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避險氣氛下降 日圓暫橫行
動向金匯

馮強

美元兌日圓本周初在103.70附近獲得
較大支持走勢偏強，一度向上逼近
104.65水平，本周二表現偏軟，曾回落
至104.15附近。繼美國製藥商連續兩周

表示新冠疫苗有效率高達90%以上，本
周初又有英國製藥商阿斯利康宣布其新
冠疫苖有效率高達九成，市場避險氣氛
迅速下降，美元兌日圓向上衝破104.20
附近阻力後升幅進一步擴大至104.65附
近。此外，Markit本周初公布美國11月
份綜合PMI初值攀升至57.9，高於10月

份的56.3，數據顯示美
國服務業活動與製造業
PMI分別高逾5年半及
6年高點，美元指數一
度反彈至92.80水平。
另一方面，日本央行

在10月份的經濟與物價
展望報告內把今年核心
通脹下調至負 0.6%之
後，日本總務省上周五
公布10月份扣除新鮮食
品的核心消費者物價指

數年率為負0.7%，跌幅較9月份擴大，
更是連續3個月下跌，數據大致符合央
行對通脹的預期。隨着美元兌日圓過去1
個月均受制105.65至105.75之間的主要
阻力，並於上周三至本周初均顯著持穩
103.65至103.70之間的主要支持位，不
排除日圓現階段將處於橫行走勢。預料美
元兌日圓將暫時上落於103.50至105.50
水平之間。

金價料下試1800美元
現貨金價本周初受制1,876美元阻力後

遭遇沉重沽壓，跌穿1,850美元支持位後
跌幅擴大，周二曾走低至1,805美元附近
4個月低位。美國11月份綜合PMI數據強
勁，市場對新冠疫苗前景樂觀，同時美國
總務署同意拜登開始對白宮進行交接，避
險氣氛進一步下降，抑制金價表現。預料
現貨金價將反覆下試1,800美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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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懋投地策略走平民化
特首林鄭月娥今日公布新一

份施政報告，華懋集團執行董

事兼行政總裁蔡宏興昨表示，

期望新一份施政報告以創新思

維可以多渠道增加土地供應，

及撤銷非住宅以至住宅辣招，

利好營商環境及有助二手樓市

交投轉活，令樓市平穩發展。

他又指，集團重塑品牌形象

後，未來投地策略走平民化路

線，不會競投如山頂文輝道的

超級豪宅地皮，但中環海濱道

商業地王則會考慮競投，皆因

有助香港經濟發展，又可增加

集團收租物業收入。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悅琴

對於香港爆發第四波疫情，蔡宏興坦言
會對集團酒店及商場業務有影響，集

團會因應疫情變化作出調整，目前旗下酒
店業務以本地長租客為主，並非派對房間
為主，稍後又會有不少海外留學生返香港
放寒假，仍需作出隔離，對酒店房間仍有
需求。集團旗下商場早前都有針對性地對
受影響租戶進行減租，部分租戶如補習社
更獲免租，會因應具體情況作出應變。

重塑品牌創造共享價值
屹立香港60年的華懋集團昨宣布重塑品
牌形象，推出全新的集團標誌（Logo），
透過Places with Heart的概念，傳達出集團
是一家透過核心業務及創造共享價值，並
以「三重基線」作綱領，即同時顧及對
人、經濟及環境帶來的裨益，及以Pur-
pose-driven、People-centric及Quality-led作
為三大支柱來提升生活質素，建設更宜居
的城市。蔡宏興指出，今天的華懋既非上
市公司、亦非由家族經營，集團在「三重

基線」的綱領下，發展目的不止於營利，
而是為社會大眾建設優質環境和生活，提
供卓越服務，為公益慈善累積資源，致力
透過核心業務與不同的持份者創造共享價
值。
他表示，集團加強結合集團業務的創科
投資，並成立了大灣區智慧城市創科投資
基金，與四個以大灣區為主的創投基金合
作，開展投資計劃，考慮支持對以本港為
市場或建築相關的科技發展。此外，集團
與創投基金ParticleX以及香港科技園合
作，推出PropTech 2020全球挑戰賽，為香
港、大灣區和亞太地區的企業發掘初創夥
伴，參賽的創科企業有機會得到資金，以
及科技園的培育計劃支援。

擬年底推全齡社區項目
華懋集團亦致力推動綠色建築及全齡友

善建築，以及在文化藝術、教育和社區共
融等範疇創造共享價值。他指，集團計劃
在今年底或明年初推出的安達臣道全齡社

區項目仍待批預售樓花同意書，項目共有4
幢住宅大廈，其中1幢將為長者及有需要人
士設計方便、舒適、先進而無障礙的居所
和配套設施。集團正與香港中文大學賽馬
會老年學研究所合作進行一項為期五年的
研究項目，以探討在人口老化的大勢下如
何為人人享有安康頤年而建立「全齡社
區」，目標是制訂一份「全齡社區—私人
住宅」指引，供各界參考。
華懋集團地產業務董事總經理區慶麟表

示，除了安達臣道全齡社區項目外，集團
預計何文田站二期項目可在明年內推出。
華懋首度與市區重建局合作發展的東京街/
福榮街發展項目，以及西貢蠔涌低密度洋
房項目目前在規劃階段，竣工後將分別供
應逾110,000平方呎和約57,000平方呎樓
面。
他又指，集團正對三至四個商廈及商場
進行翻新，引入數碼科技元素。目前集團
的收租物業總建築樓面750萬方呎，銷售中
及建築中總建築樓面約380萬方呎。

■華懋集團藉今年六十周年革新品牌定位，以配合集團發展策略的蛻變。圖為集團舉行「六
十周年誌慶暨品牌重塑記者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 華懋集團去年成立了數
碼轉型部門，積極在核心業務應用新技
術，推動房地產科技（PropTech）發展。
集團執董兼行政總裁蔡宏興表示，集團
正研究在東京街項目利用組裝合成（Mod-
ular Integrated Construction）技術，加快
建築進度、令施工技術更精細及可以解決
建築工人老化問題。

集團亦定下2030年減少碳排放38%的節
能減排目標，未來旗下的主要項目均要取
得綠色建築認證，包括香港綠色建築議會
的綠建環評（BEAM Plus）及國際的WELL
健康建築認證標準等。

酒店明年初發布新品牌
酒店業務方面，他透露，集團酒店明年

初將發布新品牌，目前華懋旗下酒店每年
接待逾200萬名賓客。其中如心海景酒店暨
會議中心的客房數目逾1,600間，是本港最
多房間的酒店，經翻新後的宴會廳可容納
100圍酒席或1,600人的會議。
如心南灣海景酒店及如心艾朗酒店為全

港僅有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可地質公園
酒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
悅琴）市場憧憬特首林鄭
月娥今日公布的新一份施
政報告有不少振興經濟、
利好樓市措施，4個新盤爭
相於施政報告公布後至本
周末開售，涉及740伙。其
中新世界夥港鐵合作大圍
站柏傲莊II第四輪315伙昨
日截票，消息指，累收逾
1.64 萬票，超額登記逾51

倍，該批單位於明日開售。該批單位的
實用面積264至966方呎，包括開放式至
三房，折實價719.6萬至1,990.8萬元。

本木周五晚推首輪68伙
恒基地產旗下尖沙咀本木於本周五

晚推售首輪68伙，包括開放式至三
房，折實價574.8萬至2,139.8萬元。凡
經美聯物業購入該盤的首10名買家可
獲贈尖沙咀谷辰GUU SAN購物現金
券，每個價值1.8萬元，總值18萬元。
消息指，該盤截至昨晚7時，累收逾
700票，超額登記9.3倍。
五礦地產於油塘蔚藍東岸落實於本

周六開售首輪279伙，其中1伙在第1
座2B室招標發售。當中278伙公開發
售單位的實用面積由271至832方呎，
折實價498.53萬至1,850.49萬元，折實
平均呎價18,812元。新地於南昌站匯
璽III亦落實於本周六開售78伙。
另一邊廂，佳兆業夥宏達投資合作

發展，位於長沙灣弦雅上載售樓書，
項目提供95個住宅單位，涵蓋開放式
及一房中小型單位，標準單位實用面積
206至294平方呎，特色平台單位最細
實用面積189方呎，另有55方呎平台。

弦雅竟現分離平台戶
不過最特別的是3樓B室平台特色

戶，實用面積285方呎，另有236方呎
平台，但相關平台並不是於單位內，
而是位處同層A單位旁，變成分離於單
位。佳兆業海外集團客戶及營銷部助
理總經理王倩表示，項目最快於下月
初開放示範單位，下月內開售，相信
可成為用家的擇居熱選，亦是長線投
資者的熱捧項目。
中原地產亞太區副主席兼住宅部總裁

陳永傑表示，近年長沙灣及深水埗區已
成為年輕買家上車的熱門選擇，全因社
區發展成熟，配套完善，惟供應以樓齡
較高的屋苑為主，吸引力不及精品新
盤，因此區內每有新盤推售，均成功掀
起搶購熱潮，相信弦雅可滿足區內龐大
的分支家庭的置業需求。

康城第十期取名LP10
港鐵公司夥南豐集團合作日出康城

第十期正式命名為LP10，南豐發展地
產發展部及銷售部總經理盧子豪表
示，LP10由兩座大樓組成，合共提供
893個住宅單位，標準單位戶型由2房
至4房間隔。

■長沙灣弦
雅上載售樓
書，合共提
供 95個住宅
單位，最快
於下月初開
放 示 範 單
位，下月內
開售。

仲行：會員制成未來租賃趨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黎梓田）本港

甲級寫字樓空置率10月底升8.6%。仲
量聯行昨發表的《重塑租賃模式：
「會員制」會成為未來的租賃趨勢
嗎？》報告中顯示，隨着中國內地及
香港寫字樓空置率上升，日後寫字樓
租賃或會面對新經營模式帶來的競
爭，租戶會以支付會費取代租金。
該行指，受到疫情再度爆發影

響，寫字樓未來的前景將會變得困
難，預計未來一兩季租金仍有下調
壓力。
仲量聯行表示，傳統以來企業租戶

按租用面積及長租期支付固定的租
金。然而，該行認為會員制生態系統
可以使企業及個人更靈活按使用寫字

樓的設施及服務分級付費。會員不但
可使用工作空間、會議室及其他設
施，也可以自由進出共享的設施，如
用膳、零售、社交及健身空間。
仲量聯行大中華營運總監兼香港董

事總經理莫家文表示，越來越多中國
內地及香港的企業採用靈活工作模
式，租客正物色更能節省成本及具生
產力的方法來善用空間。
仲量聯行大中華研究部主管黃志輝

表示，空置率上升及新供應增加令大
業主面對保留現有租客及擴展客源更
添壓力。會員制生態系統的調節機制
可以讓業主更有效運用資產及帶來更
多收入，並為租戶提供一個租賃成本
更低但更高質素的工作環境。

風險偏好高漲 美元續受壓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楚淇

新冠疫苗有進展以及美國政府開始交接的消
息周初提振市場冒險意願。美國總統特朗普周
二終於答應向拜登政府交接，拜登預計將任命
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FED)前主席耶倫擔任美
國財政部長，倘若她真的獲得任命，她將成為
美國首位女財長。消息推動市場樂觀情緒，因
耶倫曾呼籲政府增加支出以擺脫因疫情導致的
經濟衰退；相較之下，上周美國財長姆努欽允
許美聯儲部分信貸計劃在今年年底到期，這與
美聯儲意見相左。美聯儲稱這些緊急安排對於
支撐經濟十分重要。
美元兌日圓走勢本周回升至104水平。技術
圖表可見RSI及隨機指數自超賣區域回升，並
在103區間仍見有重要支撐，但向上則仍然受
阻於100天平均線，短期或繼續陷於區間整
固，而當前則有望先呈反彈。較近阻力繼續矚

目目前位於105.60的100天平均線，自6月份
以來，匯價已一直未能突破此技術指標；預計
較大阻力將為107水平，在8月份美元兌日圓
曾多日在此區遇阻。而下方支持則會留意本月
初險守着的103關口，較大支撐料為3月低位
101.17以至100關口。

美元兌加元有機會展新跌浪
美元兌加元走勢，本月初匯價止步於1.34關

口之下，其後一直處於反覆下行，此前匯價在
9月至10月已連日在1.3420附近水平受阻；而
技術圖表見RSI及隨機指數正處走低，10天平
均線亦已跌破25天平均線，預料美元兌加元
有機會將開展新一輪跌浪。當前支持位先會參
考1.30關口及1.2920。另外，自9月至今匯價
走勢已形成了一組雙頂形態，以形態幅度計
算，技術下延目標可至1.2680水平。阻力位預
計在25天平均線1.3130及1.3280，關鍵阻力
仍會繼續留意1.3420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