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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潘偉利、成麗欣
見字後請即致電內地電話：
13268160986或香港電話：
（852）2835 7560與香港國
際社會服務社社工孔小姐聯
絡，以商討在香港出生女兒
（2003年 12月 15日）的撫
養及福利事宜。

2019年底中美達成首階段貿易協議，令市場氣氛回暖，發展商旗

下地盤動工量回升。屋宇署數字顯示，去年12月私宅動工量回升，

錄得3,475伙單位動工，按月升逾12倍，屬2017年10月以來的單月

新高，而全年計有近1.27萬伙，與2018年相若。然而，去年12月私

樓有5個項目獲批入伙紙，落成量為1,048伙，按月升約40%，而全

年計共錄約 1.44 萬伙落成，比 2018 年的近 2.1 萬伙，按年跌逾

30%，屬近4年新低。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梓田

私宅落成量未達標 去年僅1.44萬伙

利嘉閣地產研究部主管陳海潮指出，
去年落成量僅佔差估署全年預測的

20,415伙約67%，未能達至原先預期。
展望今年，預計一些大型項目將相繼取
得入伙紙，包括大埔白石角海日灣 II
(1,408伙)屯門「上源」(1,154伙)、白石
角「嘉熙」(1,122伙)、「雲匯」(2期，
640伙)等，再加上其他中小型項目，初
步估計2020年全年落成量可接近2萬伙
水平。

黃竹坑站2期准建2幢住宅
屋宇署昨公佈，去年12月共批出17份

建築圖則，其中港島4份、九龍7份及新
界6份。上述批出的圖則包括8項住宅及
商住發展、3項商業發展、2項工廠及工
業發展，以及4項社區服務發展。其中
由信置及嘉里合作的港鐵黃竹坑站2期
項目，獲批興建兩幢25層與30層高住宅
大廈，總樓面逾52.83萬方呎，當中包括
逾4.6萬方呎商用樓面；而已故武打巨星
李小龍故居「棲鶴小築」亦獲批重建成2
層高住宅，涉及5,343方呎樓面。
獲准動工的建築工程項目則有14個，

這些工程完成後將提供可作住宅用途的
建築樓面面積共6.66萬平方米，涉及單

位1,872個，非住宅用途的建築樓面面積
達3.09萬平方米。另外，該署亦接獲8
個建築項目的上蓋工程動工通知。其中
由信置及嘉里合作的港鐵黃竹坑站2期
項目，獲批興建兩幢25層與30層高住宅
大廈，並設3層平台，總樓面逾52.83萬
方呎，當中包括逾4.6萬方呎商用樓面。

李小龍故居重建獲批動工
由余彭年家族持有的九龍塘金巴倫道

41號屋地，即已故武打巨星李小龍故居
「棲鶴小築」，去年12月亦獲屋宇署批
出動工紙。據屋宇署資料，物業於去年
已獲批建一幢2層高住宅，樓面面積涉
及5,343方呎。
資料顯示，余彭年1974年以85萬元購
入，成為「羅曼酒店」，余彭年曾計劃
把物業捐出，並重建成李小龍紀念館，
最終因政府不願意應允部分復修條件，
計劃最終於2011年告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梓田）樓市
在疫情下交投萎縮，但因數據滯後，坊
間樓價指數仍錄得升勢，指數現4連
升。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CCL 最新報
178.84點，按周升0.14%，三大整體指
數齊升4周。中原分析，指數連升反映
新春前部分買家搶入市，以致樓價短暫
回穩，但並非轉勢向上。該行指，受到
疫情擴大打擊，二手買賣減少，港島及

豪宅樓價率先下跌，預料新春後樓價走
勢將出現變化。
中原城市大型屋苑領先指數 CCL

Mass報180.57點，按周升0.22%。CCL
( 中小型單位)報 178.86 點，按周升
0.21%。CCL三大整體指數齊升4周，是
近37周以來首見。CCL累升1.69%，，
反映新春前部分買家搶入市，以致樓價
短暫回穩，但並非轉勢向上。受到疫情

擴大打擊，二手買賣減少，預料新春後
樓價走勢將出現變化。
四區方面，新界西樓價指數報164.51

點，按周升0.35%，連升4周共1.69%。
九龍樓價指數報 177.92 點，按周升
1.05%，連升3周共2.56%。新界東樓價
指數報188.03點，按周升0.44%，結束2
周連跌。港島樓價率先下跌，展望各區
樓價亦會跟隨下調，走勢逐步回軟。
中原地產研究部高級聯席董事黃良昇指

出，新春後新冠肺炎疫情擴大，樓市買賣

明顯減少，估計2月下旬公佈的CCL，將
會開始反映樓價因疫情下調的情況。

富豪海灣大屋6700萬蝕讓
事實上，市場已經不斷出現低估價蝕
讓個案，赤柱富豪海灣C型單號屋，實
用面積約3,000方呎，2018年最初開價
9,500 萬元，期內多次減價，剛以約
6,700萬元沽出，實用呎價約2.2萬元。
原業主持貨約5年，賬面蝕約500萬元，
期內貶值近7%。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悅琴）疫情
困擾市場氣氛下，縱然連接大圍與啟德
的港鐵屯馬線第一期昨日通車，新盤成
交依然淡靜，昨日全港新盤只售出12
伙，當中直接受惠通車的會德豐地產旗
下已屆現樓、毗鄰啟德港鐵站的OA-
SIS KAI TAK昨開售新一批20伙(當中
10伙招標發售)，消息指，全日只售出2
伙。
據悉，OASIS KAI TAK昨日售出的

2伙位於低座D座2、3樓，實用面積
639方呎，三房戶，價單售價分別為
1,896.9萬及1,906.9萬元，以買家享盡
最高14.5%折扣計，折實價1,630.39萬
和1,621.84萬元，實呎2.55萬和2.53萬
元。發展商亦為買家提供1,088日、即
3年特長成交期（但須於720日內先分
段繳付15%樓價）。

峻源售2伙吸金超4000萬
同樣受惠屯馬線第一期通車的中信泰

富馬鞍山峻源，昨日亦透過招標售出2
伙，分別為第3座10樓C室及21樓A室，實
用面積1,193及1,185方呎，同屬3房單位，成
交價2,026萬及2,300萬元，呎價1.69萬至1.94
萬元，單日吸金4,326萬元。
新地旗下已屆現樓的馬鞍山雲海別墅昨亦透

過招標以7,959.04萬元售出Jasmine Avenue 2
號洋房，實用面積3,109方呎，呎價2.56萬
元。據成交紀錄冊顯示，該買家採先住後付計
劃，最長獲1,830日、即約5年特長成交期，
但若於720日成交可獲成交價3%回贈。

珀居12號洋房7330萬沽
英皇國際旗下屯門小欖珀居以招標形式售出

12號洋房，成交價7,330萬元，呎價約26,329
元。該洋房實用面積約2,784平方呎，屬3房2
套房間隔，花園及天台面積分別約為2,097平
方呎及928平方呎，同時備有私人泳池及2個
車位。該盤共有14座洋房，開售至今已累積
售出13伙，合共套現約12.2億元。
另一邊廂，為加快去貨，長實與市建局合作

長沙灣愛海頌昨新增限量優惠，由下周二(2月
18日)起，首7名購買指定兩房單位之買家，可
獲3萬元英皇珠寶禮券，而首3名購買指定三
房單位之買家，則可獲5萬元英皇珠寶禮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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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 屋宇署最新數字顯示，去年共錄約1.44萬伙私人住宅落成，比2018年的近2.1

萬伙，按年跌逾30%，屬近4年新低，並遠遠不及全年預測量。 資料圖片

CCL連升4周 疫情衝擊下旬反映

歐盟的季度報告
中表示， 歐元區
2020 年和 2021 年
的經濟應會延續小
幅穩定增長，製造
業展示出初步企穩
跡象，並且全球貿
易的下滑勢頭可能
觸底。
據歐盟委員會表

示，持續的新增就業職位、強勁的薪資增長和
具有扶持性的政策組合應該有助於歐洲經濟維
持溫和增長勢頭，民間消費和投資也將推動經
濟增長。所以歐盟認為歐元區2020年和2021
年的經濟都應會增長1.2%，這與歐盟去年11
月的預期增幅一致。雖然中美達成了首階段貿
易協議，英國也避免了無協議脫歐，但新冠肺
炎為經濟又帶來了不確定性。

歐盟料疫情首季見頂
歐盟表示，基本假設情況是此次疫情在第一
季度見頂回落，對全球的溢出效應有限，但疫
情本身和遏制疫情舉措的持續時間是關鍵的下
行風險。所以預期股市見真章會是3月底，因
為大家在預期新冠肺炎來得快，走得也快。

歐盟執委會副主席東布羅夫斯基斯(Valdis
Dombrovskis)表示歐元區成員國應當藉此機會推
行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增長並提高生產率。事
實上，剛過去的財長會議各國也達成了必要時推
出財政刺激措施來扶助經濟。英相首相約翰遜改
組內閣，原獲留任的財相賈偉德(Sajid Javid)突
然請辭，主因是約翰遜要求財相退掉所有特別顧
問，以首相特別顧問的隊伍取代。
約翰遜已經任命辛偉誠(Rishi Sunak)為新任

財政大臣。現時39歲的辛偉誠，原本擔任財政
部首席秘書，屬財政部二號人物，他接替已經
辭職的賈偉德。辛偉誠有在高盛工作和成立
投資基金的經驗。投資者預期他的到來會意味
財政部不會試圖阻止更多的政府借款來刺激
經濟，英首相希望以基建來振興英國經濟。

英鎊在1.31有阻力
另外未來3月份新的英倫銀行行長貝利(An-

drew Bailey)，英國和歐盟將在今年3月開始就
兩國之間的未來貿易關係進行談判，2021年後
金融服務業的談判就靠這兩位人士了。預期英
國和歐盟談判不會一帆風順，好消息，壞消息
時不時出現，引致英鎊上下跳動。預期1.31附
近有阻力，1.28有支持。未來英鎊有機會輕微
向下走，但不至過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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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元本周早段在63.80美仙附近獲得較
大支持，周三顯著反彈，一度走高至
64.90 美仙附近 1周高位，其後走勢偏
軟，本周尾段大部分時間窄幅徘徊64.30
至64.40美仙之間。英國首相約翰遜任命
辛偉誠(Rishi Sunak)為財政大臣，接替辭
職的賈偉德(Sajid Javid)，消息帶動英鎊
周四急升，一度向上逼近1.3070美元水
平，歐元兌英鎊交叉盤則下跌至0.8295
附近兩個月低位，對歐元構成進一步下
行壓力，美元指數攀升至99水平4個月
高點，抑制紐元表現，紐元回吐周三部
分升幅。
另一方面，新西蘭央行本周三維持政策

不變，會後聲明指出消費者物價指數已接
近央行1%至3%通脹目標範圍的中值水
平，預示央行現階段較為傾向保持利率不
變，加上央行在同日公佈的2月版貨幣政
策報告中將首季與次季通脹年率預測分別
上修至2.2%及2%水平，消息引致紐元反
彈，新西蘭10年期長債息率攀升，周四曾
觸及1.45%水平兩周多高點。
雖然新西蘭央行本周會議預告今年早

段的經濟表現依然偏軟，並且在2月版貨

幣政策報告中把去年第4季
以及今年首季的季度經濟增
長預測均下調至0.4%水平，
遜於11月版預期的0.6%及
0.7%增幅，不過央行卻同時
將第2季至第4季連續3個季
度的經濟增長評估顯著劃一
上修至 0.9%，高於早前預
測，而央行亦在會議上認為
新冠病毒對經濟的影響僅屬
短暫，今年下半年的經濟增
長將會加速。

經濟向好支撐美元
美國本周四公佈1月份消

費者物價指數按月上升0.1%，較12月份
的 0.2%升幅放緩，不過按年有2.5%升
幅，高於預期，而扣除食品及能源的核心
指數則按年攀升2.3%，強於預期，增加市
場對美國聯儲局現階段維持利率不變的預
期，對美元指數構成支持，引致紐元本周
尾段走勢偏軟。不過新西蘭央行認為家庭
支出將出現攀升，不排除新西蘭統計局本
月25日公佈的第4季零售銷售可能較第3
季有改善，而央行上調今年上半年的通脹
預測，亦有助減輕紐元的下行壓力。預料
紐元將暫時上落於63.50至65.50美仙之

間。
周四紐約4月期金收報1,578.80美元，

較上日升7.20美元。現貨金價周四受制
1,578美元附近阻力，周五偏穩，大部分
時間徘徊1,573至1,578美元之間。歐盟統
計局本周五公佈第 4季經濟按季增長
0.1%，按年有0.9%升幅，均遜於第3季表
現，歐元表現偏軟，美元指數周五有持穩
99水平傾向，但金價卻沒有遭遇太大下行
壓力，凸顯金價依然偏強，走勢有機會進
一步上移。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
1,590美元水平。

央行調升通脹預測 紐元暫區間上落

市場觀望新冠肺炎對亞債衝擊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鑑於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影響帶來不確定性，

市場至今繼續採取避險佈局。亞洲(除日本)固定收

益部首席投資總監彭德信(EndrePedersen)認為亞

洲固定收益市場正在靜候更多資訊，以評估疫情對中國及亞洲區

內市場的經濟影響。 ■宏利投信

近日美國公債殖利率下跌，確認團
隊相信有關殖利率可能維持窄幅

上落的觀點，這為我們提供在區間內
進行短線交易的機會。美國聯準會繼
續關注疫情對美國和全球經濟造成的
潛在風險。然而，我們認為目前疫情
的影響應不會動搖聯準會先前提出的
利率政策。
亞洲公司債方面，利差略為擴大抵

消公債市場的漲幅，而以美元計價市
場內，高收益公司債的表現則遜於投
資級別公司債。部分受影響行業（見
下文）拖累高收益公司債表現遜於投
資級別公司債。目前市場欠缺明朗，
因此我們對上述趨勢並不感到意外，
尤其是考慮到年初至今亞洲公司債的

表現強勁。
此外，當地貨幣公債殖利率呈下跌

趨勢，以反映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
預計中國人民銀行將在未來數月提供
更多政策支持，因此中國公債最有可
能維持升勢。

博彩旅遊公司債最受影響
行業方面，澳門博彩業是至今最受

影響的大型行業，行業內大部分債券
均屬於高收益債券。旅遊業和零售相
關行業（包括中國汽車租賃和購物商
場營運商）亦可能受到直接影響。我
們正密切關注疫情和事態發展。
由於疫情擴散對經濟造成影響，亞
洲貨幣兌美元普遍貶值。至今，泰銖

表現最遜色，反映泰國經濟對旅遊業
的倚重程度。我們預計人民幣走勢將
成為其他區內貨幣走勢的指標，中國
經濟增長在短期內有可能放緩，並會
影響韓圜和新加坡幣。印尼盾、印度
盧比和菲律賓披索等南亞貨幣的收益
率高，表現具備恢復力，目前而言並
未受到顯著影響。在全球利率偏低的
環境下，這些貨幣可望表現出色。

疫情與03年有明顯分別
總括而言，新型冠狀病毒引起的肺

炎疫情擴散，為亞洲債券市場帶來重
大陰霾和波動性。雖然2003年的非典
型肺炎（SARS）疫情有助分析比較，
但我們認為目前的情況有明顯分別。
這兩次疫情涉及的冠狀病毒具有不同
特徵，中國經濟與當年比較亦有重大
變化（無論是在規模或結構方面），
而且政府當局控制疫情擴散的應對措
施頗為迅速。
因此在缺乏進一步資訊的情況下，

我們難以評估這次疫情相對非典型肺
炎的影響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