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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辣」加上樓市暢旺，工廈成交
亦見升溫。 資料圖片

疫情對樓市影響逐漸加大，最近新盤銷情減慢，發展商推盤態度

亦變得審慎。屯門御海灣II上周四公布首張價單之後，昨日決定原價加

推，第2張價單涉及42個單位，計及最高22%折扣，折實平均呎價約

18,730元，折實入場費為567.8萬元。消息指，項目由上周四至今已收

700票，以首兩張價單130伙計算，超額約4.4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倫樂

御海灣II加推42伙 567.8萬入場
香港文匯報訊 政府「撤辣」

加上新盤銷情暢旺，工廈註冊
量繼續錄得顯著反彈。美聯工
商舖資料研究部綜合土地註冊
處資料顯示，今年首季工廈買
賣註冊共錄890宗，按年大升
逾1.6倍。註冊金額共錄約84.8
億元，按年升153.7%。當中3
月表現最為突出，工廈買賣註
冊錄351宗，較去年同期升約
2.1倍，金額約28.56億元，按
年同期升約126%。
首季整體工廈售價升1.0%，

共有八區的呎價錄得上升，其
中屯門區的升幅最為顯著，
按季升約 4.9%，最新報
3,278元。另外有兩區工廈

呎價按季錄得下跌，其中紅磡/
土瓜灣跌幅較大，按月跌
1.2%，最新報5,104元；長沙
灣亦微跌0.2%，最新呎價為
5,967元。
美聯工商董事陳偉志表示，

在市場的利好氣氛帶動下，預
期第二季工廈市場交投將繼續
向好，前景可望再看高一線。

各區租金表現各異
各區租金則個別發展，當中

葵涌最新呎租為13.4元，按季升4.3%；
長沙灣、荃灣及觀塘分別最新錄得19.1
元、13.4 元及 18.3 元，按季分別升
2.6%、2.5%及1.7%。不過柴灣、屯門
及九龍灣的租金分別跌2.9%、2.7%及
1.9%，最新報13.7元、10.4元及 15.1
元。

新地代理業務部總經理張卓秀敏表
示， 御海灣II昨日加推2號價單，

涉及42個單位，單位實用面積由299方
呎至448方呎，當中1房有21伙，佔加推
單位約一半，另外21伙為兩房。售價方
面，以60日付款計劃計算，計及最高
22%折扣，折實價為567.8萬至855.81萬
元，折實呎價介乎 17,923 元至 20,450
元，折實平均呎價18,730元。
相較首張價單折實平均呎價 18,419
元，今批單位平均呎價高出1.6%，張卓
秀敏指，是次價單為原價加推。業界相
信主要因樓層與景觀不同所致。項目位

於屯門海皇路23號，提供406伙，涵蓋
開放式至3房戶型，另設特色單位。

周末錄26宗一手成交
其他新盤方面，由於周末未有全新盤

開售，市場主要售賣貨尾單位，兩日共
錄得26宗成交。當中保利置業青山灣洋
房項目瑧譽昨日錄兩宗成交，均屬五房
五套間隔，分別為18號及19號洋房。18
號洋房實用面積4,216呎，以1.22264億
元售出，呎價29,000元。19號洋房實用
面積4,153呎，以1.225135億元售出，呎
價29,500元。

133 PORTOFINO洋房近1億售
此外，信置（0083）旗下已屆現樓的

西貢對面海豪宅133 PORTOFINO，昨
日售出洋房5，實用面積3,460方呎，屬5
房4套連工人套房間隔，內置升降機，成
交價9,800萬元，呎價28,324元，創項目
總價新高。全新示範屋已開放予客人預
約參觀。據了解，133 PORTOFINO去
年推出至今已累售16伙，包括2伙洋房
及14伙分層單位，總套現逾5.6億元。

至於由祟傑地產發展的西半山尚璟，
將以公開招標形式推出 3伙，分別為
16B、17B及18B，實用面積均為2,206方
呎，每個單位連1個有蓋車位。招標單位
不設指引價，4月22日開始招標，7月21
日截標。
據了解，尚璟只提供38伙，6至27樓
為住宅樓層，屬一梯兩伙設計，每戶面
積均是2,000多方呎的4房大面積豪宅，
至今已售出13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顏倫樂）樓市交
投年初至今持續暢旺，最近初現疲態。
中原地產十大屋苑在過去周末兩日錄得
15 宗成交，雖較之前周末 19 宗回落
21%，但仍連續9個星期處於雙位數水
平。業界人士指，市場近月急速承接單
位，導致業主提高叫價，而筍盤亦被大
幅消化，買家則理性入市，令二手成交
量因此有所放緩，由於多個新盤醞釀發
售，料對二手交投造成壓力。

陳永傑：新盤開賣搶客
中原地產亞太區副主席兼住宅部總裁
陳永傑表示，現時買家入市意慾依然強
勁，睇樓氣氛熱鬧，不過經過上月及復
活節假期的急速承接後，業主陸續收窄

議價空間，甚至加價，買家則理性入
市，未有盲目高追，近期二手成交量因
此有所放緩。
陳永傑續說，4月下半月發展商明顯加

快推盤步伐，推出單位以中小型單位為
主，而港島亦有大型新盤銷售，料會分
散二手市場焦點，加上最近市場未有利
好消息刺激，預計短期內二手市況維持
橫行。該行統計十大屋苑在過去周末兩
日錄得15宗成交，較之前周末19宗回落
21%。
而一向成交量較多的天水圍嘉湖山

莊，過去周末卻錄得「零成交」。中原
地產伍耀祖表示，嘉湖山莊樓價相比年
初有一定的升幅，業主叫價亦趨硬淨，
議幅有限，買家立即入市的動力不大；

加上屯門區有新盤推出，本周末開始供
參觀及認購，搶去部分二手客源，以致
嘉湖山莊交投較之前有所減慢。

布少明：業主提高叫價
美聯方面，剛過去周末10大藍籌屋苑

共錄得18宗買賣成交，較之前周末跌約
10%，連跌兩周，但仍然連續9個周末站
穩雙位數水平。美聯物業住宅部行政總
裁布少明表示，新盤搶佔市場焦點，部
分購買力流向一手，令二手交投輕微回
落。布少明指出，樓市氣氛熾熱，惟業主
亦因而提高叫價，加上筍盤大幅消化，盤
源有待補充，令不少買家卻步，部分或投
向選擇更多的新盤。他指，4月底及5月預
料將有多個新盤推售，遍布多區，房型選

擇亦多，將搶去市場不少客源。
布少明相信，利好樓市因素未變，惟

因新盤搶客源，短期二手交投有機會稍
為放慢，需待盤源累積，或者新盤向隅
客回流，才會回復早前交投暢旺的情
況。而香港置業統計十大屋苑於過去周
末共錄得10宗成交，按周下跌29%。
利嘉閣地產方面，過去周末十大指標

屋苑累錄17宗二手買賣個案，較之前周
末的25宗下挫32%。利嘉閣地產總裁廖
偉強表示，經過早前一輪急速消耗後，
現時二手屋苑平價筍盤數量較為緊張，
而業主態度轉趨強硬，令買家稍為減慢
入市腳步，預期買家或需要較多時間適
應持續上漲的樓價，二手市場短線或呈
橫行拉鋸局面。

筍盤缺貨 十大屋苑交投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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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御海灣II昨加推
42伙，折實平均呎價
約 18,730 元。張卓
秀敏（下圖右）指是
次屬原價加推。

投 資 理 財 ●責任編輯：黎永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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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清輝
著名經濟學家 本周數據公布時間及預測(4月19日-23日)

日期
19
20
21

22

23

國家
日本
英國
澳洲

英國

美國

英國

美國

香港時間
7:50 AM
5:30 PM
9:30 AM
3:30 PM

9:30 PM
11:00 PM

5:30 PM

11:00 PM

報告
三月份貿易盈餘 (日圓)
四月份失業率
三月份零售額
三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三月份生產物價指數# (輸出)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三月份二手房屋銷售 (單位)
三月份領先指標
三月份公共財政赤字 (英鎊)
三月份零售量#
三月份新屋銷售 (單位)

預測
-
-
-
-
-

60.0 萬
615 萬
+ 0.6%
-
-

91.2 萬

上次
2173.8 億
5.0%
+ 8.7%
+ 0.7%
+ 0.9%
57.6 萬
622 萬
+ 0.2%
146.29 億
- 3.7%
77.5 萬

上周數據公布結果(4月12日 -16日)

日期
12

13

14

15

16

註：R代表修訂數據 #代表增長年率

國家
歐盟
日本
德國
英國

美國
歐盟
德國
美國
澳洲
德國
美國

歐盟

美國

香港時間
6:00 PM
7:50 AM
3:00 PM

5:30 PM

9:30 PM
6:00 PM
3:00 PM

9:30 PM

3:00 PM

9:30 PM

10:15 PM

11:00 PM

6:00 PM

9:30 PM
11:00 PM

報告
二月份歐元區零售額#
三月份貨幣供應#
三月份批發物價指數#
二月份工業生產#
二月份貨物及勞務貿易赤字 (英鎊)
三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二月份歐元區工業生產#
二月份生產物價指數#
三月份入口物價指數(減除能源)
三月份失業率
三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三月份零售額
三月份工業生產
三月份設備使用率
二月份商業存貨
三月份歐元區協調化消費物價指數# (修訂)
二月份歐元區貨物貿易盈餘 (歐元)
三月份建屋動工 (單位)
四月份密茲根大學消費情緒指數

結果
- 2.9%
+ 9.5%
+ 4.4%
- 3.5%
71.23 億
+ 0.6%
- 1.6%
- 4.6%
+ 0.8%
5.6%
+ 1.7%
57.6 萬
+ 9.8%
+ 1.4%
74.4
+ 0.5%
+ 1.3%
177 億
173.9 萬
86.5

上次
- 6.4%
+ 9.6%
+ 2.3%
- 4.3%
33.70 億
+ 0.4%
+ 0.1%
+ 1.9%
+ 0.5%
5.8%
+ 1.3%
76.9 萬
- 2.7%
- 2.6%
73.4
+ 0.4%
+ 0.9%
63 億
162.1 萬
84.9

R
R

R

R
R
R
R
R

R

「萬物皆可炒」背後的投資思維

利益驅使，必然是「炒貨」的起
點。當想着賺錢的人，看到貴州

茅台酒的價格越陳越貴，看到有人願
意用數千元收購二十年前乾脆麵裏面
的水滸人物卡，看到有東西被愛好者
們高價搶購、珍藏，便誤以為或欺騙
自己認為幾乎所有的商品都能通過炒
作來獲取利益。殊不知，和貴州茅台
同一時期不知名酒廠的白酒，有時降

價也無人問津；許多和水滸卡同一時期的各種卡片、紙牌、玩
具，隨着那代人的成長而逐漸被遺忘，只有個別的商品因為某些
價值變得昂貴起來。

靠「炒」暴富？小心被「割韭菜」
可參與炒貨的人們，只會看到商品價格的上漲，從而硬拉着各

行業向「炒」擠去。如今，「炒」已經成為「盈利指向」的代
稱，並作為一種常態形成了產業鏈，成就了一個萬物皆可炒的時
代。這可不是褒義，因為將沒有金融屬性、沒有大眾認可收藏投
資價值、沒有廣泛消費人群的商品作為一種「投機商品」，注定
有人要為最後的泡沫買單。
「鬱金香泡沫」是有記錄以來最早的「炒貨」，與「鬱金香泡
沫」相同，人們為了後期的盈利而爭相購買各類產品，考慮的不
是這些產品或物品的實用性或其內在價值，而是期望市場「供不
應求」後價格的長期、無限地上漲，在這個過程中的每一次交易
都很可能就是最後一次交易。炒貨過程中，貨幣與物品的交換僅
是財富的轉移，商品本身不會發生變化，交易過程中間不會創造
新的價值，只會加大購買者的購買成本，並會不斷地吹出一個個
泡沫。
即便是價格已經不可思議，也會有膽大的人敢於繼續倒騰，這
並非他們天生膽大，而是在價格居高不下且屢創新高的情況下，

產生更為堅定的賭徒心理——認定價格會繼續上
漲，以及「韭菜不會是我自己」的僥倖。
一旦有人無法堅持，擊鼓傳花的遊戲偃息旗
鼓，價格走高的神話自此消失。當然了，提前離
場的炒作者已經轉戰另外一條「炒」線，因為他
們深知泡沫定會破滅，因此會站在收割韭菜的前
沿。

「炒鞋如股」是騙人的把戲
貴金屬之所以引人注意，是「金銀天然是貨
幣」的屬性決定，通過購買黃金、白銀等貴金屬
保值，是不少人熱衷投資貴金屬的原因；房價之
所以瘋狂，是因為不動產多屬性的疊加，既是稀
缺品，又是資產，同時還是價值體現；股票之所
以能吸引成千上萬的人，可以認為原因在於炒股
是對某家公司未來發展預期的投資，投資者根據
自己的投資喜好，將資金投給對應上市公司以協
助企業融資發展，未來則可以根據企業實際發展
情況獲得收益。
成熟的、有對應規則的投資方式，其本身會因

為內外因出現各式各樣、或輕或重或無所謂的風
險，但對當前新興的投機、炒作等方式，會顯得
安全一些，至少不會是一個接一個的坑，因為當
炒作成為一種常態，商品使用的剛需人群也會轉
向投機，繼而使得各行業市場亂象一片。
註：作者為著名經濟學家，著有《床頭經濟

學》。本欄逢周一刊出。

1,499元（人民幣，下同）的李寧鞋炒到了49,999元！近日，「炒鞋」再次衝上熱

搜，引發熱議。從近二十年內地開始流行的炒房，到十幾年前盛行的炒古玩、炒郵

票、炒糧票，再到近年來內地流行的炒白酒、炒幣、炒鞋、炒盲盒，以及黃牛們熱衷

炒作的時下新款手機、手錶、水滸卡、簽名、鍵盤、漢服、光碟等，像2020年初市

場短缺的熔噴布，甚至有傳言麥當勞絕版塑膠吸管都能被爆炒。

破關鍵頸線 金價料續展升勢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楚淇

美元在上周續呈承壓，雖然美國最
新的通脹和零售銷售數據均高於預期
構成利好，但美債收益率從上月的大
漲中回落，投資者愈發相信美國聯邦
儲備理事會(FED)所言利率將在一定時
間內保持低位的說法。美聯儲主席鮑
威爾表示，美聯儲將在加息前先減少
債券購買規模。美元指數跌見至91.50
下方，為3月18日以來低點。迎來本
周，歐洲多國和美國將公布採購經理
人指數(PMI)，英國將發布通脹、就業
和零售銷售等數據。至於加拿大及歐
洲央行將陸續公布利
率決議。
美元指數走勢，圖

表見RSI及隨機指數
均陷於超賣區域，而
隨着近半個月的下
跌，已形成一道下降
趨向線位於92.20水
平，換言之，若後市
可突破此區，料見美
指可重踏升勢。黃金
比率計算，38.2%的
反彈水平為 92.25，
擴展至50%及61.8%
的 幅 度 則 分 別 為
92.45及 92.70。關鍵
將留意上月底高位
93.44 水平。支持位
預估在91.50及100天
平均線91水平，下一
級關注90關口。
倫敦黃金走勢，圖

表見10天平均線正上
破25天平均線，而自
二月以來金價一直受
制於50天平均線，但
在上周四金價終可作
出突破，並於周五繼
續延伸升幅至 1,780
美元上方，故此，倘
若本周金價仍可居於
目前在1,750美元的
50天線，可望金價續
可上闖，目標料會看
至100天平均線1,804
及 1,815美元，進一

步看至250天平均線1,833美元。另一
邊廂，支持位先會留意50天平均線
1,751美元；此外，過去一周多時間，
金價亦在25天均線獲見支撐，目前位
於 1,736 美元水平，較大支撐料為
1,722美元。

白銀有進一步反彈傾向
倫敦白銀方面，上周四正初步上破

下降趨向線，可望銀價在本周仍有進
一步反彈傾向，阻力位料為26.65美
元。倘若以近兩個月的累計跌幅計
算，50%及61.8%的回升幅度將分別看
至26.90及27.63美元。至於支撐將參
考25.70及25天平均線25.32美元，下
一級看至24.65美元。

申請新酒牌公告
FF SOCIAL

現特通告：ESTEBAN, Paulo B.其地
址為香港高街26, 28, 32-38號昌景閣
地下5號鋪，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香
港高街26, 28, 32-38號昌景閣地下5
號鋪FF SOCIAL的新酒牌。凡反對是
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刊登之日起十
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
書，寄交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25號駱
克道市政大廈8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21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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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
書，寄交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25號駱
克道市政大廈8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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