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手跌勢加劇 美孚新邨呎價跌穿9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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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聘
有經驗專業農耕服務者
青晉文創有限公司現招聘有經

驗專業農耕服務者，為平台提供
農務策劃、耕種、農業發展等專
業技術。應徵者需要具備七年以
上專業農耕經驗。如有農地規
劃、起始經驗者優先考慮。

有意者請致電9327 9339馬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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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陳敏賢向華人永遠墳場管
理委員會申請於香港仔墳場民
字3段14台7號加葬先人陳熾榮
之骨灰。現尋該墓地之原持證
人陳綽卿，其最後地址為德輔
道中千祥號。如有反對上述申
請或得知其下落者，請於2022
年12月30日前致電華人永遠墳
場管理委員會（3719 7815）
聯絡曾小姐。如委員會於該日
期前尚未收到任何消息，則作
無人反對論，並考慮接受本人
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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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馬寧

金匯錦囊
日圓：美元兌日圓將反覆走低至

136.00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暫時上落1,740至

1,780美元之間。

美國10年期債息低位徘徊 日圓走勢改善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黃楚淇

投 資 理 財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踏入十二月聖誕節消費旺季，太古地產
「白色聖誕市集」於12月1日至4日在鰂魚
涌太古坊糖廠街，以及多盛大廈、電訊盈科
中心一樓辦公樓大堂舉行，今年主題為
「Bloom & Beyond 太古地產聖誕花園」，
屆時糖廠街將幻化成聖誕花園，市集設有29
個主題攤位，提供各式各樣的聖誕精品。為
培訓本地年輕人，該市集由太古地產Place-
making Academy (SPPA) 8位本地大學生策
劃及執行。

白 色 聖 誕 市 集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黎梓田） 二
手樓價跌勢加劇，部分大屋苑呎價連
續跌穿多個關口。荔枝角美孚新邨繼
上月有3房戶成交呎價跌穿一萬元後，
日前又有單位成交呎價跌穿9,000元。
香港置業曾家輝表示，該行日前促成
一宗該屋苑2房戶的買賣成交，單位以
498 萬 元 沽 出 ， 實 用 呎 價 不 足
9,000元。

上述單位為美孚新邨百老匯街53號
極高層，實用面積約556平方呎，屬2
房間隔，向西南望開揚公園景。曾家
輝稱，單位以550萬元放盤約1個月後
獲區內客接洽，雙方經議價後減價52
萬元，以約498萬元成交，實用呎價僅
約8,957元。
據了解，買家為首置客。資料顯

示，業主於2011年1月以約350萬元購

入上述單位，是次轉售賬面賺約148萬
元。

匯璽細單位低市價10%易手
此外，半新盤蝕讓持續湧現。香港

置業謝啟源表示，日前促成一宗南昌
站匯璽的買賣成交，新買家斥590萬元
購入開放式單位，實用呎價約22,097
元，較市價低約10%。單位為匯璽8座

中層E室，實用面積約267平方呎，屬
開放式間隔。謝啟源指，原業主以668
萬元放盤約2個月即吸引外區客洽詢，
雙方經議價後減價78萬元或減幅約
11.7%，以590萬元易手，實用呎價約
22,097元，低市價約10%。據了解，
業主於2019年11月以約641.5萬元購
入上述單位，持貨3年剛滿SSD期沽
售，賬面虧損約51.5萬元。

遠東：樓市正常通關後料趨活躍
全球踏入加息周期，預期資產升幅收窄，部分發展商

加緊「減磅」套現。遠東發展（0035）昨日公布截至9

月底止中期業績，錄得純利5.71億元，按年倒退46%，每股盈

利21.4仙，中期息維持每股派4仙。遠東發展董事總經理孔祥達

表示，加息令樓市出現調整，但始終香港是低稅率地區，一旦與

內地正常通關將重新活躍；但認為加息環境下買地不能太進取，

又指為應對加息周期，擬售25億至35億元海外非核心資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梓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顏倫樂) 為加
快市區重建，最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
放寬申請強拍門檻，樓齡達50年或
以上而少於70年的私人樓宇門檻由
八成業權降至七成，有業主見狀，將
西半山般咸道35號戰時舊樓逾七成
業權，以聯合放售形式推出市場。據
悉物業屬二級歷史建築，意向價1.42
億元。
中原(工商舖)商舖部副分區營業董

事周佩珊表示，項目位於西半山般咸
道35號，涉及地下連地庫、1樓及2
樓，佔全幢約76.9%業權份數，售價
面議。物業地下及地庫面積同約
1,600方呎，1樓及2樓面積則均約
1,115 方呎，合共提供樓面面積約
5,430方呎，物業以交吉形式出售。
周氏表示，物業現為一幢樓高4層

的二戰前西式建築物，建於 1945
年，樓齡已77年。項目地盤面積約
1,648平方呎，於2011年3月22日列
為二級歷史建築。物業外牆刷上淺綠
色，樓高4層，每層均配有大露台，
外形獨特高雅，別具藝術價值。據了
解，有財團積極收購毗連物業並已獲
批重建，當中般咸道24至30號，獲
批建成一幢27層高住宅，料項目可
獲發展商及投資者垂青。

集團指，期內收益有30.26億元，
按年下跌3%，主要由於今年竣

工及結算之住宅物業項目較去年少。
發展中物業之累計應佔預售總值及未
入賬已訂約銷售約180億元。孔祥達
指，利息上升影響了大家的買樓意
願，但香港本身中產有很大購買力，
只不過現在都在觀望。現在有更多人
租樓，因為總要有樓住。部分地方的
租金不跌反升，顯示市場正在觀望樓
市發展。

主動覓便宜地 存貨仍充裕
長期來講，香港樓市的基本因素是

不夠房屋供應給基本市民，不只是香
港，只要人口多的地方都有這個問
題。香港現階段人口流失，但不會是
長期的事情，香港有很大競爭優勢比
如匯率低、稅率低等等。
對於樓市，正常通關問題是關鍵，

預料香港與內地完全正常通關後，可
以見到市場復甦。他指，房地產不是
短期經濟，需要從中長期去看，有時
候機會在低潮才會出現，而集團也會
看有沒有適合的地去買。不過現在加
息環境下也不能太進取，但也會主動
出擊，找些便宜的地。他又指，目前
可出售的項目及存貨約610億元，足夠

至少8年的開發，強調存貨充裕。

西營盤項目單位300呎起
他提到，西營盤崇慶里及桂香街項

目設計已經完成，這個項目離地鐵站
近，是比較人性化的產品，項目單位
初步計劃不少於300平方呎。至於啟德
酒店項目頂部差不多完成，玻璃已開
始進行裝嵌。
另外，去年集團夥拍新世界收購的

啟德4B區4號住宅地，預計明年尾推
出。孔氏認為，這個項目是整個區望
海的項目裏成本最低的一個，所以不
太擔心。在利息上升下，集團利息支

出增加逾1億元，而集團有一些成熟資
產沒什麼升幅，集團寧願用這些錢做
高回報項目，將會加緊出售非核心項
目套現，包括澳洲及匈牙利的停車場
業務，冀售出25億至35億元海外非核
心資產。

擬售逾25億海外非核心資產
集團目前淨負債比率約32%，對比

不少房託基金約40%，屬健康水平。
不過集團不希望有太多利息負擔，亦
計劃減少約20億元債務。被問及對旅
遊業看法，孔氏認為，總體來看，做
生意的商務旅客較願意來香港。

▶ 孔祥達（左）稱，利息上升影響了市民的買樓意願，市場正在觀望樓市發
展。旁為遠東發展首席財務總監兼公司秘書張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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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兌日圓上周早段連日受制142.25
阻力位走勢偏軟，上周三失守140水平
跌幅擴大，本周初曾走低至137.50水平
3 個月低位，周二大部分時間處於
137.95至139.35之間。
日本經濟產業省本周二公布10月份

零售銷售初值按年攀升4.3%，連續8個
月上升，而按月則有0.2%升幅，並連
續4個月上升，數據未對日圓構成太大

影響。隨着美國10年期債息本周早段
徘徊8周低點，未能企穩3.70%之上，
美元兌日圓過去5周以來的反覆下行走
勢依然沒有改變，不排除美元兌日圓稍
後有機會跌穿137.50主要支持位後擴大
跌幅。
美元指數本周早段連日未能向上衝破

106.75至106.80之間的阻力，走勢有進
一步下跌傾向，不利美元兌日圓表現。
此外，美元兌日圓近3周均持續受制
142.00至142.50之間的主要阻力區走勢
轉弱，本周早段已未能重上140水平，

加上美元指數反彈乏力，預料美元兌日
圓將反覆走低至136.00水平。

金價料區間上落
周一紐約12月期金收報1,740.30美

元，較上日下跌13.70美元。現貨金價
周一受制1,763美元走勢偏軟，周二呈
現反彈，一度走高至1,759美元。美國
聯儲局官員本周初繼續發出加息言論，
不過美國10年期債息反而續處8周低
點，美元指數周二亦未能擴大反彈幅
度，同日現貨金價迅速從1,740美元掉

頭回升至1,759美元水平。市場等候美
國本周五公布11月份非農就業數據之
際，預料現貨金價將暫時上落1,740至
1,780美元之間。

歐洲央行總裁拉加德周一表示，歐元區通脹
尚未觸頂，而且有可能比目前預期的還要高，
暗示未來還會進行一系列加息。此番發言，加
上荷蘭央行總裁暨歐洲央行管委克諾特稍早的
發言，可能會降低人們對歐洲央行未來會採取
更加溫和的加息路徑的臆測。上月，歐元區通
脹年率達到創紀錄的10.6%，但估計將於本周
公布的 11 月初值顯示，通脹率將下降至
10.4%。另一邊廂，美聯儲的鷹派發言對美元
仍構成支撐。市場將密切關注美聯儲主席鮑威
爾周三的講話，以尋找進一步收緊政策的新信
號。市場普遍預期美聯儲將在12月13至14日
的議息會議上再加息50個基點。
歐元兌美元周一一度抽高，但跟11月15日

情況相若，在1.05關口遇阻，日內更轉升為
跌，有機會以小型雙頂的技術型態再組跌勢。
此外，技術圖表更見到MACD指標剛正下破
信號線，亦顯示歐元即將面臨回調的傾向。向
下繼續留意上周初守穩着的1.02水平，若後市
失守此區，將見歐元重陷弱勢，延伸目標將會
看至1.0160及1.00關口，進一步料會探向0.98
水平。阻力將繼續關注1.05關口及250天平均
線1.0570，下一級料為1.08水平。

紐元料下試0.6105關
紐元兌美元走勢方面，技術圖表可見，匯價

正受制200天平均線0.63水平下方；估計若本
周仍然未能上破，則很大機會將面臨較顯著的
調整走勢。以近月多的上升幅度計算，23.6%
及38.2%的回調水平為0.6105及0.5990，擴展
至50%及61.8%則為0.59及 0.5810水平。另
外，亦要留意上升趨向線支持位置0.6030，若
果後市失守料將加劇紐元的調整走勢。
至於阻力位除了參考0.63水平，預計較大阻

力將會看至8月高位0.6468以至0.65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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