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請新酒牌公告
鮨宏

現特通告：羅榮耀其地址為香港
北角渣華道8號威邦商業中心地
下13號舖，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
香港北角渣華道8號威邦商業中
心地下13號舖鮨宏的新酒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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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1月5日

英鎊短線料喘定

地 產 新 聞B3

20222022年年11月月55日日（（星期三星期三））

2022年1月5日（星期三）

2022年1月5日（星期三）

◆責任編輯：馬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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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強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黃楚淇

市建局去年11月宣布合併4個土瓜
灣地盤並推出招標意向，最後收

到31份意向書。局方昨公布正式就該
項目招標，並邀請30家發展商及財團
入標競投。換言之，有1個財團因不
符合條件而未被邀請。項目將於2月
10日截標。
上述 4個項目覆蓋兩個相鄰的地
盤，分別位於鴻福街 / 啟明街、榮光
街 / 啟明街，合共總地盤面積為
58,535方呎，可提供上限526,812方呎
的總樓面。市場估計當中8倍地積比
率會用作住宅發展，涉及約46.8萬方
呎，可提供890伙，而非住宅樓面約
佔1倍地積比，料涉及58,535方呎。

每伙至少300呎 呎售逾2.18萬須分紅
據市場傳出的招標條款，不計露台
及工作平台規定每伙單位面積不可少
於300平方呎，半數面積須介乎300平
方呎至480平方呎。

項目將來賣樓收益達102億元就須
向市建局分紅，達標後首2億元分紅
20%，其後按比例遞增至最多50%。
以住宅樓面約46.8萬方呎計算，即每
方呎賣逾2.18萬元便要分紅。

商場租金扣成本後七三比分紅
商場方面，首10年由發展商與市建
局共同持有，發展商可隨時要求出
售，但市建局亦有權拒絕。10年後可
選擇延長共同持有項目5年，到15年
之後商場出售就須要作公開招標。商
場部分每年最多可以租金的25%作營
運成本，其餘則以七三比分紅。
另外，中標財團需協助政府建兩項

社區設施，涉及淨作業樓面為4,345方
呎，政府會為此支付2,130萬元。綜合
市場估計，項目估值約60億至66億
元，預計每方呎樓面地價約1.13萬至
1.25萬元。
此外，中標財團須按發展協議中列

明有關九龍城土瓜灣小區發展的「總
體設計要求」作為興建本發展項目的
藍本，與毗鄰的市建局重建項目產生
協同效應，以達至整個小區的重整及
規劃更完整及一體化，提升該區的宜
居性。

市建局連推5項目 單一財季之最
連同上述招標項目，本財年市建局

已連環推出5個項目，一共涉及3,170
個單位，創下局方歷來單一財季推出
單位數量最多紀錄。其中單計土瓜灣
就推出3個大型地盤，涉及2,790伙。
首個批出項目為去年9月恒地以81.89
億元中標的庇利街/榮光街項目，可建
樓面71.75萬方呎計，每方呎樓面地價
11,414元，預計提供1,150伙。其後嘉
里建設以55.878億元中標鴻福街 / 銀
漢街項目，可建樓面約44.4萬方呎，
每呎樓面地價約 12,591 元，提供約
750伙。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黎梓田）
去年樓市續創新高之餘，遏抑的購買
力釋放，刺激交投更加暢旺。政府昨
日公布的數字顯示，2021年全年住
宅樓宇買賣合約總值7,339億元，按
年大升近34%，並且打破1997年的
紀錄，創歷史新高。
根據土地註冊處資料，2021年12

月送交註冊的住宅樓宇買賣合約
5,145宗，按月及按年分別下跌4.9%
及15.2%；合約總值485億元，按月
及按年分別減少5.4%及17.4%。綜
合去年全年數字，住宅成交宗數達
74,297宗，按年增24%，創2012年
的81,333宗後九年新高，以金額計亦
打破1997年全年6,903.4億元的上一
歷史高位。

二手私宅成交金額升逾三成
中原地產研究部高級聯席董事黃良

昇指，數字反映樓市交投暢旺，市場
氣氛熾熱。他續表示，一手私人住宅
方面，2021 年錄 17,470 宗及總值
2,367.8億元，按年分別上升16.4%及
37%。金額創歷史次高，僅低於2017
年的2,428.8億元歷史高位。
二手私人住宅方面，2021 年錄

51,949宗及總值4,751.1億元，按年
分別上升 25.6%及 33.6%。宗數創
2012年62,934宗後的九年新高，金
額創歷史次高，僅低於 1997 年的
5,280.1億元歷史高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悅琴） 去年
賣樓創集團新高紀錄的會德豐地產，今
年將繼續馬不停蹄推盤。會德豐地產常
務董事黃光耀昨表示，集團今年將推售
至少2,000伙新盤單位，頭炮項目啟德
MONACO MARINE已獲批售樓紙，將
盡快上載售樓書，預料本月內推售，項
目提供559伙，主打兩房及三房戶。
黃光耀指出，今年集團季季都有新盤
推售，第一季推售啟德MONACO MA-
RINE、第二季將推出藍田 KOKO
HILLS第3期，提供827伙，會分階段推
售；第三季將推售兩個啟德跑道區合作
項目，計劃今年推售單位各佔500伙。
其中啟德跑道4B區1號分三期發展，合
共提供1,590伙，主打一房及兩房單位；
而同屬合作發展的啟德跑道4B區3號，
分兩期發展，總共提供1,219伙，以一房
及兩房為主打。第四季將推售將軍澳日
出康城第12期項目，提供1,985伙，將
分階段推售，第一期料提供600伙。
除上述推售新盤外，黃光耀表示，山

頂超級豪宅項目亦部署推出招租，當中
位於山頂種植道11號預料於第一季招
租，洋房實用面積6,100至8,000方呎，
項目去年曾造出最高 125元呎租；另
外，位於種植道1號全新洋房項目，共
提供20座洋房，預料今年推出第一期8
座洋房，實用面積約5,000至 6,000方
呎。
他指出，會德豐地產於2021年售出
2,197伙，銷售金額約350億元，兩項數
字均創集團新高。展望今年樓市，他相
信今年住宅供求仍未平衡，部分資金亦
因股市波動流入樓市，預期美國今年即
使加息，香港亦未必會即時加息，預計
今年樓價仍有5%至10%的升幅。

GRAND MONACO四房雙套逾5268萬沽
據成交記錄冊，會德豐地產旗下啟德

GRAND MONACO 昨以招標售出低座
B座3樓、5樓B複式單位，實用面積
1,679方呎、連567方呎天台及29方呎平
台，四房雙套戶，成交價5,268.8萬元，

呎價31,381元，買家成交期為180日。

壽臣山道東1號下月推5幢洋房
另一邊廂，爪哇營業部總經理陳愷鑫

昨表示，集團部署新春後推出壽臣山道
東1號項目的5幢洋房，實用面積介乎
2,657 至 2,840 方呎，現已開放預約參
觀。他指出，該項目去年售出3伙、套
現約6.7億元。爪哇亦計劃年內推出山頂
加列山道59號項目，只有1幢洋房，實
用面積約7,300方呎。他指出，加列山道
洋房最快於3至4月安排準買家須預約參
觀，又預計今年豪宅樓價升15%。

美聯獨家代理恆大．珺瓏灣
雖然恒大陷入債務危機，美聯卻為恒

大旗下屯門掃管笏恆大．珺瓏灣作獨家
代理，美聯住宅部行政總裁布少明強調
「好有信心收到佣金，所以才接下此項
目獨家代理。」他續指，恆大．珺瓏灣
已屆現樓，主要銀行亦願意承造按揭，
給予買家及代理信心。美聯營業董事梁

志輝表示，項目第2期早前已公布的銷
售安排涉及60伙，而第1期部分則有142
伙未推出。
經絡按揭營運總監張顥曦表示，今次

推售單位全部低於1,000萬元，可以「新
按保」入市，同時亦為買家提供「置低
息高成數按揭優惠」，按揭成數最高可
達九成，按息全期低至H加1.3厘，上限
低至為P減2.75厘。

大手客逾1.3億掃朗濤3伙
新盤成交方面，鷹君旗下已屆現樓的

大埔白石角朗濤昨透過招標連環售出3
伙四房雙套戶、屬第1座12樓A、B、C
室，實用面積介乎1,648至2,083方呎、
可望吐露港海景，由同一組買家以
1.3183億元購入，以3伙總面積5,454方
呎計，呎價2.41萬元。保利置業旗下啟
德龍譽昨透過招標以2,277萬元沽出第3
座5樓及6樓B55室，實用面積759平方
呎，屬低座複式兩房連天台及儲物房特
色戶，呎價達30,000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倫樂

市建局土瓜灣「四合一」項目招標

◆黃光耀（中）指會德豐地產去年售出2,197伙，銷
售金額約350億元，兩項數字均創集團新高。

市建局昨公布土瓜灣再推出一幅地皮招標，位於土瓜灣鴻福街、啟明街及榮光街，邀請30

個已入意向的發展商入標。項目總樓面約52.68萬方呎，提供890個單位，消息指日後賣樓收

益達102億元就須要向市建局分紅，項目並按慣例規定每伙單位面積不可少於300方呎，較政府最少

面積下限280呎的標準更高。

◆市建局去年底合併推出的4個土瓜灣地盤收到
31份意向書，項目昨日正式招標。 資料圖片

會德豐今年推2000伙 MONACO MARINE最快本月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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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鎊上周尾段受制1.3550美元阻力走勢偏

軟，本周初在1.3430美元獲得較大支持迅速反
彈，周二再次向上逼近1.3515美元水平。英鎊
自去年1月初的1.36美元水平反覆下跌至去年
12月底的1.35美元水平，過去1年變動輕微，
隨着英國央行上月16日宣布加息0.15%，反映
央行的首要重點已轉為壓抑通脹，英鎊走勢過
去兩周趨於改善，在1.32美元之下有明顯支

持。另一方面，Markit本周二公布12月份製造
業PMI為57.9，顯示製造業呈現進一步增長。
央行下月3日的公布有機會調高今年上半年的
通脹預測，增加市場對英國央行上半年加息的
預期。預料英鎊將反覆上試1.3600美元水平。

金價料反覆下行
周一紐約2月期金收報1,800.10美元，較

上日下跌28.50美元。現貨金價周一向上觸
及1,831美元水平6周高位之際遭遇回吐壓
力，一度走低至1,798美元水平，周二大部
分時間處於1,800至1,808美元之間。美元指
數本周早段連日反彈，加上美國10年期債
息本周初從1.51%急速攀升至周二的1.66%
水平，抑制金價表現，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
下試1,790美元水平。

金匯錦囊
英鎊：英鎊將反覆上試1.3600美元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下試1,790美元水平。

美元兌日圓周二升至5年高
位，受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
(FED)加息預期提振，且投資
者預期快速傳播的Omicron變
種病毒疫情對經濟影響有限。
貨幣市場已100%預期美國在
5月前首次加息，並在2022年
底前再加息兩次。
另一方面，在有多項研究顯

示Omicron毒株造成住院風險
相對較低之後，投資人認為
Omicron打亂經濟的程度可能
不及前幾個毒株。
美元上漲亦同時受助於美國

公債收益率上升，因為投資者
押注美聯儲加息，美國兩年期
和五年期公債收益率飆升至
2020年3月以來最高。美元兌
日圓升見至116.30水平上方，
觸及2017年1月以來高位。
在日本方面，數據顯示日本

12月製造業活動連續第11個
月增長，但增速低於前一個
月，原因是產出和新訂單增長
放緩，同時成本壓力依然較
高。12月經季調au Jibun銀行
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
終值降至54.3，低於11月的
54.5。該數據仍顯示製造業運
營條件穩步改善。初值為
54.2。

較大阻力料於117.5
美元兌日圓走勢，技術圖表

可見，向上已見初步突破25
天平均線，目前25天平均線
處於114.10水平，若匯價後市
仍可居於此指標之上，而同時
亦見MACD指標剛上破訊號
線，或可望美元兌日圓有力再
作上揚；較大阻力料為117.50
以至 118水平，下一級看至
120關口。而較大支撐將可留
意7月高位111.65以至110關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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