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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之谷總裁420萬買深水埗商舖 租金回報9.4厘
內地及本港

通關後，投資者
憧憬零售市道好轉，趁勢入貨等升
值。

土地註冊處資料顯示，深水埗
黃竹街龍華大廈地下D1舖，面積約

400方呎，以420萬元易手，登記買
家為星之谷總裁莊錦輝。

莊錦輝回覆傳媒查詢時表示，
疫情3年舖位價格累積一定跌幅，其
購入的舖位，當時銀行估價約580萬
至590萬元，但業主願意以420萬沽

貨明顯低水；加上舖位由理髮店租
用近9年，租務穩定，目前租金約
3.3萬元，回報達9.4厘，相當不
俗。

莊錦輝直言： 「400萬買到個舖
位收租，日後可以當退休金用。」

趁勢入貨

飛揚2期日前以 「深水炸彈價」 推出
首張價單後，市場反應激烈，據傳昨首
日接受認購登記即勁收逾千票，發展商
乘勝追擊連隨原價加推95伙應市，折實
平均呎價約12647元，較首批折實
12509元賣貴1%。

飛揚加推單位入場費313萬
價單顯示，加推單位包括40伙1房、

42伙2房及13伙3房，折實售價313.1萬
至 928.4 萬 ， 折 實 呎 價 11049 元 至
14357元，折實平均呎價12647元。項
目首兩張價單共183伙，市值約10.9億
元。

長實營業部首席經理郭子威表示，
項目開價後市場反應熱烈，回應市場隨
即加推應市，最快今日再加推新一批單
位。

長實營業部助理首席經理楊桂玲
指出，項目前日單日錄3000人次參觀，
2房梗廚單位較受歡迎，故2號價單以2房
戶為主。強調今次屬原價加推，以回應
市場需求，餘下單位將會陸續加推，不
排除全盤400伙會於首輪 「晒冷」 。

Cabanna日售20伙套逾億
此外，恒地（00012）粉嶺ONE

INNOVALE-Cabanna昨日進行全新一
輪銷售，全日售出20伙，套現逾1億元。

除上車盤外，豪宅亦備受追捧。華
懋旗下何文田瑜一1B期，展覽廳參觀氣
氛持續熱鬧。

華懋集團銷售總監封海倫表示，項
目備受市場關注，引來極大回響，將盡
快與合作夥伴商討，最快今日加推價單
第2號，涉及至少50伙。市場消息指，截
至昨日6時，示範單位已錄得逾8000參
觀人次，全日料達1萬人次，兩天合共達
1.5萬人次，市場反應熱烈。該盤開賣前
夕，同系的港島薄扶林碧麗軒售出全盤
最巨型的複式單位，為地下及一樓為01
室，實用面積2646方呎，4套房間隔，
連361方呎私人花園，成交價1.08億
元。

一手本月料撲3000宗六年半高
信置（00083）牽頭發展的超級豪

宅 何 文 田 加 多 利 山 St. George's
Mansions，昨日售出1座20樓A單位，
成交價1.2018億元，實用面積2141方
呎，四房雙套大宅間隔，呎價56133
元，成交價及呎價均創項目標準戶新
高。項目今年共售16伙大宅，共涉逾15
億元。全盤累售34伙，總套現近40億
元，當中5伙為特色戶，亦錄得7組大手
客。

中原地產亞太區副主席兼住宅部總
裁陳永傑表示，近期新盤市場百花齊
放，一手成交非常暢旺，美國本周再議
息，市場預測有機會不加息，對本港復
常中的樓市有利。中小型物業有剛需支
持，發展商只要開價合理，銷情便有保
證。預計本月一手成交可達3000宗，創
6年半新高。

新盤混戰精彩，上車盤備受追捧。長實（01113）夥新地
（00016）低開近兩成的屯門飛揚2期， 「深水炸彈價」 果然號召力
強，市傳昨單日勁收逾千票，發展商連隨添食95伙，折實平均呎價
12647元，較首批賣貴1%；此外，華懋旗下何文田瑜一1B市場反應踴
躍，發展商預告今日加推50伙。

大公報記者 梁穎賢（文、圖）

飛揚2期首日收逾千票 加推95伙
豪宅同受追捧 瑜一預告今添食50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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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金融危機未除 銀行股再遭重創
【大公報訊】記者倪巍晨上海報

道：銀行危機對美股的衝擊仍在發
酵，截至周五收盤，道指、納指、標
指分別收報31861點、11630點和
3916點，單日跌1.19%、0.74%和
1.1%。銀行股的集體大跌雖對美股構
成衝擊，但在科技股的支撐下，納
指、標指分別周漲4.41%、1.43%，
惟道指周跌0.15%。分析稱，美聯儲
短期或更多考慮金融市場的穩定性，
預計海外資產仍將經歷一段 「出清」
過程，但對美國通脹逐步回落後，美
股再度反彈的前景並不悲觀。

銀行業上周再遭重創，費城證交
所KBW銀行指數累跌近14.6%，而地
區銀行指數KBW Nasdaq Regional
Banking Index亦周跌約9.4%。從盤
面上看，富國銀行、美國銀行、花旗
銀行、高盛、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
等股價一周分別累跌8.7%、8.09%、
8.46%、7.36%、6.52%和5.87%，
第一共和銀行股價更周跌71.83%。

「短期看 『硅谷銀行事件』 觸發
了市場的敏感神經。」 申萬宏源資產
配置首席分析師金倩婧表示，很多中
小銀行也面臨與硅谷銀行類似的流動
性問題，其背後有利率過快上升所帶
來的利淡因素。當前市況下，美聯儲
短期政策一定程度會更多考慮金融市

場的穩定性。
儘管如此，但在科技股的支撐

下，納指、標指均現周升。市場數據
顯示，微軟和Alphabet均周漲超12%，
亞馬遜、Meta、蘋果、特斯拉、奈飛等公
司股價分別累漲9.06%、8.97%、
4.38%、3.86%和3.67%。

後市走向還看美議息結果
目前美股的估值、盈利仍面臨一

定程度的 「雙殺風險」 。中金公司策
略團隊認為，美股依然偏高的估值計
入了較多的寬鬆預期，加之盈利或續
承壓， 「我們維持 『欲揚先抑』 的判
斷，同時對後半年美國通脹逐步回落
後，美股再度反彈的前景並不悲
觀。」

野村跨資產總體策略董事總經理
Charlie McElligott認為： 「目前是利
率動向推升了股市。」 若美國聯儲局

以穩定金融為先而暫緩升息，美國國
債殖利率將繼續走低，有利美股上
漲；反之，美聯儲着重在繼續對抗通
脹，國債殖利率可能反彈，如此將不
利美股後勢。

美聯儲政策方面，植信投資研究
院秘書長鄧志超指出，硅谷銀行事件
發生後，與之相關的一些銀行相繼曝
出流動性風險，市場開始擔心新的
「雷曼時刻」 即將到來。他相信，未
來一段時期美聯儲政策將陷入兩難，
一方面，美國核心通脹下降緩慢，需
加大緊縮政策力度；另一方面，美國
金融市場風險在高利率環境下開始陸
續暴露，又需要美聯儲放鬆政策以紓
緩目前的流動性風險， 「通脹居高不
下、金融風險暴露，是目前美聯儲最
擔心的問題，不排除未來若再有金融
風險爆發，美聯儲政策將提前轉向的
可能性。」

專家看美股
申萬宏源資產配置
首席分析師 金倩婧
中金公司
策略團隊

植信投資研究院
秘書長 鄧志超

大公報記者倪巍晨整理

當前市況下，美聯儲短期政策一定程度會更多考慮金融市
場的穩定性
美股依然偏高的估值計入了較多的寬鬆預期，加之盈利或
續承壓，維持 「欲揚先抑」 判斷
通脹居高不下、金融風險暴露，是目前美聯儲最擔心的問
題，不排除未來若再有金融風險爆發，美聯儲政策將提前
轉向的可能性

雨後首輪143伙沽77% 套6.6億元

伯南克也解不開的金融困局
猶記得去年10月

頒發的諾貝爾經濟學
獎，前聯儲主席伯南

克憑藉 「大蕭條始於銀行倒閉」 的論文
摘得桂冠。而現任的聯儲官員正在踐行
這一研究成果：官方出面為硅谷銀行兜
底，防止擠提風險的擴大化。

硅谷暴雷容易讓人聯想到雷曼時
刻，但回顧美國金融史，銀行倒閉潮其
實屢見不鮮。特別是1907年爆發的金
融恐慌，信託公司與商業銀行也曾出現
連鎖性擠兌。

危機過後，政府反思應當成立一
個中央決策機構對金融行業進行監管，
美聯儲由此應運而生。

但誰料到，本來用於防風險的監
管機構，如今成為了製造風險的始作俑
者。

單看硅谷銀行的案例，其自身的
確存在客戶結構單一、對沖機制缺失、
經營模式激進等諸多問題，但其持有的
主要資產──美國國債與抵押支持債券
（MBS）被公認為是全球最安全的資
產，如今卻化身為暴雷導火索。也因
此，市場懷疑硅谷銀行只是 「廚房裏出
現的第一隻蟑螂」 ，其他銀行暴露風險
只是時間問題。

筆者曾撰文《金融市場 「借短買
長」 再難造富》（見2月19日A11）指
出，四十年來每逢經濟下行，聯儲就會

降息救市。久而久之，投資者形成慣性
思維，衰退周期只要做對一件事就能發
財：借更多的錢、加更高的槓桿。毫不
誇張的說，全球市場都在與美聯儲做心
理博弈。

新冠疫情爆發初期，美國政府為
激活需求注入大規模流動性，加之市場
熱炒在線經濟，科網股估值水漲船高。
這些企業又恰是硅谷銀行的主要客戶，
造成該行存款從2019年底的618億美
元，一路飆升至2022年一季度的1981
億美元，膨脹三倍有餘。硅谷銀行手握
天量資金，大幅購入債券已是最穩妥選
擇。

但美聯儲長期堅持 「通脹暫時
論」 ，錯過收水最佳窗口期，鮑威爾直
到前年底才鬆口承認誤判，轉而激進加
息 「趕進度」 。此舉如同高鐵全速掉
頭，乘客焉有不被甩飛之理？

硅谷銀行就是被甩出車廂的乘客
之一。市場利率上升後，不僅手中的債
券大幅減值，而且主要客戶（科網企
業）估值收縮、爭相裁員，不斷提取賬
戶上的存款，這又加重了銀行的資金壓
力。

如今市場又開始憧憬美聯儲放水
救市，但這次通脹數據極為頑固，稍有
不慎即會失控。收水，大蕭條的教訓警
鐘長鳴；放水，大滯脹的風險近在咫
尺。美聯儲貨幣政策陷入兩難。

財經分析
李靈修

星星地產旗下
元朗朗屏雨後，昨

日首推143伙，市傳全日售逾110
伙，佔77%，套現約6.6億元。

雨後昨日首輪推出143個單位，
市場反應踴躍。準買家須於昨日早

上10時45分前報到，發展商包起觀
塘售樓處鄰近的一間酒樓作為臨時
等候區，大批買家湧到現場，人龍
一度塞爆酒樓大堂，據悉超過190枱
客出席。

市場消息透露，部分準買家皆

入兩票以提高命中率，到場客人若
干是重籌人士，加上三房單位銀碼
過千萬不受追捧，市傳該類戶型銷
情慢熱，項目截至下午四時許售逾
110伙，佔77%實不俗，揀樓程序
已結束。

銷情不俗

雨後買家心聲

憂續加息 無奈仍要住
林先生 斥資約600多萬元購入兩房單位，打算用作跟未婚妻結婚後的

愛巢，計劃承造九成按揭，預算每月月供2萬多元，直言感到吃力，但兩夫婦
合力供款還可以。林坦言擔心日後繼續加息及樓價下跌，但無奈要住也擔心
不來。

付500萬首期 助女減負擔
葉 太 本港樓價經歷去年急跌15%，然而仍處高位，年輕人仍要

靠父母幹才能上車，雨後再有慈母出沒。慈母葉太動用約500萬元買入一
房，作為愛女自用，預算支付六成首期，餘款承借四成按揭，減輕女兒供樓
負擔之餘，讓其輕鬆通過壓力測試。葉太透露，女兒現時是租客，坦言 「租
樓貴，租金開支感吃力」 ，加上兩人居住同區，方便出入及有照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