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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戶億億聲豪掃深圳公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受大灣區綱要及「示範區」兩大利好帶動，海內外投資者紛看好深圳樓市



發展前景，不限購不限貸的商業公寓成為掃貨焦點。香港文匯報記者獲悉，上海兩位投資者分別斥巨資搶購龍崗仁恒



夢公園 63 套和 40 多套、一大戶洽購恒大時尚慧谷一棟樓，耗資約 9 億元（人民幣，下同），另有外地豪客以 5,200 萬
元購建信天宸 40 套公寓等。深圳近期頻繁上演大戶豪購案例，無疑都成為市場關注的熱點。

兩上海大戶逾億「成圈」買
記者在仁恒夢公園採訪時，其售樓員
告訴記者，因樓盤地處大運片區，其項
目佔地 21 萬平米和建築面積 100 萬平
米，緊鄰 16 號線地鐵站回龍埔和龍崗
地標深港國際中心，共計有 2,700 套公
寓房，已銷售 1,000 多套。他們戶型主
要有 28 平米單房、38 平米一房一廳和
65 平米複式 4 房一廳（包括兩個閣樓
房），價格每平米介於 3.3-3.7 萬元，
居住環境按住宅來打造。該項目配有大
量巨大寫字樓和商業購物中心，僅購物

許家印太太朋友9億洽1楝

■仁恒夢公園吸引了大量大戶投資，其中香港買家買了100多套至200套。

同樣，記者在位於龍華的恒大時尚
慧谷採訪時，其售樓員向記者透露，
他們樓盤豪客同樣也十分常見。其中
一位豪客斥資數千萬購買一棟 35 平米
的戶型，將 1 至 24 層全賣下，用於出
租，月租金預計有 3,000 元。更令人咋
舌的是，「十一」黃金周時，恒大老
闆許家印太太引薦一位朋友，該朋友十
分看好他們項目的前景，向其洽購整棟
即11號樓，約有500套，預計價值近9

仁恒夢公園 港人買逾百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
道）深圳示範區和整個大灣區的商
機，令許多香港人到深圳買樓的意願
不斷高漲。除了住宅外，不限購不限
貸的公寓更受港人歡迎，因為可以把
握出租兼升值的機會。

仁恒夢公園一售樓員告訴記者，除
了上海投資大戶外，香港客戶也十分
看好他們項目前景，他們少則購 2 套-3
套，多則購買 5 套-8 套，戶型多為 38
平米的一房一廳。目前已銷售 1,000 多
套公寓，港人佔比約有1成-2成。按此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 攝
億元。此後雙方一直在商洽中，業內分
析人士預計，如此巨大的洽購案在深圳
十分少見，最終能否成交要看恒大給予
的優惠情況。
此外，地處龍崗區橫崗街道、鄰近
龍崗大道地鐵 3 號線塘坑站的建信天
宸，其公寓也遭到大戶們的搶購，其
36-42 平米公寓熱銷，有外地豪客擲下
5,200萬元一次購買40套公寓，這也成

為該樓盤對外宣傳的噱頭。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旅遊
與地產研究中心主任宋丁表示，深圳
獲批建示範區和大灣區帶來雙重利好
東風，積極打造國際創新中心，必將
需要大量產業用房和人才流入，巨大
的需求將令深圳地產具有良好的發展
前景，升值機遇是不可避免的。他建
議沿前海中心區和高鐵線佈局。

比例推算，港人在仁恒夢公園購買了
約 100 多套至 200 套。這一數字明顯較
以往許多住宅樓盤的大很多。
售樓員稱，香港投資者與上海投資者一
樣，均需要以註冊公司名義購買，每年要
交一些房產稅。

來良好的升值前景，一點房產稅並不
算什麼。恒大時尚慧谷的售樓員表
示，其樓盤也吸引了不少香港人前來
購買，前來購買公寓的多是集中在 35
平米和 55 平米。一方面是總價不高，
另一方面，該項目有寫字樓，帶來大
量租房需求。許多港人十分聰明，是
一邊出租一邊等升值，當回報達到較
為滿意的時機便出手套現。

需以註冊公司名義購買
不過對許多投資者而言，相對於未

看好平保 留意購輪21808
中銀國際股票衍生產品董事 朱紅

看好匯豐吼購證24052
匯豐(0005)計劃在中東、北非
和土耳其等地，裁減數百名員
工。公司將在今天（28 日）公
佈三季度業績，近日公司股價
在兩個月高位的 61 元附近，如
看好匯豐，可留意匯豐認購證
(24052)，行使價 61.66 元，2020
年 2 月到期，實際槓桿 13 倍。
如看淡匯豐，可留意匯豐認沽
證(20443)，行使價 58.83 元，今

年 12 月到期，實際槓桿 19 倍。
平保(2318)公佈截至 9 月底止九
個月，營運利潤 1,040.61 億元
人民幣，按年增長 21.5%；淨
利潤 1,295.67 億元，按年增長
63.2%，每股收益 5.85 元。壽險
及健康險業務營運利潤按年增
長 30.5%。新業務價值按年增
長 4.5%。
平保在業績後跌 3%至 91 元附
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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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倍。如看淡平保，可留意平
保認沽證(22434)，行使價 78.78
元，2020年2月到期，實際槓桿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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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提前大選 硬脫歐風險加大

若英國落實提前大選，市場避險情緒預期
將再度升溫。近月民調結果所見，約翰遜所屬
的保守黨支持率一直領先其他黨派，反映約翰
遜有關盡早脫歐的主張受民意普遍支持。故若
提早大選，或反而令約翰遜有機會贏得國會大
多數議席，英國硬脫歐風險加大。
至於相信是約翰遜所屬保守黨最大對手的工
黨，其黨魁郝爾彬則曾揚言如能上台執政，將推
行二次脫歐公投，讓英國民眾再作一次選擇。故
現階段仍不能排除英國硬脫歐、提前大選，甚至
二次公投等可能性，令英鎊後市走勢兩極化。
短線而言，預期英鎊波動或繼續加大。技
術上英鎊已成功突破200天平均線及自3月跌
勢的黃金比率 61.8%，下一較大阻力於
1.3000美元關口，初步支持則見於38.2%約
1.2500美元水平。
（以上資料只供參考，並不構成任何投資
建議）

內地高收益債明年可逢低吸

輪證 透視
有傳內地正在考慮修訂規範
青少年網遊行為的立法，騰訊
（0700） 今 年 8 月 的 低 位 在
312.2 元，近日股價在 320 元關
口爭持。
如看好騰訊，可留意騰訊認
購證(11431)，行使價 340.2 元，
2020 年 1 月到期，實際槓桿 13
倍。如看淡騰訊，可留意騰訊
認 沽 證 (20058)， 行 使 價 305.68
元，今年 12 月到期，實際槓桿
14倍。

恒生銀行投資顧問服務主管 梁君馡

持平穩。不過，今年 2 月中旬和 8 日中
旬國家分別出台「大灣區發展規劃綱
要」和「先行先試示範區」，作為一
線城市、擁有良好的發展前景的深
圳，不但吸引了大量企業、人才流
入，而且許多開發商和投資者也紛紛
湧入深圳。因住受宅限購和限貸的影
響，許多境內外投資者將目標轉向不
限購不限貸的公寓。香港文匯報記者
赴多個樓盤現場採訪發現，一些大戶
動輒數千萬甚至數億購買整棟或者數
層，令市場感到吃驚。

中心體量就相當於羅湖萬象城。這裡不
但居住方便，也容易對外出租，並且升
值前景不俗。因此，他們項目受到香
港、上海和其他城市投資者關注和大量
購買。
他透露，因仁恒總部在上海，老闆
是新加坡華人。其上海業主獲悉他們
深圳項目，看好深圳示範區和大灣區
兩大利好，兩位大戶豪客分別一次性
集中購買 5 棟，其中一個購買了該棟
臨近樓頂的三層，一層有 21 套共計 63
套，另一個大戶購買同棟兩層共計 40
多套，分別所需資金約 1.5 至 2 億元和
近 1 億元。前者主要用於投資，後者
計劃開設酒店。

英鎊後市走勢料兩極化

受國家房住不炒和深圳嚴厲調控的
影響，今年以來深圳樓市整體保

英國國會下議院 10 月 22
日表決通過首相約翰遜與歐
051 盟早前達成的新脫歐法案，
但由於議員希望有更多時間
審議複雜的脫歐立法問題，故否決政府希
望於三天內通過新脫歐法案的時間表，意
味 着 英 國 勢 將 無 法 在 10 月 31 日 如 期 脫
歐。
由於市場目前普遍預期歐盟方面很大機會
接受延期脫歐至明年一月底的要求，「硬脫
歐」風險已大幅下降，故樂觀情緒並未消
退。若脫歐進展繼續強化此預期，料將繼續
對英鎊走勢構成支持，其間英鎊/美元跌穿今
年低位之風險甚低。惟歐盟或可能在法國影
響下，只容許脫歐延期數日或數星期，料此
將限制英鎊的短期反彈動力。
一方面歐盟的延期決定，將左右英鎊後市
走勢。另一方面，約翰遜現正尋求提前舉行
大選，以爭取更大民意授權。最新英媒消息
指其已致函工黨黨魁郝爾彬，確認只要國會
議員同意於今年 12 月 12 日舉行大選，將願
意給予國會更多時間通過新脫歐法案。約翰
遜計劃向國會提交此大選議案，如獲支持，
國會將在11月6日解散。

十月在中美關係和緩、新興國家央行持續表態寬鬆貨幣，以及多項
地緣政治利空鈍化等因素提振，新興股匯債市一掃陰霾，作為全球經

投資攻略

貿重心的中國同受激勵，內地高收益債券價格走揚。展望後市，後續

雙方的退讓程度仍須高度關注。另外，為確保經
濟運行符合預期，內地視「六穩」政策為當前主
軸，寬信用、降成本為貨幣政策重心，有利於企
業融資與信用債市場的信心提振。

中美貿易談判有更多細節待磋商和成文，且內地第四季經濟可能持續放緩，官方對

內房龍頭公司集中度提升

資本市場是「有保有壓」，預期第四季內地高收益債走勢為區間盤整，以賺取高息

產業方面，涂韶鈺表示，最新房地產相關數據
顯示，在官方調控下，地產銷售存在一定壓力。
不過，考量房地產對景氣成長牽動範圍大，且行
業銷售是成長趨緩而非衰退，整體地產業營運態
勢仍維持有保有壓，其中主流房企銷售持續超越
預期，龍頭公司集中度提升。
再看資金流動性，在監管措施下，產業內信用
分層愈趨明顯，因此，看好較大型和財務狀況良
好的房企為佈局核心。此外，在政策支持下，城
投債的信用風險明顯緩解，買點浮現。
(摘錄)

收為主。由於今年漲勢受壓抑，不如其他新興市場亮眼，具備低基期優勢，反而創
造明年資本利得上漲空間，建議投資者可逢低進場。

統一中國高收益債券基金經理人涂韶鈺指
出，相對整體金融市場的樂觀情緒，投資

者對內地相對謹慎的因素包括：中國人行持續表
態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鬆緊適度，不搞「大水漫
灌」，不急於作出比較大的降息或量化寬鬆。此
外，雖然 9 月新增人民幣貸款、社會融資規模增
量、M2 年比成長等金融數據均優於預期，但實

體面的採購經理人指數連續 5 個月低於榮枯線、
GDP 季度增速持續放緩、工業企業利潤下降
等，皆顯示景氣正在趨緩。
後續觀察重點，中美雙方皆釋放善意願達成貿
易協議，但更多的談判細節仍有待磋商和成文。
尤其，內地或無法接受在沒有撤銷懲罰性關稅的
前提下，大量增購美國農產品與簽訂協議，因此

美國減息預期 推動金銀上漲
現非常好。

金匯 出擊

■統一投信

英皇金融集團 黃楚淇

金價下一級料看1519美元

倫敦黃金上周持穩走高，周
四更重新登上 1,500 美元關口上
方，美國經濟數據表現疲軟，
加強對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
(FED)本周將再度降息的預期。
上周四公佈的數據顯示，美國 9
月份耐用品訂單降幅超過預
期，出貨量也下降，這表明在
美中貿易戰的影響下，企業投
資仍然疲軟。美聯儲今年已降
息兩次，投資者預計可能還將
再有一次降息。
聯邦基金利率期貨暗示，交
易員預計美聯儲在本周的貨幣
政策會議上降息 25 個基點的概
率為 90.4%。周五金價一度觸及
10 月 3 日 以 來 最 高 1,517.70 美
元，但尾盤顯著回吐漲幅，金
價周五持穩，回吐稍早漲幅，
因股市上漲，美元走強，此前
美國政府表示，接近與中國敲
定貿易協議的部分內容。美國
貿易代表辦公室周五表示，將
繼續進行副部級磋商，但未提
供取得進展領域的細節。總統
特朗普表示，美國在談判中表

技術圖表所見，在經歷一周
多的窄幅爭持行情後，上周四
金價終呈現突破跡象，不僅上
破 1,500 美元關口，亦同時突破
延伸自 9 月初的下降趨向線，估
計金價有望將有重新回升的傾
向，下一級阻力料看至 1,519 美
元。關鍵阻力則預估在 9 月下旬
未能回破的 1,536 以至 1,550 美
元。至於下方支持預估在 25 天
平均線 1,496，關鍵為 1,487 美
元，此區為延伸自 6 月的上升趨
向線。
倫敦白銀方面，技術圖表見
MACD 已初步上破訊號線，價
位亦已在上周早段升破一道下
降趨向線，短期可望白銀將開
展新一段升勢。以自 9 月高位
19.64 起 始 的 累 計 跌 幅 計 算 ，
50%及 61.8%的反彈幅度則分別
為18.24及18.57美元。9月24日
高位 18.74 美元則為另一參考阻
力 ， 進 一 步 料 指 向 19 美 元 關
口。預估支持位在 50 天平均線
17.80 及 17.39， 下 一 級 看 至
17.12美元。

本周數據公佈時間(10月28日- 11月1日)# 代表增長年率
日期 國家 香港時間

報告

28 德國 3:00 PM 九月份入口物價指數#
29 美國 10:00 PM 十月份消費信心指標

上次
- 2.7%
125.1

30 澳洲 9:30 AM 第三季消費物價指數#

+ 1.6%

德國 3:00 PM 十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 1.2%

歐盟

6:00PM

美國
31 澳洲

十月份歐元區經濟情緒指數

101.7

十月份歐元區工業信心指數

- 8.8

十月份歐元區消費信心指數

- 6.5

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會議
9:30AM

第三季入口物價指數#

+ 2.8%

第三季出口物價指數#

+ 17.4%

德國 3:00 PM 九月份零售銷售#

+ 3.2%

十月份歐元區協調化消費物價指數#

+ 0.8%

歐盟 6:00 PM 第三季歐元區國內生產物價指數#

+ 1.1%

九月份歐元區失業率
美國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21.2 萬

8:30PM 九月份個人收入

+ 0.4%

九月份個人開支

+ 0.1%

9:45 PM 十月份芝加哥採購經理指數
1 澳洲 9:30 AM 第三季生產物價指數#
美國

7.4%

8:30PM
10:00PM

十月份失業率
十月份非農業就業人數
九月份建築開支
十月份供應管理學會製造業指數

3.5%
+ 2.0%
3.5%
+ 13.6 萬
+ 0.1%
4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