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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樓成交料連續5月逾400億

本周數據公布時間及預測( 7月 19 - 23 日)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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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代表增長年率

國家
無重要數據公布

德國
美國
澳洲
日本
英國
美國

英國

香港時間

3:00 PM
8:30 PM
9:30 AM
7:50 AM
4:30 PM
8:30 PM
10:00 PM
10:00 PM
4:30 PM

報告

六月份生產物價指數#
六月份建屋動工(單位)

六月份零售額#
六月份貿易盈餘 (日圓)

六月份公共財政赤字(英鎊)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六月份二手房屋銷售 (單位)

六月份領先指標
六月份零售額#

預測

-
160 萬

-
-
-

36.0 萬
590 萬
+ 0.9%

-

上次

+ 7.2%
157.2 萬
+ 7.4%

1,871.5 億
228.06 億
36.0 萬
580 萬
+ 1.3%
+ 21.7%

美元走強 金價短線料回調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楚淇

宋清輝
著名經濟學家

��
�� ���� A股註冊制改革宜穩步推進

本港經濟逐步復甦，樓價再逼近歷史高位，買家入市信心強，二手交投已持續多月保持活躍。中原地產統計數據顯

示，截至7月14日，7月份二手私人住宅買賣合約登記暫錄2,241宗，總值209.4億元，預測整月登記約5,000宗及470

億元，金額連續5個月高企400億元以上，是1997年7月後以來首見；而宗數連續5個月高企5,000宗水平，是2011年6

月後十年以來首見。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在內地進一步強調高質量發展，國內國
際雙循環的大背景下，令資本市場更

好服務於實體經濟，推動、刺激、引導實
體經濟向好發展的方向不斷清晰。如何通
過A股市場培育企業、通過資本運作加速
企業發展，通過機構投資者推動企業影響
力不斷擴大？實際上，註冊制在科創板的
落地，已經讓我們看到了潛力企業未來的
廣闊前景和帶給投資者的「錢景」。註冊
制如同「薛定諤的貓」，我們既知道在註
冊制的環境下，資本市場能夠孵化出高精
尖企業，也知道在這種殘酷的環境下，會
有大量的企業輸得連「遮羞布」都會被扯
掉。註冊制的成熟需要相應的投資環境作
為支撐，才能夠促其行穩致遠。

投資機構助「排雷」化險
第一，註冊制需要大量的機構投資者。

註冊制為科創板印上了「相對成熟」的標
識，也令科創板增加了「風險更大」的色
彩，規避風險的方法是要了解風險、分析
風險、掌控風險，最後才能化解風險並將
其轉化為機遇。絕大多數散戶投資者沒有
全盤分析、走訪上市公司的時間和能力，
主要會採取跟風或是用腳投票的方式炒

股。這種情況下，將投資委託給經驗豐富
的投資機構，由投資機構實施全面的調
研、走訪、分析，冷靜、客觀地制訂全面
的風險管控策略，甄選優質上市公司，能
夠幫助投資者大幅減少踩雷的風險。
第二，註冊制給了許多企業發展機遇。

按照A股原有的上市方法，許多企業不僅
會無緣資本市場，還極有可能壽命短暫，
科創板不僅能延續一些企業壽命，還能令
部分企業脫胎換骨。除了融資，企業登陸
資本市場即站上了面向所有投資者的宣傳
平台，得到向投資者們介紹公司情況和產
品的機會，也能通過發布公告、回覆網友
問答、接待機構調研等模式創造低成本的
宣傳熱點，擴大公司影響力，繼而通過資
本市場和公司運營的組合拳全面充實自身
經營，從而達到公司業績、公司股價的雙
豐收。
第三，註冊制引導企業公開透明。上市

公司公開透明不意味什麼都對外透露，而
是要做到依法辦事、依規辦事，嚴格遵守
國家法律和內地的資本市場政策及制度。
減少矛盾和猜疑，釋放正能量，需要上市
公司依歸做好信息披露、拉近企業與投資
者之間的距離，公開透明的上市公司越

多，內地的資本市場環境將會越好。

優化市場促進價值投資
第四，註冊制潛移默化優化市場環境，

有助於推動價值投資理念深入人心。註冊
制之所以吸引很多人的關注，是因為註冊
制主要是尊重市場規律和需求，盡可能不
被權力機構所干預，除非上市公司自身違
法違規。只不過，若是將註冊制試點擴大
到整個A股，A股市場或許會亂套，畢竟
市場或已經將註冊制定位於重要利空，一
旦出台註冊制實施相關政策，不排除有大
量資金從股市中離場，形成對A股的衝
擊。加之資本市場監管制度還在完善的過
程中，漏洞和缺口的存在極有可能會被利
用，這種行為顯然不利於資本市場的健康
發展。
當然，現實中的資本市場並沒有絕對成

熟、絕對理性。以2021年年初香椽做空失
敗的遊戲驛站公司為例，該公司在被香椽
發布看空報告前，該公司股價多在20美元
以下，在看空報告發布後，玩家真金實銀
買入股票抗擊做空機構，反而將公司股價
拉升至300美元之上，近期股價徘徊在200
美元左右，股價半年近10倍的上漲卻沒有

業績猛增10倍的相應支持。該股基本面已
經不足以支撐股價，能持續在百美元的高
位震盪，更多的是因為玩家投資者的「熱
血」和如同比特幣價格還能堅持在數萬高
位那般的「擊鼓傳花」，若是再來一波兇
狠的做空，遊戲驛站或許從此就可能一蹶
不振了。

推進註冊制須以穩為先
我認為，在股市發展層面上，更需要關

注的是註冊制給予高潛質公司更多的機
會，使他們在資本市場得以不斷成長。對
於註冊制而言，推進的過程可以不求快，
但不能不求穩。也就是說，註冊制改革的
穩定比快更重要。對於投資者而言，沒有
目的、胡亂的投資，加上對於被投資企業
經營、管理、技術、能力等方面做的功課
不足，就可能會血本無歸。與此同時，在
股票發行註冊制背景下，只有上市企業經
營者認真負責、用心經營，企業才能在他
們的帶領下不斷成長壯大，不斷給投資者
以豐厚的回報，最終才有望為市場投資者
帶來驚喜。
作者為著名經濟學家，著有《床頭經濟

學》。本欄逢周一刊出。

從2019年7月內地科創板註

冊制開閘到現在，已經有兩年的

時間。在這兩年的時間裏，A股

主要股指有漲有落，似乎科創板

的問世、註冊制的落地，並沒有

對主板和創業板造成過破壞性的

大衝擊，也沒有形成中長期的實

質性利好。但是，科創板和註冊

制的作用，並不是單以漲跌多少

就能夠簡單認定。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程
敏） 政府自今年1月推出大
灣區青年就業計劃，已有超過
400名申請者已經入職，月薪
不低於18,000港元。滙豐表
示，透過「粵港澳大灣區青年
就業計劃」下聘請的首批僱
員，將於本周入職。未來18
個月，他們會常駐廣州和深
圳，在財富管理及個人銀行，
以及工商金融業務部門工作。
滙豐今年初已表示，將提供
100個職位，未來將透過該計
劃聘請其他新同事，並會於今
年第三季陸續入職，職位包括
客戶服務、數據分析、營運支
援、項目管理、技術支援等。
滙豐香港區行政總裁施穎茵

日前與該批新同事見面時表
示，去年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

規模已達到1.7萬億美元，總
人口超過8,600萬人，這個潛
力龐大的市場將為個人和企業
帶來豐富的發展機會。
她表示，未來5年滙豐將在

亞洲投資超過60億美元，當
中包括人才和科技的投資，讓
滙豐更好地服務粵港澳客戶的
銀行服務需求。

助了解灣區業務策略
她鼓勵新同事要對自己有信

心，持開放的態度勇於發問和
嘗試，好好享受這次經驗。她
又稱，除財富管理及個人銀行
和工商金融業務部，受聘的員
工將於環球銀行及資本市場、
大灣區辦公室，以及其他支援
部門展開在職培訓，從而了解
滙豐在大灣區的業務策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曉菁） 剛過去的
周六日（7月17及18日）一手市場靜悄悄掃貨
尾，永泰地產旗下屯門OMA OMA周六沽出
面積最大的地下複式花園大宅，成交價及呎價
雙雙創出項目銷售以來新高；會德豐旗下日出
康城MALIBU周日賣出最後1個單位，耗時逾
3年全數估清。綜合市場消息，周六日共沽出
37伙貨尾。
事實上，各發展商正整裝待發，預計7月下
半月有多個新盤接力開售，建灝旗下屯門上
嵐、西九龍維港滙第2期、何文田芳菲、沙田
畢架．金峰等也會在月內發售。中原亞太區副

主席兼住宅部總裁陳永傑表示，本月一手成交
較上月慢，惟下半月多個新盤醞釀開售，預料
全月有機會錄約2,000伙一手成交。

OMA OMA累售逾九成單位
屯門OMA OMA周六沽出面積最大的地下

複式花園大宅，成交價及呎價雙雙創出項目銷
售以來新高，分別達3,302萬元及19,904元。
據悉該單位備全屋傢俬及1個車位，設4房2
套及工人套房，實用面積 1,659平方呎。買家
為經常於香港及內地兩邊走的商人，居於同區
多年，是次購入單位升級自用。至此，OMA

OMA累售408伙，套現逾25億元，其中公開
發售單位累售約93%，招標售出21伙。

MALIBU全數沽清 歷時三年
另外，MALIBU周日賣出最後1伙，至此日
出康城第五期A全數估清。MALIBU昨售出
1A座70樓B室3房單位，面積850平方呎，成
交價1,639.2萬元，呎價19,285元。
MALIBU於2018年3月公布首張價單，三

年半成功沽清所有單位，涉及約1,600伙，套
現150.9億元。當年首批單位折實呎價12,507
元至16,003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岑健
樂） 第6批銀色債券明日（7月
20日）起至7月30日接受認購，
保底息率維持3.5厘，一手1萬
元，最多可認購100手或100萬
元，年滿60歲(1962年或之前出
生)的合資格香港居民，可透過20
間配售銀行和24間指定證券經紀
認購。
今年認購銀債的合資格年齡，

由以往的 65 歲降至 60 歲，即
1962年或之前出生及持有有效香
港身份證的香港居民都可認購，
全港約有 202 萬人符合申請資
格，故今批銀債的發行額亦由去
年的100億元大幅提高至240億

元，政府並可視乎情況將發行額
酌情提高至最多300億元。

留意銀債不設二手市場
是次發行的銀債年期為3年，

債券持有人將每6個月獲發一次
與本地通脹掛鈎的利息，保底息
率3.5厘。為防止大量債券被少部
分投資者集中持有，本次發行維
持設定最高配發金額為每位投資
者100萬港元，即每位投資者最
多只能獲配發100手債券。
有意認購銀債的老友記要留

意，銀色債券不設二手市場，如
需在債券到期前套現，政府將以
原價及相應累計利息贖回債券。

新銀債明起認購 最多可買100手●二手鐵路盤續獲買家青睞。圖為新都城。資料圖片

貨尾受捧 OMA OMA 成交雙破頂

統計顯示，7月份截至14日，整體樓
宇買賣合約登記(包括住宅、車位及

工商舖物業)暫錄4,407宗及416.5億元，
料全月錄約9,400宗及900億元，跟6月份
9,381宗及925.6億元相若，分別按月升
0.2%及下跌2.8%。中原地產研究部高級
聯席董事黃良昇指出，二手交投持續暢
旺，加上新盤市場反應熱烈，支持宗數連
續5個月高企9,000宗水平，是2013年2
月政府推出雙倍印花稅後首次出現。

成交量連續5個月高企5000宗
月內二手私人住宅買賣合約登記暫錄
2,241宗，總值209.4億元。預測整月登記
約5,000宗及470億元，將較6月的5,211
宗及491.9億元，分別輕微下跌4.0%及
4.5%。二手交投雖然回軟，但金額連續五
個月高企400億元以上，是1997年7月後
24年以來首見，而宗數連續五個月高企
5,000宗水平，是2011年6月後十年以來
首見。
一手方面， 月內一手私人住宅買賣合

約登記暫錄913宗，總值132.5億元。預

期整月約1,600宗及240.0億元，將較6月
的1,929宗及299.1億元，分別下跌17.1%
及19.8%。7月初啟德大型新盤維港1號熱
賣，有望於本月底開始登記，料將帶動一
手登記量連續六個月企穩逾1,000宗水
平。

周末十大屋苑成交保持雙位數
另一方面，剛過去的周末（7月17及18

日）新盤市場欠焦點，二手筍盤保持交投
活躍。綜合四大代理數據，十大二手指標
藍籌屋苑於過去兩日分別獲12宗至17宗
買賣個案，同比上個周六日有不同程度下
跌，但仍全部保住雙位數成交。
剛過去周六日未有全新盤推出，二手睇

樓量明顯增加。美聯將軍澳新都城分行區
域經理黃少明透露，將軍澳新都城周末期
間錄得約7宗成交，表現十分活躍，儘管
年初至今樓價升近一成，近期業主叫價態
度轉強，惟仍屬較低水的鐵路盤之一，故
不乏買家願意追價入市，本月暫錄得超過
25宗成交。過去周六日該行十大則合共錄
得約17宗買賣成交，22周保持雙位數。

● 施穎茵（中）表示未來5年滙豐將在亞洲投資超過60億美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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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周公布的6月美國CPI和PPI分別創
下13年和10年半最大漲幅，美國消費者的
一年通脹預期中值躍升至4.8%，創紀錄新
高。數據一度提振美元上漲，但美聯儲
(FED)主席鮑威爾的國會證詞重彈鴿派論
調，美元應聲滑落，其後已復見持穩。
至於金價則一度受到提振升至一個月高

位1,833.60美元，然而，周五因美元走強，
則令金價顯著回落至1,810水平。樂觀的零
售銷售數據提振了對美國第二季度經濟增
長加速的預期，從而支撐了美元。
倫敦黃金方面，金價在6月份累計錄得約

167美元跌幅，而踏入7月份之後則持續反
彈，至上周觸高於1,833美元，剛好扳回一
半的跌幅，而金價之後已見停滯不前，在
上周五更有較顯著回落。
另外，技術圖表亦可見正自超買區域掉

頭回落，或見金價將迎來一段調整走勢。
較近支持料為1,814及1,800美元關口，至

於100天平均線1,791美元則為關鍵支撐依
據，需慎防若此區失守將破壞了金價自7
月以來的上升態勢，否則若能守此區，
估計將視作技術後抽，後市仍有重新上
探的傾向。而阻力位繼續留意1,833，下
一級看至250天平均線1,848以至1,870美
元。
倫敦白銀方面，銀價在前一周周初受制

於25天平均線而
回落，目前25天
線 處 於 26.25 美
元，若短期仍未
能闖出此區，銀
價或仍陷於弱勢
盤整階段；而其
他技術指標暫未
有透露出一致的
訊號，故可能短
線延續盤整的機
會較大。向上較
大阻力看至26.75
及50天平均線27

美元。

銀價或弱勢盤整
至於支持關鍵指向25.50美元，這是近期

兩度險守的關口，需看若其後此區一旦
失守，可能觸發銀價新一波的大型跌勢；
較近的下試目標料為25美元以至3月低位
23.76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