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一手樓
空置稅刊憲立法在即，發展商紛紛擴大
折扣率變相減價或引入長成交期加快去
貨。未來4日至少有630伙新盤單位發
售，包括南昌站匯璽III(352伙)、北角海
璇(6伙)、長沙灣悅雅(15伙)、何文田KA-
DOORIA (1伙)、油塘曦臺(84伙)及荃灣
映日灣(172伙)，當中約57%為現樓盤。

悅雅減價3% 匯璽III累收4千票
雅士圖遠東置業等發展並準備入伙的
長沙灣納米盤悅雅昨取消建築期付款，
並將120日付款方法折扣優惠由3%擴大
至6%，變相減價3%，同時新增150日付
款方法。該盤於本周五發售15伙，實用
面積 199 至 338 方呎，售價 591.5 萬至
981.9萬元，扣除最高6%折扣，折實價約
556萬至923萬元，明顯較新地旗下南昌
站匯璽III折盡入場605.62萬元為低，擺
明截擊。
新地旗下已入伙的南昌站匯璽III首輪
352伙今日截票，消息指，至昨晚累收

4,000票，超額登記逾10倍。該批單位於
明日發售。
宏安地產夥旭輝控股合作的油塘曦臺

前晚加推33伙，當中包括3伙連天台特
色戶及首度推出的4房雙套連儲物室單
位，實用面積547至1,274方呎，售價由
1,357.3萬至4,136.4萬元，最高折扣13%
至 20%，折實價1,143.8 萬至 3,598.7 萬
元，折實呎價18,242至28,247元，若果
買家曾購入THE MET系列，可再獲1%
售價折扣。其中第2座37樓A單位命名為
「maya Panorama」，實用面積1,274方
呎，屬4房2套連儲物室及工人套房連天
台設計。
發展商亦為指定單位買家新推「180天

起動九龍東88按揭付款計劃」，為準買
家提供備用第一按揭及第二按揭貸款，
其中一按最高80%，二按最高8%，二按
貸款期4年，期內免供息。

曦臺周五賣84伙 海傲灣推120天付款
宏安地產執行董事程德韻表示，曦臺

最新加推33伙，將連同早前推出的單
位，共84伙一併於本周五以先到先得的
形式出售。
九龍建業旗下剛入伙的油塘海傲灣改

推120天輕鬆現金付款計劃吸客，本周六
生效。九龍建業市務及銷售部總經理楊
聰永表示，海傲灣剛取得滿意紙，準備
交樓事宜，由於已沒有建築期，因而於
昨日公佈取消建築期付款，改為新推120
天輕鬆現金付款計劃，該盤累售576伙，
尚餘70伙待沽。
另外，龍湖集團夥合景泰富合作的啟

德 尚．珒溋今日開價，加入搶客戰。新
盤成交方面，新世界旗下北角柏蔚山昨
連沽2伙高層四房戶，單日套現近億元。
其中第2座32樓A室為四房連傢具單位，
實用面積1,271平方呎，成交價5,617.5萬
元，呎價44,197元。據代理透露買家被
董事長1,440付款計劃所吸引。香港興業
旗下愉景灣意堤亦以1,844.4萬元售出第6
座12樓A室，實用面積1,019方呎，三房
戶，呎價1.81萬元。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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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加拿大

8月消費者物價調和指數(HICP)月率終值，預測+
0.2%，前值-0.5%
8月消費者物價調和指數(HICP)年率終值，預測
1.0%，前值1.0%
8月建築許可年率，預測130.0萬戶，前值131.7萬戶
8月建築許可月率，前值6.9%
8月房屋開工年率，預測124.7萬戶，前值119.1萬戶
8月房屋開工月率，前值-4.0%
8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月率，預測-0.1%，前值+0.5%
8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率，預測2.0%，前值
2.0%
央行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月率，前值0.3%
央行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率，前值2.0%

金匯錦囊
日圓：美元兌日圓將反覆走高至109.00水平。
金價：將暫上落於1,490至1,520美元之間。

美元兌日圓本周初在107.45附近獲得較
大支持後迅速重上108水平，周二曾向上
逼近108.40水平6周多高位。雖然沙特阿
拉伯石油設施遇襲，日圓匯價本周初曾顯
著反彈，美元兌日圓一度下跌至107.45水
平，但其後市場避險氣氛未有進一步升
溫，抑制日圓升勢，同時美國10年期長債
息率連日企穩1.81%水平之上，依然保持
過去兩周以來的大部分升幅，該些因素反
而引致美元兌日圓逐漸掉頭回升，收復周
一早段所有跌幅。
另一方面，日本經濟產業省上周五公佈

7月份工業生產的修訂值，分別維持按月
及按年升幅在1.3%及0.7%水平不變，不
過日本7月份核心機械訂單明顯轉弱，不
利日本下半年經濟表現，加上美日兩國有
望在短期內簽訂的貿易協議中，美國還未
確定是否豁免日本汽車的進口關稅，不排
除日本央行本周四政策會議將
作出寬鬆行動，不利日圓短期
走勢。此外，歐元過去兩周均
守穩1.0925美元附近主要支持
位，帶動歐元兌日圓交叉匯價

呈現反彈，並於近日重上8月初位於119至
120之間的高位，有助美元兌日圓進一步
轉強。預料美元兌日圓將反覆走高至
109.00水平。

避險氛圍未散 金價回吐受限
周一紐約12月期金收報1,511.50美元，

較上日升12美元。現貨金價本周初受制
1,512美元附近阻力後走勢偏軟，周二大部
分時間徘徊在1,493至1,500美元之間。市
場避險氣氛經過周初的升溫，周二稍為減
退，美國與德國10年期長債息率跌幅放
緩，而美元指數亦一度重上98.75水平上
周高點，限制金價反彈幅度。隨着沙特油
田遇襲，中東局勢偏向不穩，避險氣氛隨
時掉頭升溫，將限制金價的回吐幅度，有
助金價續處橫行走勢。預料現貨金價將暫
時上落於1,490至1,520美元之間。

中美互釋善意美股資金歸隊

上周美中雙方分別透過豁免清單或推
遲關稅釋出善意，貿易戰發展轉為

正向，加上蘋果新品發表帶動科技股走
揚，美股四大指數周線收紅，其中，除
道瓊指數連續8個交易日收高外，標普
500指數也再次突破3,000點關卡，逼近
於7月創下的歷史新高紀錄。在全球其他
重要市場方面，貿易戰正面發展感染國
際股市氛圍，加上歐洲央行（ECB）宣
佈調降利率及重啟量化寬鬆（QE）政

策，刺激包括日本東證指數、MSCI新興
市場及道瓊歐洲600等重要指數單周收
漲，全球股市回溫。
安聯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經理人謝

佳伶指出，美中兩國上周相互釋出善
意，除中國宣佈對美國商品的豁免清單
及計劃採購美國農產品外，特朗普也放
出風聲，宣佈將上調部分商品關稅的時
間後延，此一正面發展，在提振了風險
性資產的同時，也為避險性資產帶來了

些許壓力。
謝佳伶表示，在市場風險情緒出現改

變的時候，往往會伴隨着資金版圖的挪
移，部分熱錢會在此時快速移轉，以進
行避險或尋找成長機會。

宜避免頻繁資金挪移減損回報
然而對一般投資者來說，在新的局勢出
現後再進行資金移轉往往已落後市場發
展，不但可能面臨追高殺低的窘境，如此
頻繁的資金挪移，往往也可能減損報酬。
謝佳伶指出，在時局多變的此刻，妥善

的資產配置對許多投資者來說其實是最佳
的應對，如將具有穩定債息、成長資本利
得與掩護性買權等不同特性的資產作為核
心配置，便可在以成長股跟漲市場的同
時，仍能以來自債券資產的息收對資產帶
來保護，在猝不及防的風險與回彈行情中
取得平衡，以不變應萬變。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美中相互釋出善意，市場情緒轉為樂觀，進而提振

股市表現。從資金流向觀察，根據美銀美林引述EP-

FR統計顯示，除歐洲、全球新興市場資金仍呈微幅

淨流出外，包括美國、亞洲（不含日本）以及拉美市場資金皆為淨

流入，其中美國更由前一周的失血轉為淨流入172.57億美元，資金

大幅歸隊。 ■安聯投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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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望央行會議結果 日圓續偏軟
動向金匯

馮強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顏倫樂) 市區土地珍
貴，不少發展商透過收購舊樓增加市區土地
儲備。恒地昨日透過強制拍賣，以底價21.37
億元投得紅磡黃埔街1至21C號、必嘉街80
至86號舊樓。據了解，項目地盤總面積為
19,725方呎，預計重建後的可建樓面約達
177,525方呎。

重建後可建約17.75萬方呎
項目現址為5幢7至8層高的商住唐樓，於

1956至1957年落成入伙，樓齡逾60年，由
144個住宅單位及20個地舖組成。恒地於

2016年3月已成功收購逾8成業權，故提出
強拍申請。
據知，利奧坊系列主打開放式及一房等細

單位戶型。而在利奧坊及黃埔四街之前，恒
地旗下逾百萬呎樓面的市區住宅項目，已是
2006 年推售的土瓜灣翔龍灣，共提供1,782
個住宅單位。
仲量聯行資本市場部資深董事李佩儀表

示，近期市況雖然轉弱，但本港土地供應不
足的問題難以解決，市區住宅地皮更是買少
見少，預料發展商仍然會積極併購舊樓以吸
納市區優質地皮。

爪哇7.8億購中環華威大廈近六成樓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悅琴）爪哇控股

（0251）昨公佈，以7.8億元購入位於中環威
靈頓街50號華威商業大廈近六成樓面，包括
地下、地面上層、1及2樓的B室、3至22樓2
及3號單位，以及部分天台，涉及樓面34,243
方呎，呎價22,778元。通告續指，上述單位
截至2018年底，年租金約1,860萬元，以購入

價7.8億元計，租金回報率約2.4厘。
華威大廈為1幢24層高之寫字樓，於1998年9

月竣工，坐落於中環核心威靈頓街最優越位置，
鄰近鏞記酒家，距離皇后大道中及中環港鐵站僅
徒步之遠。大廈租客多為專業機構，如會計師
行、診所及律師行等。是次出售的58.83%不可
分割業權，總建築面積約34,243方呎。

空置稅殺到 630伙新盤周內趕去貨 恒地21.37億統一紅磡地盤

會議記錄偏鴿 澳元掉頭跌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楚淇

美元走勢獲見支撐，因沙特石油設施
遇襲以及該地區出現軍事行動的風險令
油價維持升勢。沙特阿拉伯原油生產設
施周末遭襲推動油價在周一升近15%，
布蘭特原油錄得逾30年來最大漲幅。周
二油價略有回落，但仍居高位。此次襲
擊令沙特原油產量減半，讓人越發擔心
中東地區會出現報復行動。歐元兌美元
周一下滑近一百點子，一度跌破1.10關
口。提振美元的另一因素是，美國聯邦
儲備理事會(FED)為期兩天的政策會議
前，部分美元空頭退出，市場人士普遍
預計美聯儲周三將降息25個基點。
技術走勢而言，圖表見相對強弱指標

及隨機指數處於回落，故此，倘若歐元
兌美元後市明確跌破近日險守着的1.09
水平，料匯價跌勢或見進一步加劇，下
方支持將指向1.08及1.0720水平，較大
支撐指向1.05。上方阻力參考25天平均
線1.1060，關鍵料為1.1250，上月匯價連
番上試亦未破此區。
澳洲央行發佈的9月會議記錄顯示，央
行在進一步降息之前將先評估全球和國

內形勢發展，包括澳洲就業市場狀況，
從而讓失業率擔起改善的重任。

央行或將進一步減息
澳洲央行9月3日會議記錄顯示，如果

有此需要來支撐經濟增長並實現2-3%的
通脹目標，央行將考慮進一步降息。金
融市場完全
押注今年底
前再次降息
25個基點至
0.75% ， 並
到2020年初
降至0.5%。
投資者目前
聚焦於周四
公佈的澳洲
8 月就業數
據，失業率
料從5.2%升
至5.3%，高
於央行目標
4.5%。

澳洲央行公佈偏鴿派的會議記錄之
後，澳元周二遭到拋售。從技術圖表所
見，RSI及隨機指數已自超買區域回落，
需慎防進一步回落風險。向上先矚目於
100天平均線0.69，關鍵的指向200天平
均線，此指標在今年2月、4月及7月亦
曾上探，但結果都是掉頭回挫，目前200
天線處於0.7010。至於下方支持預料為
25天平均線0.6790及上月低位0.6677水
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