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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聯通多賺1.45倍不派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周曉菁）中國聯
通（0762）昨公佈截至6月底中期業
績，收入按年增7.9%至1,491.05億元
（人民幣，下同），權益持有者應佔溢
利同比勁增1.45倍達59.12億元，勝於
市場預期，每股基本盈利0.19元，不派
中期息。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王曉初昨
於記者會上解釋，公司是在謹慎考慮盈
利狀況、未來資金需求等後決定不派
息，待明年3月全年業績董事會再提出
具體年度派息方案，提交股東大會審
議。
王曉初指，公司無疑會大力投資5G
建設，預計前期的投入金額會比較大。
但由於現階段5G技術更新很快，內地
分配的5G頻譜也未確定，投資存在諸
多未知。
不過他強調，公司負債已大有改善，
非常自信將有足夠空間運行。
據資料顯示，上半年公司資產負債率

已下降43.8%，與去年同期的61.3%下
降約17.5個百分點。
首席財務官朱可炳透露，全年資本開
支維持500億元不變，上半年已支出約
116億元，按年增加了27.4%，下半年
會持續推動創新業務的發展。
王曉初在一旁補充，在大數據、雲計
算方便，找到好機會投資才更為重要。

7月流量資費最多減5%

業績報告顯示，ARPU（每用戶平均收
入）錄得47.9元，同比僅下降0.1元，但
4G ARPU按年跌14.8%至56.6元，7月1
日開始內地取消流量漫遊費，市場憂慮下
半年ARPU會持續走低。

4G用戶月淨增逾360萬
王曉初坦言的確會有壓力，從二季度

開始就逐漸推出優惠過渡，7月流量資
費較6月也有了4%至5%的減少，未來
還會繼續降價至國家標準之內。

數據顯示，上半年來自移動服務收入
為843億元，按年增加9.7%，至7月
底，移動用戶淨增215.2萬戶，整體移
動用戶數目為3.04億戶，其中4G用戶
累計達2.06億戶，4G用戶月淨增366.1
萬戶。
固網寬頻用戶淨增29.4萬戶，用戶總額

為7,921萬戶。近期中聯通和中電信
（0728）均有高層人事變動。市傳兩大電
信商會合併，王曉初笑答「的確是八卦和
流言」，他沒有收到監管部門的約談。

■王曉初王曉初（（中中))指現階段指現階段55GG技術更新很快技術更新很快，，投資存在諸多未知投資存在諸多未知。。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黃懿汶）香港能成為國際級
金融中心，有賴於港人有良
好的外語能力，要維持國際
級城市優勢，學好外語更是
必須。新世界發展旗下的教
育部門DMind Education開
幕，引入英國有「拼音女王」
之稱Ruth Miskin 的RWI 教
學法。中文大學課程與教學
學系榮譽專業顧問施敏文表
示，早學拼音有助加強孩子
的音韻覺識，長遠有助加強
孩子的聽力和串字能力。

匯璽II解封 低開9.4%加推119伙
折實均呎價23893元 雷霆：「時光倒流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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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顏倫樂) 市況出現變
化，發展商買地出價亦變得更謹慎。昨日油塘
高超道住宅地皮開標，中資保利置業以33億
元中標項目，此前市場對地價的預測介乎
29.26億至53.48億元，這意味今次中標價接近
市場預期下限，按項目可建樓面35.65萬方呎
計算，每呎樓面地價僅9,257元，屬今年罕見
的低價成交。相比起2016年賣出的油塘崇信
街地皮及觀塘茜發道地皮，今次高超道地價僅
上升約兩成至三成。

樓面地價9257元
油塘高超道住宅地於上周五截標，收到10

份標書，當中大部分為本地財團，只得少量中
資落場競投。值得留意，這亦意味一班本地財
團的出價較保利置業更低。由於項目為首幅公
開所入標書的住宅官地，相信其他發展商出價
日後會有分曉。
翻查資料，油塘至觀塘一帶對上一幅出售地

皮為觀塘茜發道對出，由會德豐地產於2016
年11月以63.88億元買入，每呎樓面地價約
7,729元，今次油塘高超道地皮與之相比只高
出兩成。而油塘區內對上一幅成交地皮於
2016年8月，當時五礦地產斥逾40億元投得
油塘崇信街與仁宇圍交界地皮，每呎樓面地價
7,068元，今次高超道用地高出當時約31%。

地皮規限窒發展商出價
事實上，自2017年開始的一年半以來，九
龍區有多幅地皮推出招標，但都未再出現樓面
地價低過每呎1萬元的地盤。好像啟德一帶用
地，最新一幅每呎樓面地價已至17,776元、觀
塘安達臣道對出地皮亦達每呎12,003元。
美聯測量師行董事林子彬表示，是次地皮以

市場預期下限成交，相信與近期外圍經濟氣氛
有關，發展商出價相對審慎，加上項目發展上
具一定限制及山坡保養及勘探等增加發展成本
及時間，故地價屬合理水平。萊坊高級董事及
估價及諮詢主管林浩文指，預料項目可建約
500至600伙，估計落成後每呎可賣約2萬元
起，總發展成本約50至60億元。項目存在不
少缺點，由於遠處為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所
以於設計時要巧妙安排單位坐向。項目發展期
止於2024年12月31日。另外，新地、嘉里及
華潤旗下長沙灣嘉里鴻基貨倉及潤發倉庫碼
頭，早前向城規會申請興建8幢樓高近44層
(包括平台)的住宅大廈外，可建住用樓面約
191.33萬方呎，提供3,140伙，預料周五將通
過城規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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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悅琴)

面對政府推一手樓空置稅，本

港銀行加按息，港股又連番下

挫，新盤開價變保守。新地解

封已是現樓的南昌站匯璽II昨加

推 119 伙，平均呎價 29,866

元，扣除最高 20%即供折扣

後，折實平均呎價23,893元，

相比去年12月上一張價單折實

平 均 呎 價 26,366 元 ， 低 約

9.4%，269方呎開放式戶折實

入場627.92萬元。發展商亦提

供大手客現金回贈優惠，及二

按首兩年定息1.88%至 2.08%

低按息吸客。

開放戶折實入場628萬
新地副董事總經理雷霆形容，匯璽II
昨日加推的119伙售價為時光倒流價，
未來加推會有加價空間。資料顯示，
匯璽II去年11月首推時，首張價單折
實平均呎價21,152元，而去年3月匯璽
首張價單折實呎價則為18,998元，今
次重推的匯璽 II 較去年 11 月仍貴
13%，較去年3月匯璽更高出25%。
匯璽II 尚有500多伙餘貨，新地代

理總經理陳漢麟指出，昨日加推119
伙，主要集中於第5A及5B座，包括開
放式、一房、兩房至四房戶。價單顯
示，該 119 伙的實用面積由 269 至
1,234方呎，售價由784.9萬至4,228.1
萬元，扣除即供最高20%折扣後，折
實價由627.92萬至3,382.48萬元。相比
該盤去年11月首推時，開放式戶折實
入場567.84萬元，如今入場費較9個月
前高出10.5%。

提供大手客現金回贈
陳漢麟又指，匯璽II亦提供最高淨
樓價80%一按、最高為淨樓價30%二
按，二按首兩年定息1.88至2.08%。今
次發展商亦提供大手客(買2至3伙)現金
回贈優惠，買家必須選用至尊靈活付

款計劃，最高折扣7%，但可獲現金回
贈，以買3伙為例，其中1伙必須為
1,000方呎或以上單位，按樓價高低排
序，最貴的第一伙可獲樓價12%現金
回贈，第2、3伙分別獲樓價14及15%
現金回贈。同時亦提供換樓客採用的
King's Key Plus 按揭計劃，貸款年期
18個月，定息1.68%。
他指出，集團以往推新盤都有推出
定息按揭，今次匯璽II的息率更吸引，
並相信本港銀行會緩慢加按息，提供
定息按揭可令買家更加安心。他稱，
該盤今日開始開放現樓示範單位予公

眾參觀，明日起收票，視乎收票反應
決定加推及推售時間。

代理：開價反映利淡因素
中原地產亞太區副主席兼住宅部總

裁陳永傑認為，匯璽II昨日加推119伙
售價，比同區同系二手屋苑逾5年樓齡
的瓏璽有近10%折扣，相信是反映了
近期市場的利淡因素，如政府推出一
手樓空置稅、中美貿易戰、港股下挫
及本港銀行加按息等，發展商期望以
低開掀起新一輪搶購熱潮，相信會獲
10至20倍超額登記，預計發展商會加

價加推。
美聯物業住宅部行政總裁布少明表

示，匯璽II重推開價較對上一批單位有
顯著吸引力，勢吸納市場大批購買
力，短期區內二手交投料受壓。他指
出，目前奧運站及大角咀一帶新盤呎
價介乎2.8萬至3.2萬元，南昌站上蓋
匯璽II折實平均呎價23,893元，明顯
低於二手價。他預計，匯璽呎租可達
約80元，租金回報率約3厘，隨着日
後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通車等利好因素
刺激，料該盤樓價可看升約20%，短
期二手交投料凍結。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悅琴)趁一手樓
空置稅生效前加快清現樓貨尾，嘉里建設
昨向已為現樓的何文田皓畋新增388日成
交期付款方法，並可獲先入住優惠；同時
又引入120日成交期付款計劃，可照售價
減 5%，變相減價。
據價單顯示，皓畋新增388日成交期付

款方法，首期10%，餘款90%可於簽署臨
時買賣合約後 388 天內支付。
買家同時可申請先入住優惠，每月支

付5萬元的每月許可費，可先入住，直至
買賣合約訂定的成交日期為止，在買家
未有違反許可協議的任何條款及按買賣
合約條款完成交易及付清樓價餘額為前
提下，許可佔用期內所付之許可費全數
以現金回贈形式回贈並用以支付住宅物
業的部分樓價餘額。該盤亦引入120日成
交期付款計劃，可照售價減 5%，變相減
價。

筲箕灣逸瑆明開價
多個單幢樓新盤亦部署出擊。麗新及市

區重建局合作發展的筲箕灣逸瑆昨上載售
樓書，麗新發展高級副總裁潘銳民表示，
逸瑆將於明日開價及開放設於油塘的示範
單位予公眾參觀，首批至少50伙，並預告
開價會保守，將以吸引開價吸客，最快下
周發售。逸瑆為單幢樓，提供144伙，主
打開放式及一房戶，實用面積由264至

386方呎。

屯門弦海擬下半年推售
另外，莊士中國位於屯門業旺路的新盤
命名為弦海，同樣為單幢樓，提供371
伙，主打開放式戶。
莊士中國投資董事總經理莊家彬表示，弦

海正申請預售樓花同意書，期望今年下半年
推售，項目預計關鍵日期為2020年2月底，
樓花期約長年半，定價將會參考同區住宅。
莊士地產代理副總經理陳慶光指出，弦

海為單幢樓，共有371伙，實用面積約
160至440方呎，包括開放式至2房戶，其
中開放式戶佔60%，另有平台特色戶。對
於政府推出一手樓空置稅會否影響集團的
銷售部署，莊家彬指集團旗下的空置單位
已全部租出，集團不會因為政府辣招而減
價出貨，亦不會平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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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地副董事
總經理雷霆
（左）指，再
加推單位售價
有加價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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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暑假一向是傳統租務
旺季，需求帶動租金持續破頂。據美聯
「租金走勢圖」資料顯示，7月份以實
用面積計算的平均呎租報約38.15元，
按月再升約1.1%，續創歷史新高。今年
首7個月租金累升約4.9%。隨着租金向
上，7月份月租逾20,000元比率攀升至
43.8%新高。
美聯物業首席分析師劉嘉輝指出，以
美聯物業促成的租務個案計算，月租逾

2萬元的租務比率持續攀升，今年第二
季已突破4成水平，而7月份更進一步
達43.8%；反觀，月租15,000元或以下
的比率持續下跌，今年第二季失守3成
水平後，7月份續跌至27.9%；至於月
租15,001元至20,000元的住宅租務個案
比率走勢相對反覆，第二季突破3成
後，上月略為回落至28.3%。
今年首7個月租金累升約4.9%，個別
租務個案升幅更顯著。若以美聯物業促

成的租務個案計算，以同一屋苑同座同
室但不同樓層的單位於今年7月份與去
年12月作比較，維景灣畔16座中層E
室單位，7月下旬以月租1.9萬元租出，
比起去年12月中承租的中層單位月租
1.75萬元高出約8.6%；粉嶺名都3座低
層 F室單位上月底以月租 1.4 萬元租
出，較去年12月的中層單位月租1.3萬
元亦高出約7.7%。

7月租金續升約1.1%

■莊家彬莊家彬（（左左））表示表示，，集團不會因辣招減集團不會因辣招減
價出貨價出貨。。 記者記者梁悅琴梁悅琴攝攝

匯璽II加推價單資料
單位數目:119伙

實用面積: 269至1,234方呎

售價 784.9萬至4,228.1萬元

平均呎價: 29,866元

最高折扣:20%

折實價:627.92萬至3,382.48萬

折實平均呎價: 23,893元

製表:記者梁悅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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