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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串利好 十大屋苑成交彈
中原地產亞太區副主席兼住宅部

總裁陳永傑昨表示，樓市近日
交投氣氛明顯轉活，一手新盤錄得
理想銷情，帶動二手屋苑交投氣
氛，部分一手向隅客率先回流二手
市場尋寶，以500萬元至800餘萬元
中小型單位為主，成交集中在新界
區。他又稱美國再度減息，負利率
年代重臨，增強買家入市信心，成
功令二手成交步伐加快。

區內客557萬購嘉湖三房
天水圍嘉湖山莊錄得一宗三房單

位600萬元以下成交個案。祥益地
產林家倫表示，翠湖居4座中層D
室，面積543方呎，三房兩廳。新
買家為區內客，一直物色屯門及天
水圍的屋苑，直至近日樓價調整些
少，決定積極覓盤上車，單億樓價
符合預算，遂決定以 557 萬元成
交，呎價10,258元，屬市價。原業
主2009年以約143萬元買入。
美聯在過去兩日在十大屋苑也錄

得14宗二手成交，按周升40%，連

續四個周末錄雙位數成交，並創3
個周末新高。
美聯物業住宅部行政總裁布少明

昨表示，美國接連減息，即使本港
未有銀行跟隨，但相信香港低息環
境將會延續，為樓市帶來正面作
用。事實上，本月多個一手新盤銷
情火熱，為大市注入上升動力，不
少二手業主態度軟化，紛紛出招
「降價」，利好市場多個「筍盤」
及「減價盤」即獲承接，促使二手
交投進一步推高。

美聯周六日成交升40%
他又指，本月新盤勢頭強勁，未

來陸續有全新盤部署開售，一手續
主導市場，估計全月一手交投量可
達2,000宗以上。
此外，香港置業於周末錄得4宗

二手成交，按周升1倍。香港置業
行政總裁李志成表示，美國持續減
息意味着香港未有加息的迫切性壓
力，相信港息仍會維持徘徊低水
平，為市場帶來正面影響，不過外

圍經濟環境及本港政治紛爭持續將
令樓市增添變數，近日部分二手業
主以減價策略放售，筍盤再現吸引
用家積極睇樓，帶動各區睇樓活動
增加。

港置：一手抑二手交投
雖然二手氣氛普遍良好，但隨着

一手樓空置稅限期逼近，李志成相
信發展商的推盤步伐將進一步提
速，屆時勢將採取貼市開價策略搶
焦點，推動買家入市，壓抑二手交
投，整體而言，他料第四季樓市發
展審慎樂觀。
利嘉閣地產總裁廖偉強指出，最

近多個新盤出售，一手市場反應熱
烈，部分未能選購的買家回流到二
手市場，刺激二手成交。再者，二
手市場業主態度放軟，業主較願意
減價放售，促使買家藉機入市。雖
然社會運動持續數個月，但用家仍
有需求，令業主減價後促成更多成
交。利嘉閣於周末錄得13宗二手成
交，按周升4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受惠美國

減息， 加上一手新盤銷情理想以及二手業

主願意減價，帶動二手交投氣氛暢旺。剛

過去的周六日(9月21至22日)，四大地產代

理十大屋苑二手成交均錄得按周升逾40%

升幅，美聯和中原於周末各錄得14宗成

交，兩者二手成交同樣創3周新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樓市
持續回落，新盤推盤步伐卻未見停
下。新地副董事總經理雷霆昨日表
示，南昌站匯璽III將於本周四進行次
輪發售，推出352伙，折實平均呎價約
24,600 元，以折實價計市值約 46億
元。他指出，大部分單位屬原價加
推，小部分高層海景單位輕微加價1%
至2%。
因應示威擴散至南昌站及V walk商

場，匯璽III現樓示範單位昨日暫時停
止開放，稍後將再觀察情況才決定會

否重開，但仍繼續接受購樓意向登
記。新地代理副總經理唐錦江補充，
項目次輪發售將分A、B兩組，A組共
提供49伙面積1,500平方呎或以上的單
位，本周三將截止接受購樓意向登
記。截至昨午4時，項目收到近4,200
個購樓意向登記，按次輪352伙計算，
超額認購約11倍。資料顯示，項目上
周推出首批352伙發售，幾近一日沽
清，套現逾34億元。

尚．珒溋收票超額2.6倍

另外，由合景泰富及龍湖合作發展
的啟德尚．珒溋，消息指已收到約500
票，以首批138伙計，錄超額認購約
2.6倍。

映日灣單日沽出145伙
荃灣映日灣昨日開售172伙單位，消

息指至昨午售出約 145 伙，去貨約
84%。樓盤早前加推171伙，面積217
至1,908方呎，計算最高7%折扣後，
平均呎價降至19,794元，最平入場為2
座18樓B室開放式單位，面積217方

呎，折實入場費426.9萬元，折實呎價
19,673元。

GRAND MARINI首錄撻訂
有新盤錄得撻訂，會德豐將軍澳日

出康城9B期GRAND MARINI，首錄
兩宗撻訂。一手成交紀錄冊顯示，撻
訂單位分別是2B座36樓B室及37樓D
室，本月中分別以773萬元及968.2萬
元成交，撻訂後估計買家將遭發展商
沒收5%訂金，涉及38.65萬元及48.4
萬元，合計逾87萬元訂金。

匯璽III周四發售352伙

過去兩日
各代理十大屋苑成交

代理 宗數 按周變化

中原 14宗 +40%

美聯 14宗 +40%

利嘉閣 13宗 +44%

香港置業 4宗 +1倍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考玲

■新地雷霆(左)表示，南昌站匯璽III次輪發售352伙，以折實價
計市值約46億元。旁為唐錦江。 香港文匯報記者顏倫樂 攝

■嘉湖山莊翠湖居中層三房單位以呎價10,258元易手，
屬市價。 資料圖片

本周數據公佈時間( 9月23日 - 27日)

日期
23
24

25

26

27

國家

英國
美國
日本

美國

歐盟

美國

香港時間

5:30 PM
10:00 PM
7:50 AM
10:00 PM

8:30 PM

6:00 PM

8:30 PM

10:00 PM

報告
無重要數據公佈

八月份公共財務赤字(英鎊)
九月份消費信心指標
八月份企業勞務生產物價指數#
八月份新屋銷售 (單位)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第二季國內生產總值#
九月份歐元區經濟情緒指數
九月份歐元區工業信心指數
九月份歐元區消費信心指數
八月份個人收入
八月份個人開支
八月份耐用品訂單
九月份密茲根大學消費情緒指數(修訂)

上次

49.07 億
135.1

+ 0.5%
63.5 萬
20.8 萬
+ 2.0%
103.1
- 5.9
- 7.1

+ 0.1%
+ 0.6%
+ 2.1%

92.0

上周數據公佈結果( 9月16日 -20日)

日期
16

17

18

19

20
註：R代表修訂數據 #代表增長年率

國家

美國

日本
歐盟
英國

美國
澳洲
英國
美國

德國

香港時間

10:15
PM

7:50 AM
6:00 PM

5:30
PM

8:30 PM
9:30 AM
5:30 PM
8:30 PM
10:00

PM
3:00 PM

報告
無重要數據公佈

八月份工業生產
八月份設備使用率
八月份貿易盈餘 (日圓)
八月份歐元區協調化消費物價指數#
八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八月份生產物價指數 (輸出) #
八月份建屋動工 (單位)
八月份失業率
八月份零售額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八月份二手房屋銷售 (單位)
八月份領先指標
八月份生產物價指數#

結果

+ 0.6%
77.9

1363.3 億
+ 1.0%
+ 1.7%
+ 1.6%
136.4 萬
5.3%
+ 2.7%
20.8 萬
549 萬
0.0%
+ 0.3%

上次

- 0.1%
77.5

2495.8 億
+ 1.0%
+ 2.0%
+ 1.9%
119.1 萬
5.2%
+ 3.4%
20.6 萬
542 萬
+ 0.4%
+ 1.1%

R

R

R
R
R

看
好
恒
指

留
意
購
輪19671

恒指上周五窄幅上落，高開63點後，在
26,400點牛皮，高低波幅約200點左右。如
看好恒指，可留意恒指牛證(55472)，收回價
25,900點，2021年10月到期，實際槓桿41
倍。
另可留意恒指認購證(19671)，行使價

27,768點，今年11月到期，實際槓桿20
倍。如看淡恒指，可留意恒指熊證
（55743），收回價27,100點，2020年2月
到期，實際槓桿31倍。另外，也可留意恒
指認沽證(19680)，行使價25,400點，今年
12月到期，實際槓桿12倍。
近日不少手機公司推出新款手機型號，刺
激手機設備股繼續上揚。舜宇（2382）股價
曾升至一年新高126.1元，而瑞聲（2018）三
個交易日升15%，股價升至近月高位46元。
如看好舜宇(2382)，可留意舜宇認購證
(28433)，行使價128.38元，2020年 2月到
期，實際槓桿4倍。如看好瑞聲，可留意瑞聲
認購證(29243)，行使價56.88元，2020年4月
到期，實際槓桿4倍。如看好小米（1810），
可留意小米認購證(21505)，行使價10.02元，
2020年1月到期，實際槓桿7倍。

騰訊回購 看好吼購輪20617
騰訊(0700)繼續回購11萬股，每股作價介
乎338.2元—342.6元，涉資約3,732萬元。
至今，累計購回188.67萬股，佔公司股本
0.0198%。近日內地公佈共22款遊戲獲批版
號，當中騰訊的一款遊戲《窪》獲得版號。
騰訊股價失守50天線346元後，回至20天
線336.8元附近，如看好騰訊，可留意騰訊
認購證（20617)，行使價370.2元，12月到
期，實際槓桿12倍。如看淡騰訊，可留意
騰訊認沽證(19195)，行使價314.8元，11月
到期，實際槓桿12倍。
保險股表現受壓，友邦（1299）上周下跌
約6%，股價失守各條平均線，近日有約
2,700萬元流入友邦認購證。如看好友邦，可
留意友邦認購證(18618)，行使價86元，11月
到期，實際槓桿12倍。中國平安(2318)上周
跌約3%，跌至20天線92元附近，近日有約
1,300萬元流入平保認購證。如看好平保，可
留意平保認購證(21808)，行使價102.55元，
今年12月到期，實際槓桿13倍。
有大行研究部下調澳門博彩股東今明兩年
的博彩收入預測，預期澳門中場和貴賓廳的
收入將於今年第三季度惡化。澳門板塊近日
股價受壓，銀娛（0027）上周跌約5%至20
天線51元附近，如看好銀娛，可留意銀娛
認購證(19137)，行使價53.88元，11月到
期，實際槓桿9倍。
本資料由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持牌人中銀國際亞洲有限公司(「本公司」)
發出，其內容僅供參考，惟不保證該等資料
絕對正確，亦不對由於任何資料不準確或遺
漏所引起之損失負上責任。

政策支持A股投資前景

中國內地民營企業即使面臨總體經
濟挑戰，錄得利潤卻勝預期，今

年首7個月利潤攀升了7%。相較之
下，國有工業企業的利潤下滑8.1%。
部分民營企業受周期性改善帶動，表

現較優秀。而部分則因為中國經濟結
構性變化提升了企業的防禦力。

內需主導產業韌性更強
例如，在零售銷售下滑期間，具有

優質品牌定位的食品和飲料公司仍擁
有定價能力。此外，在利率走低的環
境下，大眾將儲蓄和房地產投資分散
到其他金融產品上，保險公司亦受
惠，其盈利依然持續增長。

企業基本面出現正面訊號
截至目前為止，根據企業已公佈之

第二季或中期業績，儘管市場分析師
一直下調2019 年的盈利預測，個別產
業表現仍然相對突出。例如，消費產
業盈利上調的比率最高，也是市場中
表現最好的，顯示投資者認可這些基
本面的改善。
A 股市盈率有所擴大，但若與香港

和台灣股市相比，仍然低於長期平均
水平。

刺激經濟措施助推動股價
中國着手投資改善其基礎設施，調

低民營企業稅收和管理成本。今年用
於改善信貸條件的眾多舉措亦漸見成
效。雖然領先經濟指標仍指向成長放
緩，但汽車銷售和運輸活動等部分硬
數據已開始回穩。
隨着政策支撐經濟，我們預期工業

和科技等產業盈利預測有上調空間。
同時，考量當前的估值，如果市場出
現進一步下調，我們認為反而是買進
中國股市的好機會。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儘管當前投資中國的市場情緒偏低，且市場對中

美貿易戰的擔憂猶存，但近期的企業盈利報告是市

場的亮點之一。今年大中華區股市表現差異相當明

顯，中國內地股票的表現遠超港台股市，反映出在市場和產業正

確配置的重要性。雖然各個市場都面臨中國經濟放緩風險，但股

市回報卻主要由個別企業的成長前景所帶動。

■富達國際多元資產基金經理 George Efstathopoulos

金價呈築底回穩跡象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楚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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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期美聯儲局一如預期降息25基點，但表
示將提高未來降息門檻，暗示將暫時按兵不動，
這一度推升美元。不過，日本、瑞士和英國央行
相繼宣佈維持利率不變後，美元回吐漲幅，日
圓、瑞郎和英鎊兌美元均走強。
市場焦點目前重新轉向中美貿易協商和英國

退歐前景。中美副部級官員周四和周五展開副部
長級磋商，擬為10月初高級別談判奠定基礎。
倫敦黃金上周五走穩，中東緊張局勢以及圍

繞中美貿易談判的謹慎情緒帶來支撐。美國與
中國貿易談判代表上周四展開近兩個月以來的
首次磋商。沙特為首的軍
隊上周五在也門北部發動
軍事活動；美國上周四稱
正在組建遏制伊朗威脅的
聯盟，此前沙特石油設施
遭到襲擊。
技術圖表所見，RSI及

隨機指數已從超買區域回
升，有着初步喘穩跡象。
金價上周暫見於1,480美
元上方企穩，多日止跌至
1,484/1,485 美元附近，
料此區在本周仍會被視為
重要支撐參考，若然失
守，金價或將迎來更顯著
的調整走勢。若果以自八
月起的升幅計算，50%及
61.8%的回吐幅度分別為

1,479及1,460美元。

1480美元支持不容有失
至於上方阻力聚焦於本月持續未能上破的

25天平均線，目前位於1,512水平，估計若可
衝破此區，料更為鞏固金價的反撲傾向，較大
阻力預估為1,530及1,536美元水平。
倫敦白銀方面，圖表見相對強弱指標及隨機
指數已在上周出現回升，近幾日的低立亦正逐
步提升，或可望銀價本周將有進一步反撲空
間。支持料看至17.35的月中低位，較大支撐
將回看50天平均線17.23以至17美元關口。至
於上望阻力位預估為18.15及18.50美元，較大
阻力料為19美元關口。

■金價上周暫見在1,480美元上方企穩，多日止跌至於1,484/
1,485美元附近。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