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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第一城「快閃盤」 辣稅過百萬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顏倫樂) 去年樓
市先升後跌，帶挈大額成交亦有不錯表
現。中原地產研究部高級聯席董事黃良
昇指出，2018年整體洋房(包括一手及二
手)買賣合約登記錄得 678 宗，總值
432.94 億元，較 2017 年的 633 宗及
265.53億元，分別上升7.1%及63%。宗
數是創2012年1,100宗後的6年新高，
金額是創23年歷史次高，僅低於1997
年的463.98億元高位。
2018年一手洋房買賣合約登記錄得

190宗，總值277.04億元，較2017年的
181宗及132.84億元，分別上升5%及
1.1倍。一手宗數是創2012年364宗後的
6年新高，而金額首度升破200億元水
平，創出歷史新高。黃良昇認為，數據
顯示優質一手洋房供應罕有，帶動洋房
呎價創新高，推高一手登記金額。
二手方面，2018年二手洋房買賣合約

登記錄得488宗，總值155.89億元，較

2017年的452宗及132.69億元，分別上
升8%及17.5%。二手數字是自2012年
的736宗及175.63億元之後，創六年新高。
黃良昇指，反映資金持續流向本地樓市，而
且市民的購買力提升，洋房豪宅需求明顯增
加，刺激整體洋房市道暢旺。

逾億元成交107宗 年飆1.4倍
受去年樓價上升帶動，2018年有107

宗價值1億元或以上的高價洋房買賣登
記，較2017年的45宗飆升1.4倍。去年
登記金額最高的為山頂聶歌信山道8號
Mount Nicholson 1期2號洋房，成交價
錄13.99億元。其次是山頂聶歌信山道8
號Mount Nicholson 1期17號洋房，錄
7.8 億元。山頂加列山道 12號 Twelve
Peaks 8號洋房錄7.3億元，排名第三
位。

周六日十大屋苑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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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周變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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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陳竣言表示，成交單位為沙田
第一城37座高層F室，實用面積

284方呎。據悉原業主去年11月以478
萬元以內部轉讓方式買入單位，持貨短
短三個月後以507萬元售出，雖然賬面
看似賺29萬元，但業主因為在不足半年
內將單位易手，需要支付20%額外印花
稅(SSD)約101萬元。

長假效應 二手成交放緩
市場仍然彌漫濃厚假日氣氛，二手交

投放慢腳步。美聯物業指，2月9日至
10日，十大屋苑錄得4宗買賣成交，較
之前周六日的8宗減少50%。美聯住宅
部行政總裁布少明表示，樓市小陽春於
1月提早出現，新年前二手交投見活
躍，惟受傳統節日因素影響，豬年首個
周六日二手成交處於較低水平。但觀乎
準買家入市信心仍然不俗，四處出動睇
樓覓筍盤，加上新盤向隅者眾，部分購
買力亦回流二手，預料農曆年假期後二

手成交量
將逐步回
復正常，
整體樓市
氣氛向好。
中原地產十大屋苑過去兩日錄得4宗

成交，較上周六日的11宗減少近64%。
中原地產亞太區副主席兼住宅部總裁陳
永傑指，農曆新年假期不少市民外遊或
忙於拜年，傳統上交投零落，目前樓市
仍未恢復正常，相信待下周長假期效應
陸續消散，樓市交投可望轉旺，二手成
交量將回升。
利嘉閣地產總裁廖偉強稱，過去周六

日節日氣氛仍然濃厚，業主及買家一般
外出旅遊，暫緩入市步伐，使不少屋苑
成交霎時間接近停滯。同時年假後一手
新盤暫未有大型焦點項目推出，以致整
體交投淡靜。綜合利嘉閣地產分行網絡
數據，過去周六日十大屋苑累錄5宗買
賣，較上周六日的8宗下跌約38%。

他續指，雖然過去周六日交投減少，
但鑑於年假前新盤及二手市場銷情理
想，反映市民入市意慾強、對後市持樂
觀態度；再者市場預測中美貿易談判順
利及加息機會微等利好因素，相信二手
交投將於農曆新年後有望穩步回升。
香港置業統計，十大屋苑於周六日錄

得3宗成交，按周跌25%。香港置業行
政總裁李志成說，農曆年後多個全新樓
盤蓄勢待發，加上最近美國聯儲局暗示
或暫停加息，不少買家入市信心增加，
預計隨節日外遊因素消退後，業主及
買家將重返市場，令睇樓活動回復活
躍。

荃灣中心成交價回升15%
雖然成交量減，但成交價格則見起

色。美聯物業鍾家豪表示，荃灣中心成
都樓(14座)低層B室，實用面積約377方
呎，2房間隔，以482萬元成交，實用呎
價約12,785元。原業主於2014年4月以
約293.8萬元買入上址，轉售賬面獲利
約 188.2 萬元。屋苑同類面積相若單
位，上月低位價曾見419萬元，意味上
述新成交價回升63萬元或15%。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顏倫樂) 踏入豬年後

首個周末，四大代理行在剛過去的周六日

錄得的成交宗數較上周減四至六成。業界

人士指出，農曆新年假期凍結市場購買

力，傳統上樓市交投零落，預料假期後二

手成交量將逐步回復正常，整體樓市氣氛

向好，二手成交量將回升。另一方面，市

場錄得罕有的短時間內細價物業轉售個

案，原業主需支付約101萬元的額外印花稅

(SSD)。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顏倫樂)
新春節日氣氛未過，加上市場未有
全新盤開賣，僅得一些新盤餘貨發
售，一手於過去周六日亦同樣交投
冷清，兩日合共才錄得 22宗成
交。市場觀望新春後發展商推售新
盤速度或會有所加快，但估計首先
推出的項目大多屬於豪宅物業。

逸瓏灣8錄4宗成交
一手新盤中，以信置大埔白石角

逸瓏灣8成交量最多，但亦只有4
宗交易，分佈於各座低至中層的B
室及J室，實用面積由563方呎至
699方呎，折實成交價由743.8萬
元至 994.7 萬元，折實呎價約
13,211元至14,231元。
市場預料，多個新盤於新春後會

陸續登場，其中新地已講明會推出
東半山司徒拔道18號項目第1期，涉53伙分
層住宅。華懋發展的薄扶林碧荔道現樓項目，
估計月內上載樓書及開放示範單位，料將以招
標方式出售。此外，嘉里石硤尾豪宅新盤緹山
已上載樓書，提供45伙，實用面積1,656至
7,171方呎，本月內發售機會大。
資深投資者盧華家族持有的長沙灣AVA

228，亦預計在農曆年後推出，涉約160伙，
其中七成為開放式單位。值得留意的是，項目
屬舊契項目，不受預售樓花同意書限制，可以
隨時推出市場，故推出時間仍可能會變動，預
計2021年12月底才落成，樓花期長達35個
月，屬長樓花期項目。

瑧尚294伙最快農曆年後推
新世界與市建局合作的土瓜灣九龍城道新盤

瑧尚，提供294伙，主要提供實用300至400
餘方呎的1房及2房單位，主打1房戶。發展
商期望樓盤短期內獲批預售，料最快春節後推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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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豪宅成交近433億 紀錄次高

■沙田第
一城有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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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後首先推出的項目料大多屬於
豪宅。

微軟陝西建AI基地

據介紹，自2013年12月西咸新區與微
軟中國簽署戰略合作備忘錄以來，雙

方通力合作，軟件服務外包人才培訓基
地、智慧城市建設和創新企業扶植等共建
項目成為內地政企合作的典範。
此次通過第二輪戰略合作，三方將共同

致力於西咸新區人工智能等硬科技產業發
展。

微軟全球資深副總裁、微軟大中華區董
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柯睿傑(Alain Crozier)表
示，由雲計算、人工智能、混合現實等技
術引領的數字化轉型，正在全球掀起第四
次工業革命。

柯睿傑：冀夥陝建具競爭力區域
陝西省新經濟戰略中，大力倡導以硬科

技為核心的數字經濟、智能經濟和創業創
新，為本地企業帶來全新的發展機遇。微
軟希望與政府和合作夥伴一起，進一步推
動微軟人工智能、雲計算等前沿技術與陝
西實體經濟的結合，助力本地企業經濟實
現數字化轉型，攜手西咸新區打造具有全
球競爭力和區域帶動力的新經濟產業體
系。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李 陽 波 西 安 報

道）微軟中國、陝西

微軟創新中心與陝西

西咸新區1月16日在

西安簽署第二輪戰略

合作備忘錄。未來三

方將利用微軟公司先

進的技術、全球領先

的經驗，依託微軟雲

暨移動孵化計劃，共

同致力於西咸新區人

工智能等硬科技產業

發展，打造陝西省人

工智能暨硬科技基

地。 ■微軟中國與陝西西咸新區簽署第二輪戰略合作備忘錄。圖為簽約現場。 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殷江
宏)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此間
舉行的新聞發佈會獲悉，去
年以來山東省屬企業資產證
券化迎來跨越式增長，齊魯
高速、山東黃金、兗煤澳洲
3戶企業在香港聯交所掛牌
上市，共募集資金85億港
元。截至去年底，山東國有
控股上市公司達到57戶。

省企利潤同比增40%
據山東省國資委副主任樊軍介紹，

2018年山東省屬企業實現營業收入
12,707億元(人民幣，下同)，實現利潤
總額660億元，同比分別增長14%、
40%；資產總額達到29,303億元，同
比增長18%，主要經營指標創歷史新
高。在國際化方面，去年山東省屬企

業融入「一帶一路」建設步伐加快。

公司制國企達85%
資料顯示，目前山東省屬企業公司

制改革基本完成。截至2018年底，山
東省地方國有企業中公司制企業戶數
佔比已達85%。58戶省屬各級企業完
成混改試點任務，首批10戶員工持股
試點企業試點工作有序推進。
另據介紹，山東省屬企業新舊動能

轉換全面破題起勢，已篩選231個項
目建立重點項目庫，計劃投資10,709
億元。
山東國惠投資有限公司黨委書記、

董事長于少明稱，山東國惠去年與以
色列庫克曼投資集團簽署協議，雙方
確定今年5月28日在山東舉辦「走向
以色列」2019中國—以色列跨境投資
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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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去年底，山東省已有58家省屬各級企業完成混改試點任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江宏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琳北京報道）兒
童娛教市場備受市場青睞。A股上市公司恒
信東方，近日在京推出了兒童商業新業
態——闔家歡體驗中心，讓教育和娛樂融
合。
恒信東方董事長孟憲民向香港文匯報指

出，內地龐大的兒童數量給兒童市場帶來
巨大的想像空間，然而能夠同時提供優質
教育和娛樂的產品及平台卻少之又少。希
望恒信東方的進入能建立全新的兒童娛教
業態。

依託先進技術 輕投入重體驗
據了解，闔家歡體驗中心集「AI闔家歡

體驗島」「VR歡樂島」「歡樂影像吧」為
一體，依託CG、VR、IP等三大基礎核心
能力，形成重體驗、輕投入的集合體，希
望能夠優化解決當前兒童產業鏈上終端同
質化嚴重、固定成本高、線上線下結合能

力弱、缺乏高品質產品等問題。
恒信東方首席技術官李小波介紹，闔家

歡體驗中心的問世，與恒信東方所擁有的
強大技術能力密不可分。
目前，公司擁有VR視頻流傳輸系統、三

維人體模型實時重建技術、CG製作實時渲
染、球幕製作、面部表情預捕捉等先進技
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
報道）海關總署廣東分署日前發佈，
2018年廣東省外貿進出口總值7.16萬
億元(人民幣，下同)，外貿規模首破7
萬億元，創歷史新高，比2017年同期
增長5.1%，外貿總額連續33年保持
內地各省市第一。其中，出口4.27萬
億元，增長1.2%；進口2.89萬億元，
增長11.3%；實現貿易順差1.38萬億
元，收窄14.8%。其中，對美國貿易
8,731.2億元，較2017年增加107億

元，增幅為1.2%。

末季進出口增長急降至2.4%
據介紹，前三季度進出口規模逐季

提升，第四季度有所回落。2018年前
三季度，廣東省進出口規模逐季提
升，進出口值分別為1.56萬億元、
1.67萬億元和1.97萬億元。第四季
度，進出口 1.95 萬億元，僅增長
2.4%，比第三季度減少279.8億元，
增速回落9.7個百分點。

恒信東方拓兒童娛教業務

粵外貿規模首破7萬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