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和置業旗下觀塘凱滙持續受捧，市場消
息指，截至昨晚七時半，次輪銷售已累收逾4,200票，超額認購逾
10倍。信和置業營業部聯席董事田兆源表示，項目將於今日下午
二時截票。加推價單4號及5號合共383伙單位，將於周二發售。

持 續 受 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內地錦州銀
行（0416）和中國華融（2799）分別通過配
股和發債補充公司資本。其中，錦州銀行昨
日公佈，於上周五收市後，按每股8.3元配售
10億股新H股，集資淨額不低於82.2億元。
配售價較該股上周五收市價 7.55 元溢價約
9.93%。

配售所得擬提高資本充足率
是次發行股份佔經擴大後該公司已發行H股
總額及經擴大已發行股份總額的 28.43%及
12.85%。錦州銀行就配售已獲得中國銀保監會

及中國證監會的批准。錦州銀行指出，是次配
售所得為提高該行資本充足率，以及改善資本
結構和增強競爭力。
錦州銀行是唯一總部位於遼寧省錦州的城市

商業銀行，業務包括零售銀行、公司銀行及資
金業務等。該行在瀋陽、大連等其他遼寧省主
要城市以及北京、天津、哈爾濱等華北和東北
地區其他主要城市均設立了分行。

中國華融獲准發100億二級債
另外，中國華融公告，已獲得中國銀保監會

批覆，獲准發行不超過100億元(人民幣，下同)

的二級資本債券；同時，公司亦於近日獲得人
民銀行批覆，獲准在中國全國銀行間債券市場
公開發行不超過100億元二級資本債券。
根據中國銀保監會和人民銀行的批准，中國

華融擬於近期在中國全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
總額不超過100億元的二級資本債券，募集資
金將依據適用法律和監管部門的批准用於補充
本公司資本，提升資本充足率。本次債券發行
後，將按照人民銀行有關規定在中國全國銀行
間債券市場交易流通。公司將按照《全國銀行
間債券市場金融債券發行管理辦法》等有關規
定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
菁）觀塘新盤凱滙搶佔樓市焦
點，其他新盤及二手表現受
壓。據四大代理商數據顯示，
上周末十大藍籌屋苑成交分別
錄得3宗至7宗，交投續在中
單位數徘徊，無較大起色。當
中，中原及美聯的港九指標屋
苑齊齊「捧蛋」。中原亞太區
副主席兼住宅部總裁陳永傑
指，近期市場焦點集中於觀塘
新盤，加上臨近年尾為傳統淡
市，買家相當觀望，令二手交
投陷入膠着狀態。

二手十大屋苑無起色
中原十大屋苑周末錄得4宗
成交，按周無升跌，於低位橫
行。新盤大受矚目，以致周末
港島及九龍的大型屋苑均錄零
成交，只有離島和新界區的映
灣園及嘉湖山莊2個屋苑錄得
成交。美聯方面，港島和九龍
共 7 個指標屋苑同樣「捧
蛋」，未錄成交，惟新界區3
個屋苑獲3宗成交，按周縮減1
宗成交，創6個周末新低。
利嘉閣地產總裁廖偉強透
露，二手部分藍籌屋苑及上車
盤業主願意讓步減價，帶動上
周末十大屋苑成交量平穩略
增，累錄7宗個案，較前一周
末增1宗，為自今年7月底以
來的21周最多。

他指出，不少準買家期望樓
價繼續下調，現階段入市心態
未算非常積極，要等待有平價
入市機會才會「拍板」，但部
分準買家希望減幅達一成多甚
至兩成以上，這類大幅度減價
的盤源數量始終不多，令交投
未能進一步突破。若市場陸續
出現減價幅度較大的放盤，可
望令交投恢復活躍。

帝堡城中層低市價易手
在此情況下，低市價單位放

盤受追捧。世紀21奇豐物業吳
元利表示，新近錄得沙田帝堡
城成交，單位為5座中層G室，
面積 836 方呎，單位原開價
1,200萬元，放盤1星期，減價
132萬元，減幅達11%，獲換樓
客以 1,068 萬元承接，呎價
12,775元，屬低市價水平。原
業主早於1999年4月以417萬
元購入上述單位，持貨19年多
至今易手，賬面獲利 651 萬
元，單位期內升值近1.6倍。
港置文啟光表示，新盤以低

價開售，有利買家向業主還
價，區內業主叫價態度亦回
軟，現時議價空間約為3%至
4%，買家遇到價錢合心水的單
位亦會把握時機立即入市，亦
有部分業主選擇封盤，觀望樓
市發展。上周末港置二手成交
減少25%至3宗。

周末十大屋苑成交
代理 宗數 按周變化

利嘉閣 7宗 ↑1宗

中原 4宗 無變化

美聯 3宗 ↓1宗

港置 3宗 ↓1宗

來源：各大地產代理

觀塘新盤搶客 市區藍籌「捧蛋」

錦州銀行溢價配股 淨籌82億

「聖誕老人行情」恐失約
ADR悉跌 恒指料低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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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近
期一手市場銷情放緩，加上房委會
明年有5個居屋屋苑逾6,500個單位
推出，有大型銀行已率先部署搶佔
居屋按揭市場。有傳中銀香港(2388)
為一手或未補價的二手居屋提供最
優惠利率(P)減2.85厘按息，減息幅
度約 0.1 厘，實際按息降至 2.275
厘。同時，消息指，中銀香港調升
居屋按揭現金回贈率至2.05%，屬全
城之冠。

按揭現金回贈升至2.05%
事實上，各大銀行搶佔按揭市場競

爭激烈，據中原按揭經紀研究部及土
地註冊處數據顯示，11月現樓按揭共
錄9,915宗登記，較10月微升0.3%，

為17個月新高，主因8月銀行陸續上
調新造按揭息率，帶動大量客戶轉按
趕搭低息優惠尾班車所致。
不過，中原按揭董事總經理王美

鳳早前表示，本港第四季起樓巿轉
淡，將拖累未來按揭數字偏軟。至
於銀行於按揭巿佔率排名方面，中
原按揭經紀研究部資料顯示，11月
銀行間9,915宗現樓按揭登記中，四
大銀行巿佔率佔78.3%，按月增加
5.5個百分點。當中，匯豐銀行巿佔
率按月增加 2.8 個 百分點至佔
29.6%，連續21個月高踞榜首；恒生
銀行期內巿佔率再升5.4個百分點至
22.7%，超越中銀香港排名第2位。
而排名第3的中銀香港巿佔率微升
0.1個百分點至19.6%。

美債息曲線最
近 出 現 部 分 倒
掛，美國 5 年與 2

年期以及5年與3年期國債息差均
呈負數。被視為經濟衰退重要指
標的10年與2年期美債息差目前已
收窄至約13個基點，這個關鍵指
標若進一步下跌，首當其衝的，
將會是美國銀行股。

提防美國銀行股
事實上，孳息曲線倒掛不僅作

為經濟衰退預測指標，亦通常預
示銀行業未來淨息差和利潤將受
影響。銀行股一般主要受惠於利
率上升之加息周期，而回顧1998
年及2007年美國長短息差兩次出
現倒掛時，美國銀行股皆率先下
跌，而標普500指數則於隨後16個
月及8個月才開始出現回落。

加息周期或完結
長短期利率可能倒掛亦令市場猜

測美聯儲本輪加息周期可能即將完
結。美聯儲主席鮑威爾10月初曾指
當時利率跟中性利率還有一段相當
長的距離，但在11月底卻又表示利
率已接近中性水平，如此鮮明的對

比或反映當局貨幣政策立場轉趨鴿
派。根據聯邦基金利率價格變化顯
示，美國2019年加息兩次或以上的
機率從11月初約五成下跌至現時僅
約兩成。

另一方面，近期國際原油價格
大幅下跌，市場用以量度未來通
脹預測的美國10年期平衡通脹率
也伴隨下滑至今年新低。本年初
時市場曾預計美國通脹可能顯著
走高令美聯儲面臨加息壓力，但
目前通脹或已不再是迫使美國加
息的重要考量。

美聯儲已多次強調美國經濟依
然穩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估
美國經濟實際GDP增長將在明年
開始放緩，加上中美貿易紛爭的
不確定性，及美股企業盈利見頂
等因素等都可能左右美國貨幣政
策的取態。美聯儲將於12月18日
至19日舉行議息會議，屆時會後
聲明的措辭和利率點陣圖的變
化，以及10年與2年期美債息差是
否再度收窄，都將大幅影響投資
市場的風險情緒，尤其應留意美
國金融股的表現。
（以上資料只供參考，並不構

成任何投資建議）

恒生銀行投資顧問服務主管 梁君馡

留心美債息倒掛警號

�051�051

據彭博資料，標指逾半成份股現
已較今年高位累挫至少兩成，

當中金融板塊和能源板塊較高位累
瀉兩成，技術上已經宣佈步入熊
市。工業板塊和資訊科技板塊亦跌
入深度調整區，兩板塊分別較高位
累跌17%及15%。

聯儲局加息恐勢在必行
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師葉尚志表
示，中國和歐洲經濟數據遜預期，
加上中美貿易戰未平息，聯儲局又
繼續加息，觸發市場擔心全球經濟
增長放緩，是美股本月大跌主因。
雖然部分投資者仍寄望「聖誕老人
行情」，或者聯儲局會因市場糟糕
環境而拖慢加息步伐，但他預計，
聯儲局將會於本周四再加息25點
子，美匯指數上周五已經率先突破
去年6月的高位，最高升見97.711，
這變相暗示今次加息勢在必行。
港股ADR上周五全線偏軟，預計
今日大市將低開，並跌穿26,000點
大關，騰訊 (0700)ADR 收報折合
308.24元，較港股收市價低0.2%，
匯控(0005)ADR也較本港收市價低

0.3%。

基金提早「收爐」機會大
葉尚志表示，港股目前正處於宏觀

面跟政策面的互動對決格局，估計目
前只會在25,000點至27,000點間上
落。他又料，大市本月餘下日子，成
交額只會縮降至700億元以下，估計
今年基金經理提早「收爐」的機會相
當大，呼籲股民不要盲目憧憬今年會
有「粉飾櫥窗」活動。
技術上，恒指的10天、20天和50

天線，繼續處於纏繞交錯的狀態，
令恒指難以擺脫反覆上落的格局。
根據經驗，這種纏繞狀態持續的時
間越長，要突破的難度也會越大，
一旦確認突破，往後便會出現一波
「大行情」，若不是大升，便會出
現大跌。
他舉例指，類似的情況曾於第二

季發生過，恒指的3條平均線組合纏
繞5個多月，指數長時間於29,500至
32,000點反覆上落，結果恒指在6月
下旬跌破這個大型反覆區間，指數
便一舉大跌至約25,000點，並一直
疲弱至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以往每年12月多是美股表現

最佳的月份，主因基金一般都會年結「粉飾櫥窗」，但今年情

況可能大不同。自從踏入12月以來，道指、標普及納指經已

分別下跌5.6%、5.8%及5.7%，是1980年來最差的12月開

局。從高位計，美股三大指數都較今年高位累跌逾一成，跌入

調整區，在深度調整的預期下，基金經理也轉為保守。美股三

大指數上周五挫約 2%，拖累在當地上市的港股預託證券

(ADR)全線下跌，料港股今日要低開逾120點，部分投資者寄

望的「聖誕老人行情」恐怕愈見渺茫。

中銀傳降居屋按息

本港ADR上周五
於美國表現

股份 收報(港元) 較上周五
港股變化

匯控(0005) 63.91 -0.29%

中移動(0941) 74.34 -0.82%

中海油(0883) 12.63 -1.34%

中石化(0386) 6.44 -0.64%

聯通(0762) 8.67 -0.20%

國壽(2628) 16.47 -0.54%

中石油(0857) 5.33 -0.77%

騰訊(0700) 308.24 -0.18%

友邦(1299) 63.58 -0.73%

建行(0939) 6.44 -0.64%

■中原陳永傑指，二手交投陷入膠著狀
態。 資料圖片

■美國2019
年加息兩次
或以上的機
率跌至僅約
兩成。

資料圖片

恒指今月以來表現
12月4日

高見27,260點

11月30日
收報26,506點

■業界人士認為，股民不要盲目憧憬今年
會有「粉飾櫥窗」活動。 資料圖片

上周五
收報26,094點

12月10日
低見25,570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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