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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新酒牌公告
WIN WIN 18

現特通告：何達誠其地址為九龍尖沙
咀柯士甸路4 號柯士甸商業中心18
樓，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九龍石硤尾
白田邨昌田樓 20 樓 2004 室 WIN
WIN 18的新酒牌，其附加批註為酒
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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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交九龍深水埗基
隆街333號北河街市政大廈4字樓酒牌
局秘書收。

日期： 2021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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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建商會本周擬研房屋供應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布
香港時間

22：00

國家

歐元區

美國

報告

9月消費者信心指數‧預測負5.8‧前值負5.3

8月成屋銷售年化總數‧預測589萬戶‧前值599萬戶

8月成屋銷售年化月率‧前值+2.0%

金匯錦囊
英鎊：英鎊將反覆重上1.3780美元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重上1,780美元水平。

經濟政策有望維持 加元續獲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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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志堅指，本地地產商一直有與特
區政府商討如何增加供應，在政

府已提出的多項增加供應選項中，他形
容「明日大嶼」計劃遠水不能救近火，
希望政府增加賣地及加快審批農地程
序，多管齊下解決土地問題。他又指
出，商會會員已經澄清並沒有囤地，多
家大型發展商亦相繼捐出農地，以增加
短期供應。他形容「地產商很緊張」，
一旦沒有樓賣，除了影響地產界外，逾
百個行業亦會遭受影響。

新地：配合港府增供應
新鴻基地產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
示，公司從未收到近日媒體所指的消
息，亦從不贊成壟斷市場的行為。公司

一直履行在環境、社會及企業管治方面
的承諾，主動配合特區政府，參與土地
共享計劃及建設大型過渡性房屋。
新地指，隨着香港國安法的實施、新

選舉制度落實，香港進入「由治及興」
的新階段，經濟持續復甦，加上國家
「十四五」規劃的支持，新地長期看好
香港與內地的發展機遇，將繼續加大兩
地投資，協助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另一邊廂，美聯物業行政總裁布少明

認為，「樓住不炒」的方向絕對正確，
香港住屋問題嚴重，「求過於供」的情
況持續，增加供應對港人「是福不是
禍」，如能解決住屋問題，將是政府一
大德政，故歡迎任何能紓緩住屋問題的
政策措施。惟由落實土地供應直至單位

落成需時，估計樓價未必出現大幅的調
整。
布少明說，基於房策未明，市場憂慮

升溫，估預計短期內樓價升幅及二手成
交將會進一步放緩，惟現時利好仍大於
利淡，長遠支持樓價續升，料需待10
月6日施政報告公布後，樓價走勢才會
更明朗。

美聯：樓價升幅料放緩
布少明認為，現時樓市問題源頭是供

應不足，因此調控樓市應以增加供應為
主軸，建議港府有序增加土地供應，不
宜引入內地調控樓市的政策，避免影響
本港樓市的信心，尤其是目前香港經濟
仍未全面復甦。

房屋供應問題近日再成市場焦

點，地產建設商會執委會主席梁

志堅昨表示，商會將在本周五舉

行例行會議討論相關問題。有市

場人士認為，香港經濟仍未全面

復甦，建議特區政府有序增加土

地供應，基於房策未明，市場憂

慮升溫，估計短期內樓價升幅將

會進一步放緩。

美元周初衝高回落從隔夜測試的
一個月高點回落，一方面，風險偏
好稍趨穩定，股市在周一的大跌之
後趨於穩定，另外，在美聯儲的政
策會議前，亦限制了美元的波動
性。儘管中國恒大集團主席許家印
努力提升人們對這家陷入困境的房
地產公司的信心，但違約的擔憂繼
續困擾着恒大。金融市場期待着中
國政府可能的干預，以防止全球經
濟出現任何多米諾效應。
加元周二自低位反撲，因為油價

上漲，此外，加拿大總理杜魯多
(Justin Trudeau)的自由黨贏得選
舉，這讓投資者相信政府對經濟的
支持將繼續。財政政策越有支持
性，加拿大央行就越有可能在未來
一年半內從縮減轉向加息。
周一，由於中國恒大問題攪亂全

球金融市場，加元創下了一個月低

位。
美元兌加元走勢，圖表見RSI及

隨機指數均在超買區域已呈調頭回
落，可望匯價將重新探低。向下將
矚目於延伸自六月上升趨向線，目
前位於1.2580水平，再而失守此區
料美元兌加元有機會開展新一波跌
勢。以自六月起始的累計升幅計
算，50%及61.8%的調整幅度將看至
1.2475 及 1.2365；較大支撐料為
1.2250水準。至於向上較大阻力先
參考周一高位1.2895；較大阻力料
為1.29以至1.30關口。

澳元料下試0.72關
澳元兌美元走勢，隨着美元回

落，澳元亦稍緩跌勢，但仍在近期

低點徘徊，因為鐵礦石價格走弱和
恒大的蔓延擔憂給這一風險敏感貨
幣帶來壓力。另外，澳洲央行9月政
策會議的記錄顯示，央行擔心，一
旦抗疫封鎖開始放鬆，Delta變體的
傳播可能會放緩經濟復甦，儘管央
行仍預計明年經濟將恢復強勁增
長。技術走勢而言，澳元兌美元在
本月初無法突破0.75的心理關口之
後，則見其後持續拾級下跌，至本
周一跌見至 0.7220 水平。圖表見
MACD指標剛已在近日下破訊號
線，預料澳元兌美元大有機會繼續
下行，目標暫會先看0.72以至8月
20日低位0.7107，進一步直指0.70
的心理關口。至於阻力位將回看25
天平均線0.7310及0.7380水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黎梓田）
一手樓花銷情熾熱，發展商加緊推盤
應市。恒地代理營業（二）部總經理
韓家輝表示，集團旗下鴨脷洲單幢新
盤逸南昨日上載全新價單及銷售安
排，落實本周六(25日)以先到先得形
式發售16伙，最平單位由449萬元
起。
恒地表示，新價單涉及21伙，包
括17伙開放式及4伙1房單位，實用
面積由183至264平方呎，價單定價
由477.7萬元至783.5萬元，價單呎價
由26,104元至29,678元。以150天成
交期提供之6%折扣率計算，折實售
價則介乎449萬元至736.49萬元，折
實呎價由24,538元至27,897元。
發展商同日上載全新銷售安排，並
從上述價單撥出 16伙於本周六推
售，當中包括12伙開放式及4伙1房
戶，以6%折扣計算，折實售價介乎
449萬元至736.4萬元，折實呎價由
24,538元至27,897元。

21 BORRETT ROAD 1期豪宅1.8億成交
豪宅新盤受到追捧，市場新錄大額

成交。根據一手銷售資訊網資料，長
實旗下豪宅項目中半山 21 BOR-

RETT ROAD第1期，售出17樓7號
單位，實用面積2,316方呎，連2個
車位，以1.8億元成交，實用呎價
77,720元。項目本月至今已售出5個
單位，套現逾8.27億元。

御半山2單位錄撻訂 殺訂近200萬
另外，新盤市場錄得撻訂，新地天

水圍Wetland Seasons Bay 第 1期及
屯門御半山1期，分別新增3宗及2
宗撻訂。成交記錄冊顯示，Wetland
Seasons Bay3B座2樓A7室、5B座2
樓B7室及5B座1樓B7室，均於9月
11日售出，成交金額介乎457.69萬
元至 709.97 萬 元，共涉及樓價
1,656.97萬元。
上述單位新近均顯示為「簽訂臨時
買賣合約後交易未有進展」，料買家
已撻訂離場，估計遭沒收5%訂金，
介乎24.4萬元至35.4萬元不等，發展
商合共殺訂82.8萬元。
至於屯門御半山1期，成交記錄冊
顯示，御半山1A座11樓D室及1B座
19樓H室，均顯示終止交易。上述
單位均採用建築期成交，料遭沒收樓
價15%訂金，介乎95.9萬元至99.8萬
元，發展商合共殺訂195.8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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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鎊上周五受制1.3815美元阻力走勢偏軟，本
周初失守1.3720美元支持位跌幅擴大，一度走低
至1.3640美元水平4周低位，周二大部分時間處
於1.3645至1.3695美元之間。美國聯儲局本周三
晚將公布政策會議結果之際，市場避險氣氛在本
周初顯著升溫，美元指數重上93.45水平4周以來
高點，英鎊進一步跌穿1.37美元水平。英國央行
本周四將公布會議結果，英鎊本周早段反而連日
守穩1.3640美元水平。
另一方面，英國上周五公布8月份零售銷售值
按月下跌0.3%，較7月份的2.3%跌幅放緩，但依
然是連續兩個月呈現下跌，不利第3季經濟表
現，數據引致英鎊連日偏弱。隨着美國8月份非
農就業表現遜預期，加上市場避險氣氛逐漸升
溫，高風險資產本周初顯著承壓，若果美國聯儲
局本周會議一旦傾向延後給出收緊政策的明確時
間，則不排除美元指數有掉頭下跌風險，有助英
鎊守穩1.3640美元水平後作出反彈。預料英鎊將
反覆重上1.3780美元水平。
周一紐約12月期金收報1,763.80美元，較上日

升12.40美元。現貨金價本周初持穩1,742美元水

平後呈現反彈，周二迅速重上1,768美元水平。美
國10年期債息本周初未能企穩1.37%水平，周二
曾回落至 1.31%水平，同日美元指數下跌至
93.05，跌幅有擴大傾向，對金價構成支持。

金價料反覆向好
此外，現貨金價連日守穩1,740至1,750美元之

間的支持區，走勢有上移傾向，預料現貨金價將
反覆重上1,780美元水平。

動向金匯
馮強

觀望央行會議 英鎊跌幅放緩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梓田
●地建商會或於本周五舉行的例行會議上討論本港房屋供應問題。 資料圖片

● 韓 家 輝
（右)表示，
逸南將以先到
先得形式發售
16 伙，最平
單位由449萬
元起。旁為恒
地代理營業
（二）部副總
經理李菲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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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通脹遜預期 美元高收益債看好
富時全球債券指

數 本 周 下 跌
0.02%，美國公布

的經濟數字喜憂參半，債市也受美國
總統拜登欲擴大財政支出所牽動的增
稅方案、以及政府債務上限等訊息面
干擾。十年期公債殖利率小跌0.33點
至 1.3378% 。 歐 洲 公 債 則 下 跌
0.24%，歐洲央行總裁拉加德表示，
歐元區經濟受惠於疫苗施打和經濟重
啟而有較預期為快的復甦，應可於年

底前回到疫情危機前的水平。英國八
月通脹率由上月的2%勁升至3.2%，
央行升息壓力加劇，英國公債下跌
0.65%。

新興債市存表現空間
富蘭克林證券投顧表示，全球經濟

雖正在復甦中，但明年之後成長力道
和通脹將有減緩趨勢，要想重回到疫
情前的水平可能需要些時間，因為包
括受損害的產業和勞動市場、債務負

擔加劇的後果都需要幾年時間復原，
預期主要工業國央行將維持相當長的
寬鬆政策。過去一年多以來各資產呈
現百花齊放，但也將逐漸反應基本
面、評價面甚至政策面調整，市場波
動將加劇，債券仍可發揮分散投資組
合風險的功能。預期美國公債殖利率
雖有上升壓力，但幅度應不會太大，
同為美元資產卻有較高債息利差型債
市例如美國高收益債、新興市場債仍
有表現空間。 ●富蘭克林投顧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黃楚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