行，為
油價帶來支撐作用。

劉書銘表示，除了供給面因素之
外，今年全球景氣復甦，原物料需求
增長，亦提供正面推力。而按照過去
經驗，能源等原物料價格走高，都有

利於相關高收債發行企業獲利表現，
且違約率可望進一步降低，帶動利差
收斂。因此，看好高收益債的持有價
值，逢回建議加碼佈局。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國際油價近期反彈突破60美元大關，為相關的

高收益債券發行企業帶來好消息，並帶動短線利差

大幅收窄。法人表示，若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

與美國頁岩油開發商能夠繼續嚴格執行減產動作，將有利於油價

走穩，持續為高收債市場帶來助益。 ■第一金投信

英鎊呈技術疲態 支持位看1.3450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美斯

彭博周三報道，負責評估中國外匯儲備
管理的官員已建議放緩或停止購買美國公
債。該報道發佈後，美國10年期公債收益
率升至10個月高位，美元快速下跌，最低
觸及91.92，之後緩步削減跌幅。周四早
間，中國外匯管理機構的言論平息了中國
可能將減少購買美國公債的憂慮。政府消
息人士稱，有關中國考慮減緩或暫停增持
美債的消息有可能引用錯誤消息來源，也
有可能是一條假消息。言論傳出後，美元
亦見進一步企穩，美元指數升見至92.50
水準上方。

聚焦下周通脹數據
英鎊兌美元周三跌至近兩周最低的

1.3472，因投資人在英鎊上漲後鎖定獲
利。本月初英鎊攀升至三個半月高位
1.3612，延續了去年晚些時候的樂觀情緒，
此前英國政府成功地與歐盟達成一項協
議，令脫歐磋商得以進入到討論過渡期和
脫歐後貿易關係的階段；但自那以後英鎊
已見逐步回退。周三公佈的數據顯示，英
國11月工業生產較前月上升0.4%，高於10

月份0.2%的升幅，較上年同期上升2.5%；
但數據對英鎊影響甚微。投資者將聚焦於
下周公佈的通脹數據，市場將開始臆測英
國央行下次升息的時間。貨幣市場預期英
國央行到2018年下半年才可能升息。
技術圖表所見，相對強弱指標及隨機指

數已見回落，而MACD亦剛下破訊號線，
示意英鎊兌美元很大機會將迎來又一輪下
跌。下方支持先看一短期上升趨向線
1.3450以及50天平均線1.3350，關鍵將會
是起延自去年三月的上升趨向線位於
1.3310，此區同時亦是 100 天平均線位
置，需慎防若匯價跌破此區，或會破壞這
十個月來的上升態勢。阻力位預估在
1.3590，進一步可參考去年 9月份高位
1.3656水平。
紐元兌美元周四升至三個月多高位

0.7231。技術圖表所見，鑑於相對強弱指
標及隨機指數均已達至嚴重超買區域，估
計紐元再上升的動力將有限。較近支持先
會留意250天平均線0.7110。以去年11月
17日低位0.6781起始的累計漲幅計算，
38.2%及 50%的調整水平為 0.7060 及
0.7010，擴展至61.8%則為0.6955。至於
向上阻力預估在0.72及回看去年9月高位
0.7435水準。

福而偉金融控股集團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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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內容屬個人觀點，僅供參考）

近日黃金短期波動增加，1月10日高見
每盎司1,327.6美金，低位約每盎司1,308
美金，高低波幅達19.6美金。預期金價高
位回落，有下列因素。
彭博網站於1月10日報道，有消息人士

指出，在北京的研究國家外匯儲備的高級
政府官員，建議減慢或者暫停購買美國債
券。1月10日美國10年期債券價格亦見大
幅下跌。美元指數一度逼近年初低點，低
見約91.97，其後反彈。筆者估計美元指
數將會繼續上升，美元轉強，有機會令金
價向下調整。
另外，1月11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再次和
韓國總統文在寅通電話，特朗普說美國願
意在合適的時間跟朝鮮對話。特朗普又強
調在朝韓對話期間，美方不會對朝鮮採取
軍事行動。1月10日朝韓兩年多以來首次
高級別會談，雙方亦交換協議文本，並發
表聯合聲明。朝鮮代表指，中斷近兩年的
朝韓西海地區軍事熱線已經重啟。韓國總
統文在寅表示，如果條件合適，願意與朝
鮮領袖金正恩會談。政治風險暫時略為下
降，利淡金價。
黃金近期走勢，已經連升多日，破頂後
高低波幅增，現價仍屬高位，加上以上因
素，估計短期內金價有較大機會向下調
整。投資者可以考慮逢低買入，見每盎司
1,280美金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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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走勢圖

美國10年期債券價格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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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意大利

美國

11月建築許可月率，前值-9.6%

12月銀行放款年率，前值2.7%；
上周日本投資外國債券，前值買超4,342億；
上周外資投資日股，前值買超762億；
11月流動賬平衡，預測1.836萬億盈餘，前值
2.18萬億盈餘；

12月服務業景氣判斷指數—經濟觀察者調
查，前值55.1

11月經季節調整工業生產月率，預測0.5%，
前值0.5%；年率，前值3.1%

12月經季節調整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月
率，預測0.2%，前值0.4%；
12月未經季節調整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
率‧預測2.1%‧前值2.2%

12月經季節調整的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CPI)
月率，預測0.2%，前值0.1%；
12月未經季節調整的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年率‧預測1.7%‧前值1.7%

12月每周平均實質所得月率，預測0.1%，前
值0.1%；12月零售銷售月率，預測0.4%，
前值0.8%；12月扣除汽車的零售銷售月率，
預測0.4%，前值1.0%

11月商業庫存月率，預測0.3%，前值-0.1%

��;�!����)��1�7�

��� ����

����

����

���

���

�

���

���

���

��

��

��

��
���� ���� ���� ���� ���� ����	

������#MPPNCFSH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