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梓田）貿易戰打殘製

造業，IMF及世界銀行相繼下調環球經濟增長預

測，經濟衰退的幽靈正在徘徊。上周創歷史新高

的中原城市樓價指數CCL，昨日公佈最新回軟

0.25%，終止十六周連升。中原地產指出，三大

指數今周齊跌，反映中美貿易戰惡化對樓市的影

響開始浮現，不過今周跌幅輕微，相信樓價並非

轉勢向下，預計未來樓價由連升轉為高位爭持，

直到中美貿易談判有明顯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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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衰退驚嚇 樓價登頂回落
CCL 16連升告終 貿戰發展左右後市

新地大灣區擁3千萬呎項目

反映本港樓價的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CCL，最新報188.95點，自上周

創新高後，今周回軟0.25%，十六周
連升斷纜。報告指，昨天公佈的指
數，是根據5月27日至6月2日簽訂正
式買賣合約的中原集團成交計算。當
中有近七成的交易是在5月13日至5
月19日簽臨時買賣合約，即是5月6
日美國宣佈調高中國商品入口關稅後
第一周市況。

大型單位連續3周創新高
除CCL下跌外，CCL Mass同樣回

軟，按周下跌0.73%，報189.98點。至
於CCL(中小型單位)報188.49點，上周
創新高後，今周回軟0.57%。早前三大
整體指數齊升16周，創出歷史最長齊

升。另外，CCL(大型單位)報 191.25
點 ， 按周升 1.38% ， 連 升 5 周 共
5.94%，兼連續3周創歷史新高。數據
顯示豪宅樓價升勢持續，支持樓價於高
位企穩。

黃良昇料需待貿談進展
中原地產研究部高級聯席董事黃良昇

指出，CCL、CCL Mass及CCL(中小
型單位)今周齊跌，結束三大整體指數
齊升16周。中美貿易戰惡化對樓市的
影響開始浮現，CCL及CCL(中小型單
位)上周創新高後回軟，但跌幅輕微，
CCL仍為歷史次高，相信樓價並非轉
勢向下。他預計，未來樓價由連升轉為
高位爭持，直到中美貿易談判有明顯進
展。

從地區來看，新界東CCL Mass 報
200.59點，按周升0.82%，連續4周企
穩 200 點上下。港島 CCL Mass 報
196.96點，按周跌0.25%，連續4周企
穩 197 點上下。新界西CCL Mass 報
170.66點，按周跌1.05%，連升5周後
回軟，兼連續4周企穩170點上下。九
龍 CCL Mass 報 185.11 點，按周跌
1.65%。

港九新界 新界東獨升
今周四區指數一升三跌，上周兩升兩

跌，早前連續六周三升一跌，分區樓價
升勢遇上阻力。四區之中，港九市區樓
價較接近自己歷史高位，港島相差
0.52%，九龍相差1.90%。新界東相差
3.94%，新界西相差3.58%。

另一邊廂，美聯樓價指數卻錄得升
幅，最新5月29日至6月4日報176.88
點，連升15周，按周再升約0.82%，較
四星期前升約3.55%。若與今年低位相
比，已累升約11.77%，並較去年高位
176.54點高出0.19%。

美聯樓價指數繼續連升
若以3區劃分，上周樓價升幅最大的

是新界區。該行新界樓價指數最新報
167.59點，按周升約1.08%，較年內低
位累升約 15.8%。港島樓價指數報
188.34點，按周升約1%，較年內低位
錄約7.14%升幅。九龍樓價指數按周升
幅最少，報170.06點，升0.38%，若與
該 區 年 內 低 位 相 比 ， 上 升 了 約
11.84%。

中美貿易爭端上月起
突然升級，令樓市形勢
急變，終在本周的CCL
得到印證。不過，美國

總統特朗普反覆無常，中美貿易戰
況難以預計，未來樓市發展，卻很
大程度仍繫於貿易戰的發展。從貿
易戰目前已造成的破壞來看，即使
G20峰會中美元首會面有好消息，中
美互相加徵的關稅、美國「封殺」
華為等措施，也不大可能完全取
消。其「戰火」已對經濟造成實質
損害，更不會很快得到恢復。

中美互駁火 港貿易急跌
美國5月10日起宣佈啟動對2,000

億美元自中國進口商品關稅提高至
25%。中國隨即亦宣佈反制措施，自
6月1日起，對已實施加徵關稅的600
億美元清單美國商品中的部分，提
高加徵關稅稅率，分別實施 25%、
20%或10%加徵。對之前加徵5%關稅
的稅目商品，仍繼續加徵5%關稅。
美國以「封殺」華為還招，中國則
制訂「不可靠外資清單」及放風收
緊稀土出口來反制。特朗普昨又重
申，威脅將對另外價值約3,000億美

元的中國輸美商品加徵多達25%的關
稅。

中美連場大戰，拖累近期股市大
瀉，本港最新的出口及零售數據均
下挫，政府4月本港整體出口和進口
貨值分別下跌2.6%和5.5%，較市場
原預期分別升0.1%及跌0.1%為差，
本港出口貨值更是連跌6個月；4月
的零售業總銷貨價值的臨時估計為
377億元，按年下跌4.5%，已經連跌
3個月。5月的日經香港採購經理指
數(PMI) 4月由48.4跌至46.9，創下
2016年6月以來的最低水平。

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永遠榮譽
主席、香港金邊實業董事總經理劉
達邦指出：「旗下工廠自去年11月
以來，一張美國單都接不到，現時
營 商 環 境 不 止 困 難 ， 直 情 是 嚴
峻」。他認為，中美貿易戰一日未
解，數字只會一個月比一個月差。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及世界
銀行近日都下調世界經濟增長預
測。其中，IMF總裁拉加德本周三在
華盛頓的美國企業協會演講，指貿
易緊張局勢升級可能會破壞全球經
濟增長的擔憂，正在成為現實，會
導致世界經濟廣泛的放緩。在4月，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6個月內第三次下
調全球經濟增長預測，將增速預期
下調至金融危機以來的最低點，理
由包括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貿易談判
破裂等下行風險。

經濟走下坡，本港樓市亦開始露
疲態，5月初新盤交投仍相當火熱，
但到月中開始已見放緩，之後發展
商未敢貿然推新盤，一二手樓市則
不斷出現撻訂個案。Oxford Eco-
nomics Ltd.經濟學家 Tommy Wu 認
為，樓價難以繼續高企，未來數月
甚至更長時間裡情緒可能變得更謹
慎，如果股市繼續受壓，特別是如
果美中貿易緊張局勢沒有大幅緩解
的跡象，樓價就會下跌。

哈佛教授憂港樓成「冰島」
另一位著名經濟學家、哈佛大學

教授Carmen Reinhart也直指香港樓
市的泡沫，稱香港有「許多元素讓
人想起愛爾蘭、西班牙、冰島」。
上述三國都在2008年的金融海嘯中
沒頂，冰島更成為全球第一個「國
家破產」的國家。香港樓市今次能
否避過一劫？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梓田）早前多次發表
看淡樓市言論的紀惠集團行政總裁湯文亮，曾表
示「五窮六絕」月份不是買磚頭的好時機，但畢
竟「名人愛磚頭」，上月仍然斥資買入港島區豪
宅。土地註冊處資料顯示，湯文亮購入之物業為
大潭陽明山莊11座中層67室，面積2,049方
呎，連車位成交價為6,950萬元，呎價33,919
元。據悉，湯文亮只需付約295萬元印花稅，即
樓價4.25%。換言之，湯氏今次是以首置名義入
市，即慳辣稅747萬元。

首置買陽明慳辣稅747萬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向湯文亮查詢時，他回覆

指，不怕買入單位後價值大跌，這是用作長線投
資，而且今年在股市賺了些少錢，可以用現金成
交，基本上不會問銀行借錢。另外，由於新樓空
置稅，地產商會減少建豪宅，豪宅價就算不升都
會保持平穩。
對於CCL回軟，湯文亮表示，中原指數在5

月下旬成交量急跌，顯示已經是強弩之末，就算
美國沒有加徵關稅，樓價亦會下跌，或者遲多兩

個星期。如果沒有貿易戰，這反而是好現象，樓
市會在8、9月再上升。不過，如果貿易戰爆
發，一切又不同，中原指數可能會繼續下跌，年
底時與年初相差不會太遠。

現階段一動不如一靜
湯文亮又指，見到有廠家朋友開始賣樓，套
現應對貿易戰。他表示，近日市場上有不少中型
單位出售，那些業主已經持貨多年。雖然有朋友
認為中美貿易「戰火連天」，但影響樓市的有利
因素仍然沒有變化，在現階段應該一動不如一
靜，但亦有內地廠家已開始賣樓套現，希望捱過
貿易戰。
湯文亮透露，不少開廠的朋友隨時持有超過十

個單位，他們雖然繼續做廠，但已今非昔比，每
一年沒有虧蝕已經「偷笑」，而近年低端的工序
已被內地人取代。貿易戰對他們亦有影響，由於
美國訂單減少，大廠低價搶細廠的訂單，就算數
量不多亦照搶，所以內地細廠很難生存，但要那
些廠家放棄他們的基業很困難，他們寧願賣一層
樓來支持工廠，所以市場上中型單位放盤增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 南沙報道）中美貿易戰持續升溫，新
地執行董事郭基煇昨坦言，擔心貿易戰變成科技戰，對香港樓市
造成衝擊。
回顧4月底時，郭基煇還表示估不到香港樓市反彈得如此

快。相隔一個多月，中美貿易戰惡化，港股於5月挫近
2,800點，他預期，樓價走勢跟恒生指數走勢，若恒指平
穩發展，樓市亦會相對平穩，若恒指波幅較大，認
為經濟及樓市並不會獨善其身。
他認為如中美貿易戰再升溫，市場會充斥不

明朗因素，未來樓價走勢仍視乎貿易戰、科技
戰去向，目前較擔心未來對本港的衝擊及樓
市走勢，惟希望市民置業情緒無大變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 南沙報
道）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出台
後，新鴻基地產於廣州南沙慶盛首個綜
合商業發展項目昨日舉行奠基禮。新地
執行董事郭基煇表示，集團未來會積極
参與投資大灣區標誌性綜合商業發展項
目，不計香港，集團目前及即將於區內
動工項目總樓面達3,000萬方呎，希望可
以帶動區內城市升級轉型。
他稱，新地在大灣區每個主要城市都

有項目在密切洽談中，並不會圍繞純住
宅項目發展，而是考慮如何替城市服務
及增值，以達至雙贏，幫助有關城市及
其產業轉型，故會尋找商住並存的綜合

體項目，尤其是以公共交通導向型發展
（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的綜
合體項目。

南沙項目投資60億人幣
他指出，集團看好南沙前景，皆因南

沙位處粤港澳大灣區中心，當地政府積
極配合國策招商引資，將慶盛打造成人
工智能、智慧新創中心、商業服務及高
等教育中心，又引入香港科技大學開設
分校。集團所投資的南沙慶盛綜合商業
項目，總樓面約355萬方呎，總投資額60
億元人民幣，將包括建有樓高250米(約
60層)的南沙最高商廈，及有約86萬方呎

樓面的商場，結合項目擁有四線交匯的
交通優勢，而在慶盛乘坐高鐵到香港西
九龍高鐵站只需一小時，可直達新地另
一地標項目香港環球貿易廣場，料將吸
引人工智能產業，金融服務業進駐，幫
助南沙區升級轉型。
財務非常謹慎，也有充足現金流及龐

大賣樓收益，今個財政年度的賣樓收入
已超過每年目標400億元、租金收入也有
200億元以上，不太受有關政策影響。
對於內地收緊積極投地發展商的融

資，他重申，新地財務非常謹慎，也有
充足現金流及龐大賣樓收益，今個財政
年度的賣樓收入已超過每年目標400億

元、租金收入也有200億元以上，不太受
有關政策影響。

商業項目需挑選好地方
談到新地鍾情尋找大灣區商業綜合項

目投資機遇，對區內商業樓宇前景有何
看法？他坦言，每個城市都有機會出現
商業樓宇供應過剩問題，大灣區都面對
此問題，直言商業項目一點都不易做。
他又指，現時網購行業生意走下坡，新
地要趁機發展優勢，有需要挑剔好地
方，集團會策略性地尋找標誌性重點地
段來投資，帶領顧客有不一樣的體驗及
創新元素。

新地郭基煇：憂貿易戰科技戰衝擊

湯文亮：廠家朋友賣樓應對貿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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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市委常委、南沙區委書記蔡朝林，南沙區委副書
記、區長董可，新鴻基地產執行董事郭基煇等為新地南
沙慶盛項目培土。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悅琴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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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文亮指湯文亮指，，不少開廠的朋友不少開廠的朋友
隨時持有超過十個單位隨時持有超過十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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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走下坡經濟走下坡，，
本港樓市亦開始本港樓市亦開始
露疲態露疲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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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周累升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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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戰啟動後CCL指數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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