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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摩看好匯豐升至74港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歐陽偉昉）時隔

多年後，傳統投資智慧的「聖誕鐘、買匯豐」，今
年看來又會應驗。摩根士丹利的最新報告稱，匯控
風險胃納增強，美國一旦加息，息差有望拓闊，加
上亞太區的貸款增長改善，認為匯控收入前景好
轉。同時，匯控出售巴西等業務後，財務狀況合
適，相信未來有機會維持派息每股0.51美元及息
率6.5%。
大摩預期，加息加快、內地資金買港股及亞洲

業務增長下，匯控「最牛」情況可見74港元。

深港通帶旺港中區寫字樓深港通帶旺港中區寫字樓
仲行：明年租升5% 九龍區受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深港通本周開通，雖然首兩日股市未見大利好，但香港寫字樓市場則蠢蠢欲動。仲量

聯行6日發表報告指，深港通雖然其利好未必及早年的滬港通，不過仍會帶動核心區寫字樓需求，預計中環仍會是不少

內地資金落腳的首選，明年租金將會再升5%。

香港主要寫字樓租金走勢及預測
地區

中區
灣仔、銅鑼灣
港島東
尖沙咀
九龍東
整體
*初步數字
資料來源：仲量聯行 製表：記者 蘇洪鏘

2016年變幅*

↑9.2%
↑3.7%
↑1.6%
↓0.5%
↓1.5%
↑5.3%

2017年預測

↑0%-5%
↓0%-5%
↓0%-5%
↓0%-5%
↓10%-15%
↓0%-5%

仲量聯行6日發表《香港物業市場回顧報告》，指出今年中環寫字樓
需求主要來自內地金融企業擴充、以及新成立辦公室的需求，佔今

年新租出樓面44%，較2015年的35%佔比為多。中環甲級寫字樓租金於
今年首11個月上升9.2%至每方英呎111.9元（港元，下同），離2008年
金融海嘯前的高峰期的116元僅低4%；反觀供應持續增加的尖沙咀及九
龍東租金，今年同期分別回落0.5%及1.5%。

中資中環租賃勝去年
仲量聯行租務部主管龐定勤預計，中環於2017年將是唯一錄得租金增
長的商業區，升幅預測可達5%，其他地區則面臨壓力，當中以空置樓
面較多的九龍東跌幅較大，幅度可達10%至15%。
零售街舖方面，隨着訪港內地客減少、人民幣貶值及內地反貪政策下，
香港整體零售銷售額按年錄跌幅，拖累街舖租賃市場。仲量聯行指，目前
商舖市場的租賃需求主要來自中價消費品、生活品味零售商及食肆。新赴
港的品牌及飲食集團仍然有意在港擴張。展望未來，零售市場的需求仍由
這類零售商及餐飲經營者主導。

仲量聯行商舖部主管陳耀峯指，今年街舖平均英呎租下跌18.4%至
462元，主要商場租金自下半年起回軟，全年回落1%。不過，陳氏相
信，核心街舖租金過去兩年累跌36.8%後，可望明年下半年見底，在中
價品牌及餐飲擴充下，預計核心街舖及主要商場明年租金將再下跌至
5%。

核心街舖租金未見底
另外，受惠於貨倉租戶尋求儲存空間、及有車路直達的貨倉供應緊

絀，分層工廠大廈租金升2.7%至每方英呎12.3元，而貨倉租金按年上
升3.5%至每方英呎13.2元。至於工貿大廈，面對活化、翻新工廈項目及
甲級寫字樓的競爭，英呎租下跌1.7%至17.4元。
仲量聯行工業部主管劉毅強指，縱使活化工廈計劃已於3月屆滿，部分

已獲批活化的工廈項目仍會於未來3年推出市場，競爭依然；加上數據中
心的免繳豁免書費用的優惠措施仍有效，預期這政策將繼續主導市場。
至於各項投資物業的格價走勢，仲量聯行研究部主管馬安平預期，明
年寫字樓及貨倉價格可望上漲5%，商舖價格跌幅料收窄至10%以內。

中保監將派員進駐前海恒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偉昉）中國保監會證實，

將於近日派出兩個檢查組分別進駐前海人壽和恒大人
壽。有關消息先由中國21世紀經濟報道， 並稱進駐前
海人壽的檢查組將由發改部牽頭，進駐恒大人壽的工作
組將由資金部牽頭，檢查的主要方向是對上述兩家保險
公司治理規範性、財務真實性、保險產品業務合規性及
資金運用合規性開展現場檢查。
對於派駐檢查組駐險企，和訊網指監管機構對上述監

管措施造成的風險均有測試，「會對前海人壽、恒大人
壽業務開展造成現金流緊張、保戶退保以及既有佈局的
二級市場投資造成波動等負面影響，但風險在可控範圍

內，加強監管目的是要對進一步引導保險公司完善公司
治理結構以及堅持『保險姓保』原則。」

將引入稽查部門
保監會下一步將針對保險公司治理結構、出資真實

性，以及保險資金投資運用等方面出台監管措施。其
中，對於險資中因虛假出資導致的償付能力不足等問
題，保監會將引入稽查部門，必要時聯合公安機關對險
資虛假出資問題進行調查。
另外，中國證券網稱，保監會今年5月至8月組織了7

個保監局對萬能險業務量較大、特別是中短存續期產品

佔比較高的前海人壽、恒大人壽等9家公司開展了萬能
險專項檢查，並對發現問題的公司下發了監管函，另外
還包括君康人壽、東吳人壽、華夏人壽等險企。截至周
一晚，除前海人壽已遞交整改報告、並因整改不力被叫
停萬能險新業務之外，其餘被檢查險企均尚未向保監會
上報整改情況報告。保監會周一已表態稱，將根據其他
公司的整改情況，採取進一步監管措施。
據保監會向前海人壽下發的第二次監管函來看，此次

前海人壽萬能險新業務被叫停，是因為其上報的整改報
告中，未對檢查發現的萬能險管理問題整改到位，萬能
賬戶仍未按監管要求進行單獨管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交通
銀行6日在上海發佈新一期《交銀中國財富景氣
指數報告》指，中國小康家庭不動產投資意願大
幅上漲，無論核心還是非核心城市的小康家庭，
均對不動產投資持樂觀態度，本期投資意願指數
錄得131點，較上期大幅上漲6個百分點。

房價上升主要來自投資需求
不動產投資意願指數上漲10個百分點；現在不
動產投資行為指數上漲7個百分點，至108點；預
期不動產投資意願指數上漲12個百分點，達141
點。
《報告》指，按擁有房產數量看，各類家庭對

不動產投資意願均有上升，多套房家庭現在不動
產投資行為指數增加尤為明顯。交通銀行首席經
濟學家連平指，此舉表明本輪房價上升的助推器
僅有部分源於真實住房需求，更重要的在於流動
性寬鬆下投資需求和資金湧入。
分城市看，本期核心城市與非核心城市不動產
投資意願指數均大幅上升。其中，非核心城市小
康家庭現在不動產投資行為指數由負轉正，上升
幅度達8個百分點。據分析，合肥、南京、廈
門、蘇州等二線城市的地產限制措施未及一線城
市嚴格，且處於投資價值窪地，導致非核心城市
家庭房地產投資需求快速上漲。與此同時，核心
城市房價出現大幅回落的概率較低，因此無論核
心、還是非核心城市的小康家庭，都對不動產投
資持樂觀態度。
此外，中國小康家庭現在流動資產投資意願指

數上漲3個百分點，達到137點；預期流動資產投
資意願指數與上期持平在139點。從各類流動資
產的投資意願和持有率來看，由於宏觀經濟企穩
回暖，小康家庭投資風險偏好呈現上揚態勢。
值得一提的是，本期交銀中國財富景氣指數創
下歷史新高。總體上看，指數2016全年持續回
升，從年初的119點一路升至年末的140點。本期
三項一級指標也均呈上升態勢，其中經濟景氣指
數和投資意願指數上升幅度均超過5個百分點，
表明小康家庭對未來經濟走勢信心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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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橋創業集團與三菱商事簽約，雙方將在鋁的深加
工方面進行戰略合作。 丁春麗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莊程敏)深港通剛開通之際，中
國財政部6日宣佈，經國務院批准，財政部今年將在香
港發行280億元（人民幣，下同）國債。其中，6月29
日已發行140億元，本周將再發行140億元的債券。
此次發行的140億元人民幣國債中，通過配售銀行和

香港交易所平台向香港居民發行20億元，通過香港債
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CMU）面向機構投資者、國外
中央銀行、地區貨幣管理當局發行120億元。人民幣國
債發行後，繼續在香港交易所掛牌上市交易。
財政部上周五透過香港金管局公告，規模100億元面
向機構投資者的國債，將在本周四通過中央結算系統
債券投標平台進行競價投標。該批債券包括50億元三
年期、30億元五年期、10億元10年期、5億元15年期
和5億元30年期。

曾俊華：有利港債市發展
香港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表示，特區政府歡迎財政部

今年繼續在香港分兩次發行人民幣國債。財政部今年
發行合共280億元的國債，規模上跟過去兩年一樣，對
特區政府發展香港的債券市場有積極的意義。這也充
分體現中央政府對鞏固和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及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的支持。

財政部本周港發140億國債

■財政部今年將在香港共發行280億元人民幣國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丁春麗 山東報道）在6日的山
東省-三菱企業集團戰略合作第六次交流會上，三菱集
團提出了參與山東結構性改革、PPP和醫療、環保、商
貿物流、金融服務等領域的合作意向。
山東省副省長夏耕在會見三菱商事株式會社常務執行

董事、東亞地區總裁松井俊一時表示，希望三菱集團關
注山東的供給側改革、國企改革，積極投資節能環保、
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等戰略性新興產業，以及能
源、交通和城市基礎設施等領域。
日本是山東第四大投資來源地和第五大貿易伙伴，

但數據顯示雙方近幾年的合作都在低位運行，今年1
月-10月，山東與日本進出口貿易增長2.2%。其中，山
東對日本出口增長0.4%，從日本進口增長7.4%；山東
批准的合同日資增長 28.4%，實際吸收日資下降
35.2%。日本對山東製造業投資下滑是對山東整體投資
下降的主要因素，而服務業投資受到商業習慣、人才
等方面制約更大。
魏橋創業集團與三菱商事現場簽約，雙方將在鋁的

深加工方面進行戰略合作。魏橋創業集團副總經理黃
平義告訴記者，雙方主要圍繞鋁的深加工、精加工、
原材料供應、產業鏈的延伸等方面進行重點合作，希
望通過合作提高產品的檔次和附加值，加快企業的轉
型升級。

三菱集團擬參與山東國企改革

思捷擬在港大型商場開新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靜儀）香港

零售情況近月稍微改善，思捷環球主席
柯清輝6日於股東會後表示，香港零售
市道最壞的情況已過，但暫時亦未見進
入能錄得大幅改善的復甦階段。至於思
捷，將會把香港的業務「合比化」，加
快關閉虧損零售面積的同時，亦會物色
商場內的位置另開新店，目前正留意太
古城、國際金融中心或沙田新城市廣場
等大商場內的位置。
他透露，在香港暫時沒有租約到期需

續租的店舖，但明年開始就有2至3間大

店舖需要洽談續租，如北京道及銅鑼灣
的分店；至於租金會否大減等細節，則
視乎業主態度，笑言會盡力。另外，為
改善盈利，公司在各地都會繼續將蝕本
的分店關閉，但過程需要一段時間，因
為部分店舖租約較長，而店舖銷售面積
下降，亦會對銷售營業額有下調壓力。
因此，公司正一直物色新的地方開店
舖，例如近日在新加坡新開了一間分
店，他表示相當理想，而計劃在香港加
開的新舖，面積會較細以改善生產力，
但指香港方面暫時沒有裁員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昌鴻深圳報道）萬科深圳公司6日表示，
「萬科．深南道68號」將於12月中旬對外發售，這表明其曾經斥資收
購而來、總面積達18萬平方米的爛尾樓改造項目即將入市，其備案價
格約每平方米6萬元人民幣。該項目地處深圳最繁華的深南大道邊上，
深圳萬科兩年前僅用3天便決定收購。經過重新改建和裝修後，作為深
南路核心地段項目。
資料顯示，項目佔地約1.28萬平方米，總建築面積18.05萬平方米，
由東、西兩座塔樓組成。
深圳萬科營銷總監辜慶永表示，該項目包括商場、公寓及寫字樓，除商

場外其他將主要用作散售，預計本月中下旬開售。該項目主推約33-152平
方米高端公寓、精英辦公產品。其中，公寓部分擬引入萬科旗下V+公
寓產品系，後者定位於服務都市高端人群。

萬科深南道項目月中售

花旗料港樓價格明年跌1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偉昉）政府在上月推

出「加辣」措施，向非首次置業的買家重稅。花旗香
港經濟學家雷智顏6日預料，明年一般住宅樓價將跌
15%，豪宅樓價將跌10%。然而，她認為香港住宅供
不應求，這次下跌也只是調整，在2018年初起樓價
會再次上升。
雷智顏指出，政府「加辣」合時，新措施可以
影響投資者進場，以及令用家暫時觀望。自措施
推出後成交量開始下跌，預計終會跌至每月3,000
宗成交，令樓價不能在高位持續。可是，香港樓
盤供不應求，估計每年短缺單位近5,000個，加上
近期人民幣下跌，內地資金流入香港樓市，樓價
難持續長時間下跌，預料在2018年農曆新年過後
會開始回升。政府是不太可能會放寬打壓樓價措
施，相反政府或會「加辣」應付外來資金進入香
港樓市。

■思捷環球主席柯清輝。
張偉民 攝

中埃簽雙邊本幣互換協議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人民銀行表示，6日與埃及

中央銀行簽署雙邊本幣互換協議，規模為180億元
人民幣/470億埃及鎊。
互換協議有效期三年，經雙方同意可以展期。
中國央行網站稱，簽署該協議旨在便利雙邊貿易和
投資，維護兩國金融穩定。

聯想取消發行第二期債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聯想控股周一晚

公佈，因近期市場利率波動較大，為合理控制公司
融資成本，經第二期債券投資者的同意下，決定取
消原定於本月5至6日在中國內地境內發行高達35
億元（人民幣，下同）的第二期公司債券，後續發
行計劃將另行公告。
聯想控股之前獲批分期發行總規模不超過100億

元公司債券，第一期35億元已於7月初完成發行。
公司原計劃第二期債券的基礎發行規模為10億
元，可超額配售不超過25億元，分五年期及七年
期兩個品種，利率預設區間分別為2.7至3.7%及3
至4%，所得款項用於償還有息債務。國泰君安和
高盛高華擔任主承銷商。

■仲量聯行
報告指，中
環仍是中資
的落腳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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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銀行6日在上海發佈新一期《交銀中國財富景氣指數報
告》。 章蘿蘭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