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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匯錦囊
日圓：美元兌日圓將暫時上落於

128.80至130.80之間。
金價：現貨金價將暫時橫行1,915

至1,945美元之間。

候美聯儲會議結果 日圓暫時橫行
動向金匯

馮強

兔年伊始，各大發展商積極部署推

售新盤，多個新盤計劃2月推售。其

中新地旗下屯門NOVO LAND 2B期

有望成為兔年頭炮推售新盤，新地代

理總經理陳漢麟昨表示，屯門NOVO

LAND 2B期預計本周內展開軟銷，有

望 2 月開價及推售。該盤提供 729

伙，主打一房及兩房戶；同系大埔白

石角University Hill緊接3月推出，新

地代理總經理胡致遠指，項目一房及

兩房比例較同系列第1期更多，佔全

盤約75%，而且較多單位望內園池景

及山景，定價視乎市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悅琴、曾業俊

NOVO LAND 2B期勢成兔年頭炮新盤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黎梓田） 中原
地產昨日舉行新春團拜，並邀請多個發
展商代表出席。
中原集團創辦人施永青在新春團拜中
表示，樓價於去年11月已見低位，去年
12月出現反彈，相信可持續到今年首
季，但到3月至4月可能出現考驗，預計
全年樓價最多升8%至10%，形容樓市在
今年是一個「上升年」。

施永青又指，現在基本上是消息市，
如果在消息中讓大家看到未來有最好的
期盼，就會吸引人入市，但大部分都是
在「燒」既有的資金，如果只靠這一群
買家，樓市「唔捱得幾耐」。

樓市持續增長需新生買家
施氏提到，樓市如要有持續的增長

力，需要經濟轉好、職位增加、工資上

升，新生的買家數量就會上升，並形成
需求支持樓市。
他認為，今年年尾樓價會比年初為

高，屬於一個「上升年」。他又指，樓
價已見短期低位，中長期的趨勢有待觀
察，惟難以追回去年樓價跌約15%的幅
度，若樓市情況持續向好，全年樓價有
機會升8%至10%。若市況表現一般，升
幅則只有約3%至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
琴）曾有「亞洲樓王」之稱的
西半山天匯近日錄得大額蝕讓
個案。市場消息指，天匯高層
A室，面積2,355平方呎，四
房間隔，於本月中以1.4億元
易手，呎價約59,448元。據
悉，原業主於2017年8月以逾
1.598億購入單位，持貨近6
年，現賬面蝕近2,000萬元，
單位貶值12.5%。
區內代理透露，原業主為孫

東海（SUN DONGHAI）、
新買家名為俞念初（YU LU-
NA），兩人名字與電影《湄
公河行動》及《紅海行動》的
聯合出品人及行政監製名字相
同，不排除是次屬關連人士交
易。

皇第特色單位逾2.8億易手
尚家生活、泛海國際及高富

諾合作發展的渣甸山皇第昨透
過招標以2.8714億元售出一個
3層花園特色單位，連兩個車
位，單位為地庫、地下1樓及
2樓A單位，實用面積4,102
平方呎，連 2,817 平方呎花
園，內置私人電梯，呎價達7
萬元。
資本策略表示，近月復常通

關政策利好豪宅表現，不少買
家把握機會購入心儀單位；而
皇第開售至今售出12伙，佔
項目單位總數量約75%，總成
交金額逾25.5億元，花園大宅
已全數售出，短期將專注推售
豪華複式特色戶，實用面積逾
4,000平方呎，包括3樓及5樓
A室和11樓及12樓B室。

恒基物業代理營業(一)部總經理林達民
表示，今年該部門計劃推售5個住宅

新盤及1個商廈項目，提供逾2,500伙，
總值約200億元，連同貨尾盤合共推售約
4,000伙，總值400億元。其中長沙灣映岸
及啟德HENNLEY PARK 都有機會於2
月份推售，成為集團兔年頭炮新盤。

恒地今年料推售4000伙
他指出，該部門今年計劃推售5個新

盤，包括市建局與香港小輪合作長沙灣映
岸（318 伙）、啟德HENNKLY PARK（
740伙）、紅磡必嘉坊 3期（270伙）、西洋
菜北街住宅項目（ 490伙）及巴域街住宅項
目（730伙），另外亦有北角英皇道商廈（70
伙）。
他續稱，今年1月以來該部門已售出逾

200伙新盤單位，套現10億元，單是粉嶺

ONE INNOVALE 系列佔153伙，套現逾
7億元，未來該盤有2%至5%加價空間。
恒基物業代理營業(二)部總經理韓家輝

指出，集團與中國海外、華懋、新世界、
會德豐及帝國集團合作啟德第6552號項
目正待批預售，提供逾500伙，主打三及
四房，平均每伙實用面積約1,000平方
呎，傾向招標發售。
他又指，隨着經濟逐步復甦，樓市今年
下半年走勢料較正面，全年樓價有5%至
10%升幅。

MIAMI QUAY II或首季推
新世界營業及市務部總監黃浩賢指，集
團今年推售6個新盤，包括三個啟德合作
項目，其中MIAMI QUAY II預料首季推
出，下半年推售黃竹坑站港島南岸第5期
及北角皇都戲院重建項目等。

他又稱，加息因素漸趨穩定，市民入市
信心轉強，預期上半年樓市追量，下半年
追價，全年樓價表現平穩。

雨後料下月獲預售批文
星星地產旗下元朗宏業西街項目雨後尚

待批預售樓花同意書，星星地產主席及首
席執行官陳文輝預料2月初取得預售樓花
同意書，最快3月開價及開售，他對今年
樓市表現樂觀，認為疫情、加息等利淡因
素已逐漸消失，內地與香港復常通關可以
釋放一定購買力，加上計劃來香港的專
才，料全年樓價可望反彈約10%。
富豪物業代理董事衞振聲指出，過去數
周香港利好消息不斷，包括與內地復常通
關及取消大部分防疫措施，又料下半年息
口見頂，都有利樓市發展，料上半年樓價
平穩，下半年隨經濟復甦而好轉，全年樓

價升5%至8%。
他建議政府調整港人非首置從價印花稅

最高15%的政策，改為用首置從價印花稅
第二標準稅率的兩倍計算。

尚瓏單位意向呎租70元起
他又稱，百利保及富豪酒店將預留旗下
西營盤現樓尚瓏約兩成單位出租，意向呎
租約70至80元，同時出售部分單位，沙
田富豪．山峯已售出逾四成，套現逾40
億元，正考慮為內地客推出更多付款計劃
和優惠。
他表示，集團現有3個項目正在發展，

其中深水埗海壇街227B及227C將於短期
內拆卸、青山道291至293及301至303號
有望今年內完成強拍，而筲箕灣金華街9
至19號即將推出，3個項目合共樓面10多
萬平方呎。

▲恒地林達民（左）稱，長沙灣映岸及啟德HENNLEY PARK 都有機
會於2月份推售，成為集團兔年頭炮新盤。

◀ 星星地產
主席陳文輝
（中）表示對
今年樓市表現
感到樂觀。

▲ 富豪物業代理董事衞振聲（左二）表示，內地
與香港復常通關等利好消息有利今年樓市發展。

施永青料全年樓價最多升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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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有「亞洲樓王」之稱的西半山
天匯近日錄得大額蝕讓個案。

資料圖片
◆ 施永青稱今年年尾樓價會比年初為高，
屬於一個「上升年」。 記者黎梓田攝

歐元短線料續高位震盪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黃楚淇

美元兌日圓上周二受制131.10阻
力走勢偏軟，上周四持穩129.00水
平略為反彈，本周初大部分時間處
於129.20至130.30之間。
日本央行本月預期通脹將於2023
財政年度中期放緩，顯示央行偏向
淡化通脹壓力，但日本總務省1月
20日卻公布去年12月份扣除新鮮食
品的核心通脹年率攀升至4%，再創
41年新高之外，更是連續4個月處
於3%水平之上，日本10年期債息
上周連日回升，有再次向上逼近
0.5%上限傾向。
不過市場等候美國聯儲局本周三

晚公布議息結果之際，美國10年期
債息上周尾段連日攀升，本周初重
上3.56%水平，美元兌日圓過去1周
反而持續處於橫行走勢。
美元兌日圓上周早段曾向上觸及

131水平。隨着美國聯儲局本周將
公布會議結果，日圓不容易擺脫過
去一周的活動範圍，預料美元兌日
圓將暫時上落於128.80至130.80之
間。

金價料區間徘徊
上周五紐約2月期金收報1,929.40
美元，較上日下跌0.60美元。現貨
金價上周五受制1,935美元走勢偏
軟，本周初大部分時間處於1,920至

1,934美元之間。
繼美國聯儲局本周三晚公布議息

結果，美國本周五將公布1月份非
農就業數據，加上美元指數過去兩
周跌幅放緩，持續徘徊在101至102
水平之間，抑制金價波幅。預料現
貨金價將暫時橫行1,915至1,945美
元之間。

美元周一於八個月低位附近徘徊，在本周美聯
儲、歐洲央行(ECB)和英國央行的政策會議之
前，匯市波動仍相對受抑。美元指數上周曾觸及
八個月低點101.50。市場普遍預計美聯儲將升息
25個基點，由去年升息50和75個基點的步伐放
緩，英國和歐洲央行則可能各加息50個基點。
歐元兌美元則繼續於近期高位震盪，歐洲央行決
策官員持續發表鷹派言論，加上歐元區經濟深度
衰退的擔憂減弱，為歐元提供了支持。
歐元兌美元走勢，技術圖表見RSI及隨機指數

剛自超買區域呈初步回落的跡象，以至上周匯價
兩度上探1.10關口未果，短期料歐元兌美元即將
面臨回調，較近支撐先回看延伸自去年11月的
上升趨向線位於1.0760水平，並且交疊着25天

平均線位置。黃金比率計算，23.6%及38.2%的
回調幅度在 1.0550 及 1.0355，擴展至 50%及
61.8%的調整度則見至1.02及1.0040水平。至於
向上阻力位繼續矚目於1.10關口，下一級指向
1.12水平。

澳元料回看0.70關口
澳元兌美元周一顯著走低，上周跳漲2.0%，

觸及6月以來最高。澳洲上個季度的通脹率飆升
至33年高點，這一令人意外的結果增加了澳洲
央行在下周政策會議上再次加息的可能性。澳元
兌美元走勢方面，技術圖表所見，隨着RSI及隨
機指數剛自超買區域掉頭回落，澳元兌美元料將
迎來回調走勢。較近支持料為0.70關口以及200
天平均線 0.6810，下一級回看去年12月底部
0.6629水平。至於上方阻力預估在0.7150，較大
阻力看至0.72及0.7280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