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匯錦囊
英鎊：英鎊將暫時橫行於1.2650至1.2950美元之間。
金價：現貨金價將暫時上落於1,920至1,970美元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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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價格由2016年開始見底
回升，至今年高見2,075。完成
了兩個 338 元的目標量度升
幅，所以黃金需要整固方能突
破再創新高。由於疫情尚未受

控，政府支持企業生存的措施仍在。企業倒閉
潮尚未到來時，通脹仍在受壓。
今年金價上升的主因是在疫情影響下，黃金

產量也受影響。Barrick Gold Corp 今年的產量
暫時下跌15%，其他金礦公司的產量也有15%
至20%的減少。未來經濟將會出現供給衝擊

(Supply shock)。在供應減少下，加上中美產業
鏈脫鈎，將影響生產力下降供應減少繼而引發
通脹，預期通脹將在明年發生。
中美以及中印關係緊張，支持黃金價格短

期將在高位徘徊。然而，除非發生大規模軍
事衝突，否則金價暫難再維持升勢。由2016
年的1,047開始上升至今年高位2,075，回調
0.236將見1,836，回調0.382將見1,682。所以
投資者可以等美元上升帶動金價回落時買
入，預期明年金價有機會再創新高目標2,500
至3,000。

通脹受壓 金價短期料整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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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邊廂，恒地旗下西營盤藝里坊．2號前
日以折實平均呎價27,620元推出首張價單

55伙，昨日下午4時起開放示範單位及展銷廳
予公眾參觀。恒基物業代理營業(二)部總經理韓
家輝表示，藝里坊．2號延續優越時尚的設計，
單位升級登場，特意夥拍 Yoswit 設計便捷的居
家生活，為所有單位引入Yoswit 智能家居系統，
冀為住戶打造嶄新科技體驗。
藝里坊．2號每伙均備有一塊智能魔鏡、一
個空氣監測器，以及最少一個智能喇叭，開
放式單位設於客飯廳，1房至2房單位則廳房
各設一個。

藝里坊‧2號打造智能家居
系統結合Google AI人工智能，住戶可透過

三種顛覆傳統的智能方式，包括聲控、
Smart Magic Mirror智能魔鏡、手機應用程
式，操控家電，甚至設定個人化場景，例如
當室內空氣指數不理想時，可自動開啟空氣
清新機（住戶需配置紅外遙控功能的空氣清
新機），確保室內空氣安全狀況，維持健康
良好的生活環境。
此外，長實地產投資董事郭子威表示，正與
合作夥伴港鐵商討新一輪銷售安排，預期下周

會公布全新一批的銷售安排。隨防疫措施漸
漸發揮作用，他相信買家入市信心會大增。同
時自從THE LOHAS 商場開幕後，買家明顯看
好康城未來樓價，並認為本港經濟會在第四季
有復甦，預期樓價未來一年有10%上升空間。

帝御．金灣單日連沽2伙
新盤成交方面，香港小輪夥帝國集團合作

發展的屯門青山灣帝御．金灣昨連沽2伙，均
屬實用面積207方呎開放式單位，位處第5座
中低層，成交價分別323.92萬及 342.34萬
元，呎價15,648及16,538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悅琴) 疫情於8月
中下旬轉趨緩和，樓價亦有回穩跡象，反映
二手樓價走勢的中原城市領先指數CCL最新
報 177.85 點，按周升 0.24%，終止連跌兩
周。
中原地產研究部高級聯席董事黃良昇指出，
二手樓市持續活躍，成交明顯增多，隨低價
筍盤消耗盡後，相信樓價開始止跌回穩，展望
中秋前後樓價重拾升軌。
他指出，自疫情反彈開始，樓價出現短暫調
整，CCL由181點回軟至178點水平，7周累
跌2.16%。但近3周CCL在177點到178點之
間窄幅爭持，有尋底跡象，估計樓價快將止跌
回升。

四區方面，上周三區跌一區升，今周三區升
一區跌。
新界西 CCL_Mass 報 163.22 點，按周升
0.53%，終止4周連跌，預期新界西樓價可以
率先尋底成功。新界東CCL_Mass報 189.34
點，按周升1.37%，結束2周連跌。
九 龍 CCL_Mass 報 177.67 點 ， 按 周 升

2.03%，升幅近22周最大，結束2周連跌。港
島CCL_Mass報185.35點，按周跌2.68%。

新界西樓價料率先尋底
據美聯物業分行統計，本周六日(9月12日至

13日)15個指標屋苑預約睇樓量錄約468組，較
上周六日錄約467組靠穩微升約0.2%，連續第

6個周六日錄得增幅，創10周新高。
美聯物業住宅部行政總裁布少明表示，限聚

令由2人放寬至4人，刺激市民外出，準買家
積極四出睇樓，物色市場筍盤，同時港島區及
新界區均有新盤開價，成為市場焦點，其中天
水圍新盤首批單位貼近市價，新界區預約睇樓
量按周下跌約3.6%，反映部分買家或轉投一手
市場，故二手睇樓量僅微升。

憧憬「北水」市場氣氛趨旺
布少明指，隨疫情持續緩和，準買家入市

信心回升，發展商亦有望重整推盤步伐，加上
市場憧憬恢復通關，「北水」重臨，預料後市
將重拾升軌，市場氣氛熾熱暢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梁悅琴)美
國駐港總領事館日前宣布以25.66
億元出售旗下壽山村道37號屋地
予恒隆地產後，原來是當一手樓出
售，賣方上載成交記錄至一手住宅
物業銷售網。根據交易條款顯示，
恒隆地產於投標時已支付1億元臨
時訂金，並須於今年9月16日或之
前支付加付訂金(加付訂金和臨時
訂金的總和為成交金額的10%)，
即合共2.566億元，餘款90%於今
年12月30日支付。
由於壽臣山宿舍落成多年，再加

上以屋地招標形式出售，市場一直
未有將項目當作「一手樓」，但原
來需要跟從《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
例》。

下周三前須再加訂
至於為何美國領事館方面未有如

同其他新盤一樣公布樓書、價單
等，翻查《一手條例》第9分部
「例外情況及附加規定」有提到相
關的豁免條款，簡單來說，就是只
要是整個項目的所有單位都出售予
同一個人，就可以豁免第2(售樓說
明書)、3(價單)、4(未落成發展項目
或期數的示範單位)、5(參觀已落成
發展項目或期數中的物業)、6(銷售
安排及其他資料)及7(臨時合約及合
約)分部的要求，但是就第8分部
的要求，亦即是成交記錄冊則不屬
於豁免範圍，因此美國領事館方面
亦因應情況上載了成交記錄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顏倫樂)
新地早前就元朗南生圍東成里項
目提交進一步資料。項目地盤面
積 35.2 萬方呎，原本打算興建
1,955伙，新修訂降低住宅部分的
發展地積比率，令單位數量減少
至 1,518 伙 ， 減 少 437 伙 或
22.4%，希望藉此爭取城規會通過
申請。因單位數目減少，平均單
位面積亦由原先 483 方呎微升
3.3%至499方呎。
地盤位於山邊邨以東、博愛醫
院以北，現時處於「未決定用
途」地帶，發展商建議作分層住
宅、商店食肆、學校及康體文娛
場所及公共車輛總站等綜合發
展。

非住宅部分地積比增加
項目住宅部分集中於北面，據
文件顯示，新修訂把其中住宅部
分的地積比率，由原先2.68倍減
至2.15倍，可建總樓面面積由約
94.3萬方呎減至約75.7萬方呎，減

少19.8%。
此外，修訂後擬建8幢8至21層
高（包括2層地庫）住宅大廈，樓
層亦較原方案的8至31層，減少
10層。非住宅部分方面則有所擴
充。新地計劃以 0.14 倍地積比
率，於地盤南面發展一個社區樞
紐，較原方案的0.117倍略為增
加，計劃興建3幢 3至 4層高物
業，包括健康中心、零售商店及
幼兒園等，涉及約4.9萬方呎，面
積較原方案增加約20%。
翻查資料，新地元朗東成里項

目於3年前曾獲城規會批准，可建
27.36萬方呎樓面及提供455伙。
但新地決定改變發展方向，去年
10月向城規會提交新發展方案，
除總樓面大增外，單位數量亦激
增至當時近2,000伙。
項目最特別之處是加入「跨代
共居房屋」概念，希望作為試
點，展示私營機構可以推動居家
安老，以應付將來快速增長的年
老人口。

行業復甦 科技板塊續領跑
經過七月份的強勁表現後，內地主要股票指數的升幅於八月份

收窄，從行業板塊的角度來看，部分個股在近期出現較大幅度的

回落。投資活動方面，內地投資交易熱度並未出現顯著消退，融

資融券餘額以及成交金額仍維持在相對高位，但北向資金則在連續四個月呈現

淨流入後轉為淨賣出。■施羅德投資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股票基金經理 張曉冬

科技類企業因產業前景向好而受惠，業績增
長速度回升得較快，通信、電子、電腦板

塊等的增長速度均已轉為正增長。
另一方面，銀行業營利顯著下滑，而券商股

則受惠於股市交投活躍而錄得快速的營利增
長。在政策支持的基調下，上游偏基建類企業
如機械設備、電氣設備、建築建材、公用事業
等業績增長速度回升得較快。整體來說，新經
濟股於二季度表現仍然較舊經濟股優勝。市場
方面，股市進入八月份開始橫向整理，近期表

現較佳的食品飲料行業亦於九月份出現較大回
落。我們預期指數於第四季度將呈現震盪格
局，但在流動性仍然充裕和經濟持續復甦的情
況下，回落的幅度將相對有限。

受惠內迴圈 汽車股可吼
新能源汽車在經歷年初至今的大幅上漲後已
反映大部分的利好因素，因而有可能面臨較大
的回落。整體來說，我們仍會關注受惠於內迴
圈主軸的行業，例如建材及汽車板塊等。

脫歐陷入僵局 英鎊料暫橫行

Wetland 3期首日收500票
疫情緩和，政府放寬限聚令

至4人，新盤加快推盤步伐。

新地本周二公布以即供折實平

均呎價12,968元推出天水圍

Wetland Seasons Park 第3期

首張價單65伙後，昨日開始

收票，消息指，首日收約500

票，超額登記6.7倍。

筍盤消化 二手樓價有望回升

新地元朗東成里項目
申削兩成單位

購美領館屋地
恒隆落訂1億

英鎊本周初受制1.3265美元附近阻力後持
續偏弱，周四跌幅擴大，失守1.30美元水
平，周五曾向下逼近1.2760美元水平7周低
位。英國本周五公布7月份GDP按月上升
6.6%，遜於6月份的8.7%升幅，但卻是連續
3個月呈現回升，消息帶動英鎊短暫反彈至
1.2860美元附近便再次掉頭跌穿1.2800美元
水平，凸顯英鎊走勢疲弱。
歐洲央行本周四會議維持貨幣政策不變，

央行行長拉加德對歐元區經濟表現略為偏向
樂觀。歐元周四曾一度向上逼近1.1920美元
水平逾1周高位，導致歐元兌英鎊交叉盤出
現急升走勢，本周五觸及0.9290水平近半年
高位，對英鎊構成負面。隨英國與歐盟就
脫歐協議再起爭端，雙方貿易談判陷入僵

局，該因素將抑制英鎊表現，預料英鎊將暫
時橫行於1.2650至1.2950美元之間。

觀望聯儲局會議 金價料區間上落
歐洲央行行長拉加德周四晚發言之後，歐

元持續遭遇獲利沽壓，美元指數重上93水
平，金價未能擴大升幅，而美國聯儲局下周
公布會議結果前，金價不容易擺脫近期的活
動範圍。預料現貨金價將暫時上落於1,920
至1,970美元之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悅琴

■ 韓 家 輝
(左)表示，
「藝里坊‧2
號」所有單
位 均 引 入
Yoswit 智能
家居系統；
圖右為嶺勤
科技的創辦
人之一吳啟
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