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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聘
有經驗專業農耕服務者
青晉文創有限公司現招聘有經

驗專業農耕服務者，為平台提供
農務策劃、耕種、農業發展等專
業技術。應徵者需要具備七年以
上專業農耕經驗。如有農地規
劃、起始經驗者優先考慮。

有意者請致電9327 9339馬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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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建局就觀塘市中心發展區項目邀請財團市建局就觀塘市中心發展區項目邀請財團
入標入標，，可建樓面約可建樓面約216216..66萬方呎萬方呎，，估值估值151151..66
億至億至259259億元億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本港商業市道仍未復甦，但未影響市建局推出商業項目的步伐。市建局

昨宣布，將會就觀塘市中心第4及第5發展區項目，邀請19間發展商及財

團入標競投，明年1月11日截標。值得留意的是，項目早前收到24份意

向書，意味有5個財團不符合入標資格。項目為市建局歷來規模最大單一

重建計劃，可建樓面約216.6萬方呎，將興建一個地標式、綜合政府設施

及商業發展的建築群，綜合市場估計，項目估值151.6億至259億元，預

計每呎樓面地價7,000至1.2萬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倫樂

裕民坊巨無霸商業項目邀財團入標裕民坊巨無霸商業項目邀財團入標

市建局觀塘市中心第4及第5發展區
項目早前收到24份意向書，包括

長實、新地、恒地、信置、會德豐、華
懋、鷹君、遠展及中海外等。局方昨日
宣布，將邀請當中19家發展商及財團入
標競投，合作發展觀塘市中心第4及第5
發展區項目，意味有5個財團不符合入
標資格而未被邀請。項目將在明年1月
11日（星期三）截標。

估值最高達259億元
雖然今次獲邀入標的發展商及財團數
量只有19間，較市建局以往其他重建地
盤少，但因為今次地盤規模龐大，業界
相信市場有意入標的發展商皆屬於具實
力及規模較大的發展商，大多數中小型

地產商未有落場爭逐。再者，目前香港
商業市道仍然低迷，發展商業項目的風
險相應上升，項目對於中小型地產商來
說投資期太長、風險太大，市場反應自
然不及其他規模較細地盤。
觀塘市中心項目是市建局歷來規模最大

的單一重建項目，以5個區域進行分階段
發展，本項目為最後一個發展區域，地
盤面積約27.55萬方呎，預計最高可建樓
面約216.6萬方呎。項目將興建一個包含
綜合政府設施及商業發展的建築群，在
增加觀塘核心地段民生和經濟活力的同
時，亦為市中心營造社區節點和連接周
邊的門戶，將成為九龍東的新地標。
在觀塘市中心項目的總綱發展藍圖

下，項目亦會透過規劃及重整土地，改

善區內道路網絡及交通設施，加強與剛
落成的第2及第3發展區以及周邊地區的
行人連接性。項目將提供政府、機構或
社區設施樓面，以及大型休憩空間供市
民享用，改善地區整體環境。

「浮動規劃」可不建酒店
值得一提的是，為應對持續的疫情及

最新的市場情況，項目將試行「浮動規
劃參數安排」，容許成功取得本項目的
發展商及財團，在總樓面保持不變的前
提下，靈活調撥在指定範圍內商業樓面
作辦公、酒店和其他商業用途，希望為
發展商在3部分的發展面積提供彈性，
以迎合不同發展需求。
其中，商業及零售樓面由約69.97萬至

102萬方呎，以保持項目位處觀塘區策略
性位置的「市中心」特色。酒店樓面在0
至約34.44萬方呎的範圍，意味發展商日
後可選擇不興建酒店。辦公室樓面上限
則約137.37萬方呎。此外，中標財團亦
須按發展協議中所列明的建築設計、標
準與品質、可持續發展和智能系統等要
求興建新發展項目，為九龍東提供一個
優質的生活環境。
美聯測量師行董事林子彬早前表示，

由於項目鄰近商業區及東九龍住宅群，
亦毗鄰港鐵觀塘站，人流匯聚，消費需
求頗大，相信項目發展的零售商業部分
樓面會較大，至於酒店部分則因為疫情
及區內酒店需求存在不少變數，相信酒
店發展部分會較少，甚至不提供。

LP 10開始入伙
住客會所曝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將藍隧道及將軍
澳跨灣連接路於下月啟用之際，港鐵及南豐集團合
作發展的日出康城LP 10上月也獲批轉讓同意書，
現正陸續入伙，並計劃適時部署新一輪銷售。
南豐發展董事及銷售部副董事長麥一擎表示，

LP 10自2021年初推售以來，至今共售出791伙，
佔整個期數住宅單位約89%。項目於上月獲批轉讓
同意書，現正陸續入伙，並計劃適時部署新一輪銷
售。LP 10由兩座大樓組成，合共提供893伙住宅
單位，當中包括831個兩房至四房標準單位及62個
特色戶，實用面積447至3,906方呎。
他續稱，項目住客會所CLUB 10連同綠化空間

佔地近6萬方呎，設多項休閒設施，包括多用途運
動場、瑜伽舞蹈室、健身室、康樂健體區、室內按
摩池、蒸氣浴室及嬉水池等。 LP 10 以
「Eco-Rich」為環保建築概念，引入多項綠色建築
配套，推動環保及健康生活。長約1.8公里的將軍
澳跨灣連接路，為全港首條同時具備行車道路、單
車徑及行人路的環保概念橋樑，將於今年12月11
日與將軍澳─藍田隧道同步啟用，屆時日出康城
的區內交通及社區配套將更趨完善，居民往來全港
各區更加便捷，而項目的投資潛力勢將不斷上升。

必嘉坊．迎匯錄超額逾10倍
此外，恒基地產旗下紅磡必嘉坊．迎匯明晚將

開售首輪23伙，恒基物業代理營業（一）部總
經理林達民表示，項目截至昨晚累收約270票，
超 額 登 記 10.7 倍 。 同 系 粉 嶺 北 ONE
INNOVALE─Cabanna於今晚作次輪推售113
伙，林達民指，除了主打的一房連衣帽間單位
外，亦設少量兩房連衣帽間及三房一套連儲物
室，實用面積436至683方呎，而三房一套連儲
物室的最低折實呎價更低至13,648元起，相信可
滿足到有小朋友或計劃有小朋友的準買家家庭。

◆◆ LPLP 1010 會會
所所 CLUBCLUB 1010
連同綠化空連同綠化空
間佔地近間佔地近66萬萬
方呎方呎。。

美聯30家分行擬約滿後不續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樓市交
投淡靜，地產代理行紛紛大幅度削減分行
數目，節省營運成本。美聯物業住宅部行
政總裁（港澳）布少明昨表示，由於樓市
成交量大幅減少，集團旗下30間分行計
劃在租約完結後不再續租，以減少成本。
布少明指，受整體經濟環境影響，年內
香港物業買賣成交宗數顯著下跌，預計今
年全年一手交投量將不會超過1萬宗，二
手成交則料不超過4萬宗。由年初至今，

該集團一直優化人手架構，年內自然流失
約400人，目前尚餘約4,800名員工。
布少明指，短期內將有30間分行租約到

期，料不會續租。他又透露，未來旗下分店
續租時，將會向業主要求減租，個別街舖
會要求減租30%至50%，而部分位於新發
展區的商場舖位，由於月租超過100萬元，
其租金水平遠高於其他行業，因此將會向
大業主要求減租70%至80%。明年該集團
會繼續進行優化人手及分店規模，同時未來

會進一步增加香港地區以外的海外業務。

獲委託銷售橫琴住宅
此外，該集團獲珠海華發集團委託獨家

推售橫琴住宅項目「IFC│琴澳灣1號」
及「華發廣場III期│橫琴薈」等約170
伙。華發實業（香港）總經理助理鄭威文
表示，其中琴澳灣1號為一幢綜合型物
業，包括商業、甲級寫字樓、高端豪宅，
是次推售的住宅單位位於46樓至68樓，
單位面積由185至425平方米，售價由
1,200萬至3,000萬元（人民幣，下同）不

等。至於橫琴薈為華發廣場III期住宅項
目，提供544伙，面積介乎79至123平方
米，售價介乎約380萬至650萬元不等。

馬泰陽升任港置行政總裁
美聯集團宣布，由11月16日起，晉升

馬泰陽為香港置業行政總裁，統領整個
銷售團隊，直接向美聯集團副主席黃靜
怡匯報。是次人事任命體現集團一貫
「有戰績有升職」精神，唯才是用，提
拔具鬥心戰意者為大將，以提升團隊競
爭力，迎接未來樓市的挑戰與機遇。

投 資 理 財

美國通脹放緩 日圓現反彈
動向金匯

馮強

美元兌日圓上周四受制146.60阻力走勢急速轉
弱，單日大幅下跌至140水平，上周五進一步走
低至138.45水平，本周早段表現偏軟，周二曾向
下觸及137.65的11周低位，周三大部分時間處於
138.70至140.30之間。美國繼10月份消費者物價
指數升幅放緩，帶動美元指數上周尾段回落至
106水平。
美國本周二公布的10月份生產者物價指數按年
攀升8%，遜於9月份的8.5%升幅，低於市場預
期，加上核心指數又呈現放緩，增加市場對美國聯
儲局將減慢加息步伐的預期，美國10年期債息進一
步跌穿3.80%水平，美元指數周二曾向下挨近
105.33水平3個月低位，美元兌日圓一度失守138
水平。
日本內閣府本周三公布9月份核心機械訂單下

跌4.6%，較8月份的5.8%跌幅稍為收窄，連續兩
個月下跌，日本企業在第3季度的資本支出表現
不振。此外，日本在周二公布的第3季實質GDP
按季下跌0.3%，以年率計更有1.2%收縮，而日
本央行在10月份經濟與物價展望報告已下修今年
實質GDP增長預測至2%，遜於早前的2.4%水
平。不過該些數據未對日圓構成負面影響，主要
是市場焦點現階段仍落在美國通脹趨於放緩的數
據上。隨着美元指數走勢轉弱，預料美元兌日圓
將反覆走低至138.00水平。

金價料反覆重上1800美元
現貨金價周二向上觸及1,786美元3個月高位，

周三仍大部分時間處於1,770至1,785美元之間。
市場等候美國周三公布10月份零售銷售數據之
際，美國10年期債息與美元指數連日雙雙下跌，
有助金價保持上移走勢。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重
上1,800美元水平。

英鎊遇阻短期傾向回調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楚淇

英鎊兌美元周三持穩，日內公布數
據顯示英國通脹高於預期，提高了英
國央行進一步加息的可能性。英國10
月居民能源支出和食品價格飆升，推
動通脹升至11.1%的41年高點。

關注新出爐財政計劃
英國財政大臣侯俊偉(Jeremy Hunt)

回應稱，應對物價上漲需要做出艱難
但必要的決定。他將於周四公布一系
列加稅和減支措施。期貨市場顯示，
市場人士預計英國央行在下個月開會
時加息50個基點或75個基點的可能性
都幾乎是50%。
英鎊兌美元走勢，技術圖表可見

RSI及隨機指數剛自超買區域呈調頭
回落，而匯價亦暫見於1.20關口遇
阻，估計英鎊兌美元短線正有回調傾
向。下方支持先會回看1.1730及100
天平均線1.1640，下一級關鍵料為25
天平均線1.1470水平。至於上方阻力
則預估在1.20關口，較大阻力指向8
月高位1.2293。

美元兌瑞郎呈雙頂下行形態
瑞士央行本周二再次強烈暗示將進

一步加息，總裁喬丹表示，目前的貨
幣政策過於寬鬆，無法應對瑞士的通
脹。今年瑞士央行已經兩次加息，利
率達到0.5%，在此前的逾七年中，央

行的政策利率一直保持在負0.75%。
央行還允許瑞郎名義升值，以限制進
口價格上漲的影響。市場預計瑞士央
行將在12月15日的下一次貨幣政策會
議上加息，喬丹稱知道這一預測，並
補充稱，市場預期央行的政策利率區
間在未來兩年將升至1.5%-2%。
美元兌瑞郎走勢，技術圖表可見，

RSI及隨機指數回跌，以至10天平均
線亦下破25天平均線，而匯價繼10月
21 日之後，剛在月初又再受制於
1.0150水平，以至近兩周繼續緩步走
低，可望美元兌瑞郎正以雙頂的技術
形態展開下行。預估下延支撐將會看
至0.9350及0.92，下一級看至0.90關
口。至於向上阻力預估在 0.95 及
0.9680，關鍵則為25天平均線0.9870
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