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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將至，各大地產商都為旗下商場點亮了璀璨的聖誕燈飾。聖誕節雖非內地假期，但受惠「一橋一鐵」通車帶動，吸引
遊人來本港商場消費，帶旺香港零售市道。圖為遊人在商場聖誕裝飾前拍照。 中新社

馬亞木論投資 買騰訊賺好多
長揸中環中心不拆售 「租晒就好」

翠擁華庭呎價跌穿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悅琴) 長實去年底以402億元出售中環中心75%

樓面予一眾投資者，其中「小巴大王」暨八公館董事長馬亞木昨日出席中

環八公館開幕典禮時表示，其所持中環中心的樓面已租出90%，強調無

意出售或減租，又稱，最近都有趁低吸納股票，例如騰訊（0700）、港

交所（0388）及匯豐（0005），更透露買騰訊令他賺了好多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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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環中心全數75%業權涉
及 47 層樓面已完成分

貨，全部已轉入各股東名下，
「小巴大王」馬亞木持貨多達
13層，成為最大股東。馬亞
木表示，現時持有中環中心的
樓層仍有約10%較低層單位未
租出，意向呎租約80元，強
調不會減租，因減租代表經濟
差，並預計明年商廈市場不
錯，會有上升空間，亦沒有計
劃出售任何單位，「有前景，
使乜賣」，「希望租，租晒就
好喇！」
他強調，看好商廈前景，租
金只會向上，又指，去年底向長實購入中環
中心時，該商廈的呎租只有70元至80元，
如今中高層單位呎租已升至100元至110
元，低層單位呎租亦有80元至100元。他
稱，最近未有物色「新目標」商廈投資，又
認為，明年樓市走勢平穩，會「中中挺
挺」。

朱李月華：樓市下調空間較大
同場的金利豐（1031）行政總裁朱李月
華表示，有部分中環中心股東會出售其所持
樓面，但她自己無意出售所持中環中心7層
樓面，部分會留作自用，又指中環寫字樓出
租需求好大。展望明年樓市前景，她預期，
下調空間會較大，認為投資要量力而為。

「磁帶大王」陳秉志亦稱，其持有的中
環中心樓層會作出租用，目前呎租約90元
至100元，有關中環中心的財團貸款已解
決，利息為H+3%，主要透過恒生及匯豐
安排貸款。

開八公館 米芝蓮主廚坐鎮
昨日開幕位於中環域多利皇后街8號八公

館，由馬亞木、陳秉志、林子峰及喜悅飲食
集團負責人歐滿棠合股投資。歐滿棠表示，
此中菜館總投資額約2,500萬元，共有3
層，最大VIP房間是24人房，找來米芝蓮
星級主廚坐鎮，物業屬馬亞木持有，並以較
相宜租金出租予八公館，希望在金融區內以
平民價錢打造不平凡的菜式。

■馬亞木(左四)預期，明年樓市會「中中挺挺」。
記者梁悅琴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梁悅琴)信置牽頭
與市建局合作觀塘凱滙第1期次批383
伙昨日截票，信置營業部聯席董事田兆
源表示，該盤短短3天半共收逾5,000
票，超額登記12倍。該批單位於今日發
售，價單市值約60億元。
另外，新地旗下何文田天鑄昨再透過

招標售出共8伙分層單位，單日套現超
過4.1億元；當中成交額、呎價最高單
位為第5座20樓C室，實用面積1,723
方呎，成交金額 6,358.5 萬元，呎價
36,904元；其餘單位成交金額4,042.138
萬至5,815.06萬元，成交呎價29,656至
34,277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平
安集團旗下深圳壹賬通智能科技董事長葉望春表
示，平保集團一直以來大力發展金融科技，在過
去投入金融科技研究超過500億元（人民幣，下
同），未來將升至1,000億元，每年都會拿出收
入的1%用於金融科技研發。

逾4萬節點 覆蓋20多萬企業
他稱，平保重點關注AI人工智能、雲計算、
區塊鏈，他們在人臉識別、微表情、語音識別等
方面居於行業領先，微表情準確率在99.8%，人
臉識別調用次數超過17億。集團在國外也引進
了很多區塊鏈的人才，2017年集團金融區塊鏈
交易就達到了數千億元，現在金融區塊鏈交易達
到1.8萬億元。目前，平保在中小企業節點上有
4萬多個節點，覆蓋20多萬個企業，現在集團用
在香港貿易，以及今後和香港的包括新加坡的貿
易上面的連接都是通過區塊鏈的技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梓田）二手交
投持續受壓，買家入市意慾不高，開價「鬆
動」的放盤業主才有望得垂青，其中青衣灝
景灣錄得三個月內的「破蛋」成交，有2房
戶業主放盤一個月後減價60萬元，終以800
萬元售出單位；而荃灣荃昌中心錄得2房戶
勁減近兩成，以418萬元將單位沽出。馬鞍
山翠擁華庭以實用呎價9,593元沽出，跌穿
一萬關。

灝景灣單位800萬沽 議價7%
在中美貿易戰陰霾下，近日交投氣氛平
平，新界西頻現業主減價，並帶動成交氣
氛。利嘉閣地產彭錦添表示，最新錄得青衣
灝景灣1座中層D室的成交，實用面積約
537方呎，為2房間隔。單位約於一個月前
開始放售，原叫價860萬元，經議價後減價
60萬元或約7%，單位最終以800萬元沽
出，折合呎價約14,898元。
彭錦添又指，上述為灝景灣三個月以來
首宗破蛋成交，屋苑目前約有18個單位放
售，最低入場費由約830萬元起。

荃昌2房418萬賣 減幅18%
中原地產陳文杰表示，荃灣荃昌中心日
前錄得昌寧大廈低層C室成交，實用面積
316方呎，採2房間隔，原業主11月份開價
510萬元，剛以418萬元易手，單位累減92

萬元或18%，實用呎價13,228元。準買家
見上址樓價合理，遂睇樓後即日決定購入單
位自用。原業主持貨30年，轉手賬面獲利
383.5萬元或11倍。

峻瀅II單位累減逾百萬沽
新界東方面，中原地產伍錦基指，將軍
澳新近錄得峻瀅II成交，單位為1座高層D
室，實用面積747方呎，採3房1套房間
隔。單位放盤多時，5月份開價980萬元，7
個月累減110萬元，以870萬元沽出，實用
呎價11,647元。伍錦基補充，峻瀅本月至
今暫錄得4宗成交，與上月交投量看齊，平
均呎價徘徊於11,726元水平。
世紀21奇豐物業鄭達昌表示，新近錄得

馬鞍山翠擁華庭成交，單位為9座高層A
室，實用面積963方呎，屬3房間隔。單位
原開價1,000萬元，放盤2個月，累減76.2
萬元，最終以923.8萬元易手，實用呎價
9,593元。
至於居屋市場，不少買家均等候明年新
居屋供應，業主仍需大劈價求售套現，世紀
21奇豐物業莊瑞生表示，馬鞍山錦豐苑最
新錄得E座高層6室減價轉手，實用面積
431方呎，採2房間隔。原業主開價650萬
元，放盤2個月，議價後減價160萬元或
24.6%，最終以490萬元(自由市場) 沽出，
實用呎價11,369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梁悅琴) 新地決定
將北角海璇第6座轉作服務式住宅「海璇
匯 」正式招租，首批單位推出共30伙，
包括一房至兩房單位，月租由 3.5萬元至
6.8萬元，呎租由約98元至約114元，挑
戰港島東呎租新高。
海璇匯由新地屬下豪宅租務品牌Signa-

ture Homes負責策劃及管理，Signature
Homes總經理官曉霓表示，海璇匯是坐落
於維港臨海的全新頂級服務式住宅，品味
居庭配備豪華酒店式服務，照顧租戶生活
上的細節，再配上新一代數碼化設備，定
能為生活上帶來更方便。

單位年收租可達7000萬
海璇匯共提供140間服務式住宅，戶型

由一房到三房單位，以及附設平台戶及/
或天台特色戶，實用面積由361平方呎至
1,063平方呎；項目鄰近交通樞紐，相信
可吸納一眾國際企業的高級行政人員租
住。項目單位若全數租出，預計全年租金

收入可達約 7,000 萬
元。
海璇匯除了為住客

提供免費Wi-Fi服務，
每戶更添置智能家居
系統，亦首創涵蓋全
屋電器的聲控功能。
住客更可透過應用程
式安排住客服務，如
訂餐服務、預訂會所
設施等。未來，項目
亦計劃為應用程式增
加支援多種語言的功
能，以方便不同國籍
的租客。每間出租的
服務式住宅均配有時尚及實用的傢俬，項
目提供高品質的家居電器，包括LED或
OLED電視機、藍光影音播放機、藍牙揚
聲器及無線充電藍牙鬧鐘。各戶均備有
Vintec電子溫度調節酒櫃。項目為三房單
位配備電動窗簾，主人套房之浴室，更特

別設有地暖系統。
住客更可享用海璇住客會所「Club Vi-
ci」，總面積約28,900 平方呎，設施包括
總長度約60米戶外內泳池、水力按摩池
「King's Jacuzzi」及設備完善的24小時健
身室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
道）港交所（0388）首席經濟學家巴曙
松昨在深圳出席一個金融科技峰會時表
示，區塊鏈技術應用全球獲突破，全球
許多交易所已從不同領域作出開拓，有
的交易所已經開始用於資產交易、清算
領域、數據交易平台的設立，以及依託
區塊鏈框架進行相關合作。
他認為，交易所將區塊鏈作為分佈式
的數據庫或者去中心化數據庫在交易所
應用體系裡運用也是很重要的一個題
目，同時因為區塊鏈的構建分佈式的組
織是其中一個發展方向。

巴曙松：助促證券交易流程效率
巴曙松表示，從交易所交易角度來

看，利用區塊鏈技術重塑證券交易流程
確實能提供比較大的效率。從技術流程
看，傳統證券交易流程環節比較多，一

個投資者在買進股票成交之後，流程轉
到結算所分別清算資金和股票，環節非
常多，各環節很容易出錯。一些世界上
發達國家的交易所也是手工填單的，牛
市時期手工填單效率跟不上牛市高頻的
成交。如果在這個環節使用區塊鏈技
術，當交易發生的時候，就可以同時啟
動清算，極大縮短交易時間，有利於參
與方數據快速地處理。通過智能合約的
驗證解決降低每個環節出現的問題，自
動降低風險。
另外區塊鏈具有不可篡改性。巴曙松

指，有的交易所已經推出或者即將推出
的應用是在於資產再抵押。從監管角度
來說，區塊鏈技術所具有的不可篡改、
公開透明這些特性，使得監管者能夠跟
蹤過去的數據，而且通過把自己的規定
寫入智能合約，實現智能監管。在規則
明確的監管框架裡面，全產業鏈可以查

看數據賬本上全部數據。

艾學峰：深設專項獎促金融科技
出席峰會的深圳市副市長艾學峰表

示，深圳市政府高度重視金融科技發
展，專門設立了金融科技專項獎，在科
技領域實現率先突破。此次峰會為探討
金融科技監管前沿問題提供了平台，峰
會能為金融科技創新提供新點子、新思
路，為金融發展和科技進步作出新的積
極貢獻。

馬斌：靈鯤平台助實時識別風險
在同一場合的深圳騰訊計算機系統副

總裁馬斌介紹說，騰訊利用自身網絡資
源的優勢，大力發展金融科技技術的研
發，在整個虛擬空間裡面已經覆蓋了
99%的網址，並有70億個學習知識點。
今年騰訊推出的靈鯤大數據金融安全平
台，就是提供金融監管手段，能夠幫助

監管機構提早做好實時風險的識別和防
範系統性的金融風險，目前他們的產品
和服務已經應用到逾15個省市，助力金
融健康有序發展。

金融區塊鏈
平保交易達1.8萬億

海璇匯呎租叫114元 一房月租3.5萬起

■市民參觀凱滙1期示範單位。 資料圖片

超額12倍 凱滙次批收逾5000票

■Signature Homes總經理官曉霓表示，海璇匯可吸納一眾國
際企業的高級行政人員租住。

■巴曙松稱，全球許多交易所從不同領域
開始突破區塊鏈技術的應用。 李昌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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