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樂園撻訂蝕350萬 比墅淺月灣洋房濺血

本港經濟前景不明朗，失

業率升至 4.2%近十年新

高，一、二手樓湧現撻訂、

劈價及蝕讓個案，大埔成為

近日重災區。區內新盤天

鑽，有三房買家購入單位10

日後撻訂，損失5%或53萬

元訂金。同時，康樂園西路

雙號屋出現撻大訂二手個

案，買家斬纜實蝕約350萬

元。此外，區內比華利山別

墅及淺月灣連錄洋房蝕讓個

案，可謂「血案」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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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動搖樓市大埔成重災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已獲
發虛擬保險牌照的OneDegree Hong
Kong昨日宣佈，推出本港首款專為寵
物而設的純醫療保險產品「毛價
保」。公司共同創辦人郭彥麟表示，
希望做到「薄利多銷」，於未來12個
月可達到1萬張保單，即將現時市場規
模增加一倍。該公司計劃每3至4個月
推出一款新保險產品，年內將推醫療
及網絡保險。

索償最快兩日內支付
OneDegree表示，寵物主人可利用流

動裝置在平台購買及管理保單、提出索
償並獲取客戶服務支援。索償過程快
捷，90%個案將在審批成功後兩個工作
日內支付。
OneDegree稱，明白許多寵物主人均

擔心新型冠狀病毒對寵物健康帶來的影
響，但現時尚未有任何證據顯示牠們能
將病毒傳播。一旦情況急速變化，「毛
價保」將可成為治療路上的強大經濟後
盾。而即日起至5月31日，購買「毛價
保」均享保費八折優惠。
OneDegree作為第三間虛擬保險公

司，前兩間Bowtie及Avo背後均有傳統
保險公司支持。郭彥麟認為，OneDe-
gree相對「沒有包袱」，且公司亦與慕
尼黑再保險及法國再保險等強勁的再保
險公司合作，數據及流程上均有支持，
再加上本港監管機構對保險牌照的審批
非常嚴謹，因此對公司有信心，亦歡迎
新參與者加入市場。初步來看，料公司
客戶群將以年輕人為主。

聯繫虛銀尋合作空間
本港8間獲牌的虛擬銀行正在運行或

籌備中，他就透露，公司與多間虛銀
密切聯繫，有很多合作空間。

OneDegree推寵物醫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殷考玲）
中電信（0728）昨日公佈截至3月
底止首季股東應佔利潤58.22億元
人民幣(下同)，按年下跌2.25%；
EBITDA則為301.61億元，較去
年同期下降0.3%。該集團在季度
報告中表示，受新型冠狀病毒肺
炎疫情影響，用戶發展有所下
降，但會採取多項措施積極應
對，以緩解疫情影響。

手機上網流量升37%
首季經營收入為947.93億元，按

年跌1.4%。其中，服務收入921.37
億元，較去年同期上升0.7%。該集
團加快4G用戶向5G升級，移動用
戶數規模約3.37億戶，其中5G套
餐用戶數約1,661萬戶，淨增長
1,200萬戶；手機上網總流量按年
上升37.4%，保持快速增長，平均
每月每戶移動服務收入(ARPU)降

幅較去年同期有所收窄。

雲業務收入快速增長
有線寬帶方面，用戶規模約1.52

億戶，智慧家庭應用和服務收入
按年增長逾1.06倍。此外，該集
團積極把握因疫情催生的信息化
新需求，發揮雲網融合優勢，豐
富綜合信息化服務，推廣中小企
業上雲、天翼雲會議等企業信息
化應用，加快教育上雲、天翼雲
課堂、醫院上雲等遠程教育和醫
療應用落地，雲業務收入保持快
速增長。
另一方面，首季銷售、一般及
管理費用按年下降14.7%，主要原
因為該集團持續優化銷售模式，
加強營銷資源精確管理，提高營
銷資源使用效益，同時，現場營
銷活動受疫情影響而減少，相關
成本有所節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新
冠肺炎疫情導致澳門博彩公司業績
大幅下滑，金沙中國(1928)昨日公佈
首季淨收益總額按年減少65%，至
8.14億美元；期內淨虧損1.66億美
元，去年同期則錄得淨收入5.57億
美元。金沙集團主席兼行政總裁
Sheldon G. Adelson表示，新冠肺炎
全球大流行對業務造成前所未有的
影響，不知道疫情會維持多久，但
有信心旅遊觀光業最終會復甦，並
稱現時不是暫停或放慢澳門投資項
目的時候。

續執行澳門新加坡項目
Sheldon G. Adelson表示，對復甦

抱樂觀態度，加上該集團財力，會繼
續執行先前宣佈在澳門及新加坡的資

本開支項目。他相信此等投資項目將
鞏固集團於各市場的領導地位，並在
旅遊觀光業最終復甦時，將為未來增
長提供一個更大的平台。
首季數據方面，該集團旗下澳門

威尼斯人度假村，首季淨收益3.15
億美元，按年跌近65%；其中，娛
樂場收益為 2.51 億美元，按年跌
66.1%。另一度假村澳門巴黎人首季
淨收益 1.41 億美元，按年跌近
69%，娛樂場收益1.15億美元，按年
跌70.3%。
股息方面，Sheldon G. Adelson於
季績報告中指出，儘管該集團暫停
股息計劃，但仍有信心旅遊觀光業
消費最終會復甦，加上其業務模式
的優勢，未來將能錄得增長並為股
東帶來資本回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市建
局昨日公佈，深水埗東京街 / 福榮街
發展項目由華懋集團以9.128億元投得
發展權，擊敗恒地、新地及信置等16
名對手。今次為華懋首奪市建局項
目，總樓面約10.4萬方呎，樓面地價
每方呎約8,743元，提供約175伙。

擬作可持續發展項目
華懋集團地產業務董事總經理區慶

麟昨表示，集團非常高興投得項目，
其位處九龍西市中心，且三面單邊，
預期落成後可坐擁開揚景觀。集團計
劃發展一個提升社區生活環境的可持
續發展項目，迎合大眾的住屋需求。
華坊諮詢評估公司資深董事梁沛泓

表示，項目於環球疫情高峰期下截
標，但入標反應理想，中標價雖比

2018年10月市建局批出的青山道/元州
街項目低約15%，但符合市場預期，
證明市區民生項目，只要規模適中，
能吸引各類發展商爭奪。相信今次中
標價將對今日截標之旺角鼓油街官地
有正面影響。此前，業界對項目估值
7.28億至11.44億元，今次9.128億元
成交價屬於市場估計之內。
項目位處於東京街、福榮街及元洲

街交界，佔地約11,517方呎，距離港
鐵站1分鐘步程。可重建作商住物業，
總樓面約10.4萬方呎(當中11,517方呎
樓面須作商業用途)，提供約175伙，預
計2023至2024年落成。所有單位面積
不能少於300方呎，一半以上單位面積
須少於480方呎。中標者將來售樓收益
達23億元，局方可獲分紅，每5,000萬
元計，分紅由20%至50%不等。

華懋9.1億奪市建深水埗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長實
集團旗下油塘東源街5及8號住宅項
目，去年申請將單位數目增加約68.5%
至903伙，規劃署不反對，料今日有機
會獲城市規劃委員會通過。項目連同
旁邊政府土地一併申請，地盤面積
8.367萬方呎，分A、B地盤發展，可建
樓面約41.8萬方呎，供約903伙。
不過，亦有不少項目或食白果。銅

鑼灣怡東酒店重建商業項目，去年底
申請稍為擴大發展規模，以增加商業
樓面近5,759方呎，但未獲規劃署支
持。裕景興業相關人士就深水埗欽州
街舊樓申請發展為精品酒店，亦同樣

未獲規劃署支持，指項目現時劃「住
宅(甲類)」用途，酒店發展與規劃意向
不一致。

新地藍地住宅申請恐觸礁
另一方面，新地屯門藍地住宅項目的

申請亦可能觸礁。發展商早前申請擴大
發展密度，地積比率由原先1倍放寬至6
倍，住宅樓面約137.2萬方呎，擬建9幢
37層高住宅，使可建伙數大增20倍至
1,998伙。但規劃署指，該地劃為具潛
力發展公營房屋地帶，不支持用作大型
私樓發展。料上述三個項目於今日城規
會審議時極大機會不獲通過。

長實油塘拆細擴建料放行

香港文匯報訊 港交所（0388）昨
日宣佈，將於下月11日實施證券市場
的市場波動調節機制（市調機制）第
一階段優化措施，包括將適用的股票
由78隻擴大至接近500隻，同時將觸
發界線分三層，分別設定為5分鐘前最
後成交價的±10%、±15%和±20%。

加強股票極端波動保障
港交所市場主管姚嘉仁昨表示，有關

優化措施可加強股票層面在市場出現極
端價格波動時的保障，並進一步符合國
際慣例及近年更新的監管指引。
市調機制第一階段優化措施包括：

一是將市調機制所涵蓋股票的範圍，
由恒生指數及恒生中國企業指數，股
票總數為78隻，擴大至包括恒生綜合
大型股、中型股及小型股指數成份
股，股票總數接近500隻；二是觸發界
線分三層，上述三隻恒生綜合指數的
成份股其觸發界線分別設定為5分鐘前
最後成交價的±10%、±15%和±
20%。而在此次優化措施之前，觸發點
只有一層，即±10%。
港交所會在實施第一階段優化措施6

個月後檢討有關市場運作，然後才實
施第二階段優化措施，容許每隻市調
機制股票在同一交易時段內可被多次
觸發。
港交所同時亦已就市調機制優化措

施推出一系列市場教育材料， 包括教
育短片及圖解資料。

港交所下月優化市調機制

中電信首季少賺逾2%

金沙首季受累疫情轉虧

■OneDegree Hong Kong郭彥麟(右)
表示，希望「毛價保」做到「薄利多
銷」。 受訪者供圖

■港交所將在證券市場實施第一階段
優化措施6個月後檢討運作。資料圖片

■澳門威尼斯人度假村首季淨收益按年跌近65%，其中娛
樂場收益跌66.1%。 資料圖片

■大埔比華利山別墅雙號屋賬面蝕讓約267萬元易手，呎價跌穿萬元，低見9,989元。 資料圖片

根據一手成交紀錄顯示，中國海外旗下
大埔天鑽有買家於本月13日以1,054.3

萬元購入第3座12樓B室，面積736方呎，
三房戶，選擇120天現金付款優惠，惟買家
最終決定撻訂，以已付5%訂金計，於短短
10日損失約53萬元訂金。

天鑽買家10日縮沙失訂金
二手市場亦現撻訂個案。消息指，大埔
康樂園西路雙號屋，面積1,596方呎，另連
花園，原本去年底以2,950萬元成交，呎價
18,484元。惟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環球經濟
氣氛轉差，買家於單位正式成交前決定取
消交易，撻大訂涉295萬元，連同雙方代理
佣金等使費，合共損手約350萬元。

康樂園撻大訂虧350萬
區內代理指，該名業主已將單位重新放
售，叫價約3,100萬元，較去年底成交價高
約5%。據悉，業主為一對夫婦，丈夫為外
籍人士，2015年以2,350萬元購入上址，因
有意回外地生活而放售單位。
與此同時，區內二手洋房盤連錄蝕讓個
案。中原吳日榮表示，比華利山別墅湖景

道雙號屋，面積1,902方呎，連租約以1,900
萬元易手，呎價跌穿萬元，低見9,989元。
原業主於2007年購入單位，賬面蝕讓約267
萬元離場。另有消息稱，淺月灣1期雙號洋
房，面積1,896方呎，以1,818萬元易手，
呎價9,589元，原業主於2013年購入單位，
賬面蝕逾160萬元。
其他地區同樣二手蝕讓不斷。去年入伙

的西貢傲瀧首錄二手成交個案，利嘉閣將
軍澳溫錦駒表示，單位為第8座中層B室，
面積 1,836 方呎，以 3,220 萬元獲買家承
接，呎價17,538元。原業主2018年5月以
3,205.6萬元購入單位，持貨不足3年，須付
10%額外印花稅（SSD），但由買家支付，
原業主雖賬面獲利，但計入雜費後，料仍
須蝕讓離場。

尚御低層實蝕490萬
另市場消息指，九龍塘尚御2座低層D

室，面積1,542方呎，以2,280萬元連車位
沽出，呎價14,786元。原業主為內地客，
於2010年以2,536.3萬元購入，另外以約
100萬元買入車位，單計賬面蝕256.3萬
元，若連同釐印費及代理佣金計算，實蝕

約490萬元。
納米樓亦錄蝕讓，紅磡環海．東岸第1B
座高層K室，以605萬元易手，面積307方
呎，呎價19,707元。2016年購入的原業主
賬面賺約9萬元，但計入使費後，實蝕約15
萬元。

天鑄低層劈價764萬
此外，何文田天鑄第5座低層B室，面積
1,300方呎，原叫價3,484萬元，最新劈價至
2,720萬元售出，累減764萬元或22%，呎
價低見20,923元。原業主2016年以2,505.9
萬元購入，賬面獲利214.1萬元或8.5%。計
及當年購入時需付15%買家印花稅，但獲
發展商回贈其中70%稅款，另有最高4.5%
現金回贈，實際料仍微利離場。
資料顯示，業主為內地客，近年在港購

入多個新盤，其中北角柏蔚山及南昌站上
蓋匯璽單位已淪為銀主盤。
另一邊廂，長實旗下荃灣海之戀·愛炫美
3伙撻大訂單位（1座52樓C室、3C座11
樓B室，以及5B座50樓B室）在昨日接收
認購登記，最終接獲108票，超額35倍。
單位將於今早重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