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新冠肺炎疫情及中美關係緊張等負面消

息迅速被市場消化，樓市曾出現一輪升勢，

帶動中原城市領先指數CCL最新報 180.26

點，升穿2月178.84點水平，暫為今年最高

位，兼創27周新高。該行指，相關數據主要

來自5月11日至17日簽臨時買賣合約，而近

期再次出現本地確診個案，以及暴力示威衝

突再現苗頭等影響仍未反映。另一方面，隨

着樓市向好，本港兩大代理本周末二手盤睇

樓預約俱升。
■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倫樂

樓價回升快CCL見今年新高
港島樓升2.2%最勁 代理預約睇樓上升

中原地產研究部高級聯席董事黃良昇
指出，CCL最新報180.26點，本

周升0.96%，升幅為29周最大。五一長
假後，樓價升勢持續，CCL連升3周共
2.45%。但近期政經局勢變化，加上疫
情反覆，對CCL影響將於數周後開始反
映。他估計未來升幅可能放緩，但未有
掉頭向下的跡象。

中原料升幅或將放緩
除CCL外，大型屋苑領先指數、中小
型單位指數、大型單位指數分別再升
1.04%至1.07%不等。分區來看，港島區
樓價按周升幅最勁，升2.2%至 191.75
點，升幅為11周最大，五一長假後連升

3周共5.36%。九龍區指數則報178.92
點，按周跌0.21%，連升3周後回軟。
新界兩區樓價齊升，新界東指數升幅

顯著，最新報194.19點，創36周新高，
按周升2.18%，升幅為57周最大，連升
3 周共 4.11%。 新界西指數報 164.29
點，按周升0.84%。樓價見底回升，港
島及新界東率先跑出。近3周計，港島
連升共5.36%，新界東連升共4.11%，九
龍累升2.5%，新界西累跌0.3%。
另一方面，樓市轉熱，市民在疫情緩

和下出動睇樓，中原地產本周末十大屋
苑合共錄 495 組睇樓預約，按周升
3.1%。至於美聯物業15個指標屋苑預約
睇樓量錄470組，續升約5.4%。

陳永傑料買家或需追價
中原地產亞太區副主席兼住宅部總裁

陳永傑表示，本周末有多個一手新盤推
出市場，搶去大量二手購買力，6月首周
二手成交步伐明顯放慢。同時，二手市
場筍盤大幅減少，買家需時適應樓價升
幅及追價入市。
美聯物業住宅部行政總裁布少明表

示，疫情逐步緩和，凝聚多時購買力源
源釋放，故近期多個新盤銷情暢旺，利
好二手市場承接力靠穩，本周末二手屋
苑睇樓活動亦持續上揚。
他並預計，月內一手成交量料可達約

2,000宗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新冠肺炎
疫情下，本港旅遊及零售業遭到重創。恒隆
集團及恒隆地產昨日發出盈警，指今年業績
或受新型肺炎疫情影響，包括香港及內地投
資物業重估虧損、向租戶提供支援措施，包
括租金寬減等影響。不過集團指，營運現金
流及股息派發能力將不會受到重大影響，整
體財務及業務狀況仍然維持穩健。
恒隆集團及恒隆地產的聯合公告提到，

鑑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董事局預計2020
年財務業績可能因應以下因素而受到不利影

響，包括香港及內地的投資物業重估虧損；
及向集團於香港及內地租戶提供支援措施
(包括租金寬減)。倘若經濟環境及租賃市場
持續疲弱，有關重估虧損或令報表錄得股東
應佔虧損。
然而，由於未變現重估虧損乃屬非現金

性質，而且集團持有之投資物業乃屬長期投
資項目以賺取穩定及經常性收入，故公司強
調對集團之營運現金流及股息派發能力將不
會受到重大影響，集團整體財務及業務狀況
仍然維持穩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梓田）第一太平
戴維斯昨日於香港及上海舉行兩地連線直播
「大咖對大咖—『後疫情時代』的地產投
資風口」，邀來地產界專家探討行業走向。
出席研討會的領展王國龍表示，領展以香港
為基地，將以零售為主，而內地投資將繼續
以「北上廣深」為主。同場的平安不動產的
王強亦表示，中國平安較關注產業園、康養
和汽車消費領域。

王國龍看好地鐵上蓋商場
在研討會上，領展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王國龍表示，公司以香港為基地，繼續以零
售為主，兼顧寫字樓投資，亦會涉及物流領
域。在內地，領展資產分布在「北上廣
深」，未來投資將繼續以這4個城市為主，
並向周邊擴散。他又指，目前內地比較流行
「家門口一公里」概念，即社區商場，公司
看好地鐵上蓋、豐富人流、一周七天都有客
流的中高端商場。
此外，集團此前購入澳洲悉尼一處的資

產，作為布局海外的第一步，之後會關注日
本、澳洲、新加坡及英國等市場。
基匯資本總裁兼執行合夥人吳繼泰認

為，目前酒店和零售業的確表現不佳，但是
寫字樓發展很好，比如港島東區受惠於中環
至灣仔繞道等基礎建設，以及中環CBD溢
出的需求，因此區內寫字樓值得關注。
吳繼泰又表示，疫情對內地房地產衝擊
最大的板塊是酒店業和部分零售業，但已經
在復甦，市況與去年分別不大。放眼亞洲，
基匯資本看好越南、日本、新加坡市場。

平安總部駐西九高鐵項目
平安不動產執行副總經理兼首席投資執

行官王強指，中國平安投資方向符合「支援
實體經濟」的政策導向，近期較為關注產業
園、康養和汽車消費相關領域。後疫情時
代，平安仍會「優中選優」，以優質地段的
寫字樓作為重點投資方向。近期入股的西九
龍高鐵站商業項目將作為中國平安香港總部
大樓，預計2027年正式啟動。

領展內地投資攻「北上廣深」

恒隆系疫境發盈警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平安保險（2318）
昨日宣布，集團與深圳市政府前日（4日）
簽署《公共住房投資建設運營戰略合作框架
協議》（下稱「協議」）。根據協議，平安
將從協議生效起至2035年，將持續投入資
金參與深圳公共住房建設。而投資建設的公
共住房以長期租賃為主，並優先滿足政府的
租賃需求。
深圳市委常委、市政府黨組成員楊洪在
簽約儀式上致辭說，市政府與平安集團簽署
合作框架協議，既有利於充分發揮社會資

本、民間資本的作用，參與提供更多優質的
公共住房建設管理服務，也有利於平安集團
拓展經營業務，實現更高質量的發展。
平安集團總經理、聯席首席執行官謝永

林表示，集團積極履行社會責任，參與並引
導帶動更多市場主體參與公共住房開發建
設，探索可複製、可推廣的機制和模式。
據介紹，深圳市持續開展公共住房建設

行動。今年將完成「十三五」期間新增40
萬套目標，到2035年計劃建設籌集公共住
房不少於100萬套。

平保參建深圳長租公房

恒基下季推售元朗洋房盤

戴行料疫後靈活辦公趨增

■迎海‧星灣御地下複式連花園示範單
位由知名設計師梁志天（左）設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新盤銷
情回勇，特色戶以至豪宅受捧，恒基物業
代理營業(一)部總經理林達民昨日表示，
馬鞍山迎海系列短短三周售出10伙特色
戶，套現逾3.5億元。他透露，下季將推
售元朗唐人新村洋房項目，及香港小輪與
帝國集團合作、該公司負責銷售的屯門青
山公路青山灣段項目1期帝御·金灣則有
望下半年開售。系內剛入紙申請預售的啟
德項目第1期有機會明年上半年推售。
林達民指出，迎海·星灣御耗資約800

萬元裝修的全新地下複式連花園示範單
位，即日起接受預約參觀，料快將推出
招標銷售安排。該單位為第23座地下及
1樓A室，面積2,794方呎，另有花園面
積合共977方呎，單位為三房兩套，連
一個於單位門口的車位。

傲玟園景戶呎價逾3.1萬
新盤成交方面，高銀集團負責銷售的

何文田傲玟昨售出第1座低層A室園景
戶，面積1,445方呎，售價近4,500萬
元，呎價逾31,000元。華懋旗下青山公
路琨崙昨亦招標售出海翡翠獨立屋9號
連兩個車位，成交價6,332萬元，洋房面
積2,788方呎，另連1,546方呎花園和
164方呎天台等，呎價22,712元。
此外，嘉華已屆現樓的啟德嘉匯昨招

標售出第2座37及38樓複式A室，面積
1,940方呎，連500方呎平台及兩個車
位，成交價6,450萬元，呎價33,247元。

意堤部分單位減價5%
不過，有現樓新盤增優惠或再減價吸

客。香港興業旗下已屆現樓的愉景灣意
堤昨修改價單，部分單位定價下調約
5%，同時新增優惠，為選擇60天成交
付款方法買家代繳樓價3.75%及4.25%從
價印花稅，亦贈送6.8萬元至8.8萬元傢
俬禮券，名額28個。
另外，單偉豹持有已入伙4年多的九

龍塘喇沙滙再度減價約5%，其中2及3
樓A2單位，面積5,295方呎，價單價由
逾2.18億元減至逾2.08億元，呎價由
41,352 元下調至 39,285 元，該單位自
2015年10月首度推出以來，已多度調升
或調低售價，最高叫價曾為2.68億元，
高低價相差6,000萬元，差幅逾22%。

半山捌號錄2伙撻訂
英皇國際旗下西半山半山捌號首錄2

伙撻訂。成交記錄冊顯示，8樓C室，面
積310方呎，上周四獲買家以867.55萬
元購入；另7樓B室，面積311方呎，以
935.8萬元沽出。惟兩個單位未有簽署正
式買賣合約，交易未有進展，放棄已付
5%訂金，分別損失逾43萬及46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戴德梁
行最新針對疫情期間居家辦公體驗發表
《工作場所的未來》報告發現，73%受
訪者認為公司應採取靈活的辦公策略。
該報告對4萬多位受訪者展開迄今為
止最大規模的調研，結果顯示，疫情期
間，由於遠程技術的利用更為成熟和廣
泛，工作效率得以維持在較高水平，團
隊合作也達到歷史新高。

報告指出，有四分之三受訪者同意或
非常認同，在當前環境下他們與同事之
間的合作非常高效，與疫情爆發前相
比，合作效率提升10%。73%的受訪者
認為公司應採取靈活的辦公策略。

疫情增加員工合作效率
戴德梁行香港董事總經理蕭亮輝表

示，雖然並非所有行業和工作性質的僱

員都能採用居家工作等靈活辦公模式，
但鑑於本地寫字樓租金高昂，不排除企
業在衡量過自身的營運需求後，會在其
辦公室策略加入更多靈活辦公元素，作
為恒常節流和吸引人才的方式。
遠程辦公或會成為新趨勢，然而調查

結果也顯示，只有半數多一點的受訪者
表示，在居家辦公的情況下，他們仍然
感受到與同事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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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移民：5月移民查詢800宗 年升39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美聯移民顧問昨日公
布，5月一共收到約800宗有關移民查詢，按月急升逾4
倍。尤其是在下旬，查詢量由過往平均每日約不足10
宗，增至每日平均達80宗查詢。
美聯移民顧問策略總監鄭天殷昨表示，公司近期收到有

關移民的查詢急劇攀升，5月一共錄得約800宗查詢，較
去年同期的20宗大幅上升39倍，為1年來新高；與4月錄
得約150宗相較，亦上升約4.3倍。就查詢地區分類而
言，亞洲依然是最熱門地方，其次是歐洲和澳加等地。

移民亞洲興趣最濃厚
值得留意是，港人對傳統移民國興趣減低。美聯移民

顧問在去年10月進行調查，約42%受訪者視亞洲為理想

移民地區，其次為英、美、澳、加，佔約28%，歐洲則
佔約23%。然而近日出現變化，亞洲仍是最多市民查詢
地區，佔整體查詢約60%，其次為歐洲，佔約20%，但
英、美、澳、加，則跌至第三位，佔約15%。
鄭天殷指出，亞洲的意向有明顯上升趨勢，是由於台

灣查詢佔比較多，主要為年輕人及家長。由於台灣投資
移民入場門檻較低，僅需600萬元新台幣（約156萬港
元），加上生活水平較低，地理及文化接近香港，因此
受港人歡迎。但她提醒，最近台灣收緊移民政策，包括
須開實體店、聘請兩名當地員工及提交3年計劃書等。

美國門檻高查詢零星
至於英、美、澳、加，鄭天殷指，美國查詢量由新冠

疫情前的每月約20宗，急跌到近期只得零星查詢，估計
主要是由於美國投資門檻由50萬美元（約400萬港元）
飆升至90萬美元（約700萬港元），加上美國新冠肺炎
疫情最為嚴重，令打算移民的人士卻步。
另一方面，近月澳洲和加拿大的查詢人數則比疫情前略

有上升，估計是由於兩地的生活質素及醫療福利的優勢。
加上澳元早前回落，而當地物業價格較低，令更多人考慮
移民澳洲當地。鄭天殷表示，歐洲移民查詢者主要為家長
及專業人士，愛爾蘭及葡萄牙比例各佔一半，原因亦因愛
爾蘭的移民門檻相對較低。
鄭天殷提醒港人選擇移民時，要顧及資金靈活性，不

建議變賣資產移民，寧願用加按方式取得資金作移民申
請。她預料移民查詢會陸續增多。

■美聯移民顧問鄭天殷(左)與周定國宣布，
公司將贈送50個免費諮詢優惠名額，助港
人及早規劃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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