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經

2019 年 9 月 28 日 星期六

責任編輯 蔡清偉 陳秉植

美編 曹俊蘋

新聞

Hong Kong Commercial Daily

CCL 四大指數齊跌 5 周
項目

【香港商報訊】南向港股通昨日至 10 月 7 日暫
停，無北水下，港股在期指結算日成交金額跌至只
得 531.1 億元，是今年 7 月 5 日以來最少成交金額。
大市開市已失守 26000 點關口，港股今天最多跌逾
201 點 ， 至 25840.66 點 ， 收 市 報 25954.81 點 ， 跌
87.12 點或 0.335%。國企指數收於 10148.77 點，跌
63.5 點。

（點）

中原城市分區領先指數*

本周公布 與上周比較

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182.66

-0.34%

中原城市(大型單位)領先指數

181.8

-0.46%

中原城市(中小型單位)領先指數

182.83

-0.31%

中原城市大型屋苑領先指數

183.96

-0.34%

地區

本周公布

與上周比較

港島

187.68

-0.78%

九龍

180.72

-0.25%

新界(東)

194.33

-0.37%

新界(西)

166.27

+0.07%

A4

恒指跌穿 26000 關
無北水成交僅 531 億

港島藍籌屋苑議價幅度逾一成
CCL 本周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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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指周跌 480 點
一周計，中美貿易談判消息時好時壞，恒指全周
累跌 480 點，其中一周表現最差的前三位成分股：
瑞聲科技(2018)、中生製藥(1177)及中海油(883)，分
別下跌 8.95%、5.99%及 4.93%。而國指全周累跌 226
點，其中一周表現最差的前三位股份：國藥控股
(1099)、 中 交 建 (1800) 及 中 國 中 鐵 (390)， 分 別 跌
10.4%、8.51%及 8.45%。
本周焦點股，美團點評(3690)周五反覆再升，再創
盤 中 及 收 市 新 高 ， 各 為 81.4 元 及 81 元 ， 單 日 升
1.69%，一周計累升 4.52%。
另外，高銀金融(530)棄購啟德商業地，港府重推
再流標，公司轉買潘蘇通旗下九龍灣重建項目，作
價 45.98 億元，高銀金融股價反覆，全日高低位 3.14
元及 3.05 元，收市報 3.06 元，跌 0.33%，成交 6232
萬元。

註*：只包括大型屋苑

CCL 本周報 182.66 點
下跌 0.34%

恒指國指本周表現
指數

本周收報

全周變化

恒指

25954 點

-480 點/-1.82%

國指

10148 點

-226 點/-2.19%

本周恒指表現最差成分股

【香港商報訊】記者呂婉玲報道：近期新盤群起出籠，二手樓市相形失
色，樓價持續報跌。反映二手樓價水平的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CCL 本周跌
0.34%，四大整體指數齊跌 5 周，分區指數獨新界西報升。港島大型屋苑亦
錄時光倒流成交價，有區內代理表示，業主議價幅度最高逾 10%，展望未來
數月續錄低價水平成交。
CCL 最新報 182.66 點，按周跌 0.34%；大型屋苑領
先指數報 183.96 點，按周跌 0.34%；中小型單位指數
報 182.83 點，按周跌 0.31%。三大整體指數同樣齊創
23 周新低，兼連跌 5 周。大型單位指數報 181.80 點，
創 21 周新低，按周跌 0.46%。今輪跌勢由 8 月底開
始，每周跌幅較窄，屬陰跌現象。

樓價續向下料回年初水平
四大整體指數齊跌 5 周，CCL 累跌 3.04%，大型屋
苑指數累跌 3.38%，中小型單位指數累跌 3.18%，大型

股份(上市編號)

跌幅

瑞聲科技(2018)

-8.95%

（年）

受惠業主議價空間擴大，海怡半島本月成交宗
數回升至 20 宗，業主提供議價幅度由 5%至最高
逾 10%。
資料圖片

CCL 走勢

中生製藥(1177)

-5.99%

中海油(883)

-4.93%

中石油(857)

-4.81%

連續兩周出現，引致整體樓價繼續向下。
個別屋苑情況方面，魚涌太古城安盛台寶安閣中
層 A 室低市價約 5%成交，並重返去年底水平。美聯物
業分行區域經理范浩銘指，該戶 706 平方呎，3 房間
隔，最初叫價 1238 萬元，議價至 1185 萬元成交，呎
價 1.67 萬元。原業主於 2011 年 3 月以 768 萬元購入，
帳面獲利 417 萬元，單位升值約 54%。

金沙中國(1928)

-4.58%

海怡受惠議價擴大成交回升

單位指數累跌 2.32%。中原地產研究部高級聯席董事
黃良昇指出，去年中秋前後四大整體指數亦齊跌 5
周，今年中秋前樓價明顯加快下調，估計樓價續向
下，料重回今年初水平，調整幅度約 10%。
按區劃分，新界西連跌 7 周共 3.90%後，今周有回穩
象，按周升 0.07%，最新報 166.27 點。樓價下跌同
時刺激購買力入市，上車盤開始獲承接，使新界西跌
幅 開 始 收 窄 。 新 界 東 指 數 報 194.33 點 ， 按 周 跌
0.37%。港島指數報 187.68 點，按周跌 0.78%。九龍指
數報 180.72 點，按周跌 0.25%。四區指數三升一跌，

此外，海怡半島 21 座中層 B 室，兩房一套半間隔，
581 平方呎，可望海景，以 885 萬元成交，折合呎價
1.52 萬元。中原地產海怡西翼第二分行首席分區營業
經理盧鏡豪指，同類單位於年中曾以 1100 萬元成交，
是次較高位回落近兩成。原業主於 2001 年以 277 萬元
買入單位，今易手獲利 608 萬元，單位升值 2.2 倍。
盧鏡豪表示，受惠業主議價空間擴大，海怡半島本
月成交宗數回升至 20 宗，業主提供議價幅度由 5%至最
高逾 10%。屋苑上月錄得的減價成交開始明顯增多，及
至本月可見業主態度軟化，多願意減價沽貨。

高銀棄標公司清盤 政府或無從追討損失
【香港商報訊】記者呂婉玲報道：高銀金融(530)在
6 月中宣布棄標啟德跑道商業地，被政府沒收 2500 萬
元訂金，該地皮日前重推卻遇流標。高銀表示，當初
競投地皮的附屬公司正在進行清盤，政府料無法向高
銀追討相關損失。高銀業績報告顯示，該遭棄標的啟
德第 4C 區 4 號商業地皮由 「駿騰投資公司」投得，駿
騰正透過債權人自願清算進行清盤程序。
現時地皮流標，未來中標與之前的中標價或對政府
產生一定損失。根據土地投標文件，香港政府可向駿

騰收回出售或嘗試出售相關土地產生的所有損失及開
支作為賠償。

轉攻九龍東購主席重建項目
基於法律顧問意見，鑑於土地投標的訂約方僅為駿
騰及香港政府，就補償的任何申索僅針對駿騰。董事
認為財務報表中毋須就損失或其他補償計提撥備，因
為駿騰為一間有限公司，而集團或旗下其他附屬公司
並無對駿騰作出有關土地投標的擔保。

業績報告又提到，集團正鞏固九龍東的房地產業務，
使其處於可把握九龍東物業市場機遇的有利位置。未
幾，高銀又發通告宣布，向集團主席潘蘇通部分持有的
Goldin Investment Intermediary Limited，收購位於九
龍灣宏泰道7號的重建項目，代價為45.98億元。
該項目由工業轉為商業用途，重建已開展逾兩年，
地基工程大致完成，料於 2021 年第四季竣工。項目最
大建築面積約 3.85 萬平方米，最高可出租面積則約
3.47 萬平方米。

尚．珒推 218 伙 首日沽出四成

由合景泰富及龍湖集團合作發展的啟德新盤尚．珒
，昨日首度發售，推出 218 個單位。

【香港商報訊】由合景泰富及龍湖集團合作發展
的啟德新盤尚．珒，昨日首度發售，推出 218 個單
位。昨日傍晚據市場消息指出，尚．珒暫沽 88
伙，佔可發售單位約 40%。
合景泰富牽頭發展的啟德新盤尚．珒，昨日早
上 11 時大手認購時段不少買家到場。有幾組投資者
分別買入兩個單位，其中一組斥資約 4100 萬元，買
入兩個三房單位。個別買家認購時段下午 2 時開始報
到，發展商特別租用售樓處所在商場的酒樓，用作
買家登記及等候區，現場氣氛熱鬧，擠滿大批準買
家等候。
項目早前收票 760 多張，超額認購兩倍多，但代理
估計開售首日只能售出約 60%單位，是啟德發展區自
2016 年有新盤推出以來，首輪出售率最低的住宅項

目。項目亦已公布價單的單位有 228 個，折實平均呎
價逾 2.4 萬元，首輪銷售撥出其中 218 個一房至三房
單位。
中原亞太區副主席兼住宅部總裁陳永傑表示，啟
德新盤尚．珒昨日開售，A 組大手時段料有 10 多
組準買家到場，公司亦有客戶到場準備認購兩伙，
料涉資 2000 多萬元。他估計，下午 B 組時段會較多
客戶到場，料昨日推售的 218 伙，最終可沽出五至六
成單位。 他又預期，本月一手成交量可達 1500 宗，
下月可達 1800 宗，第四季二手樓價會繼續調整，料
跌 5%，下半年累跌 10%。
尚．珒位於沐泰街，由五座低座及兩座高座組
成，供應 667 個單位，地皮於 2017 年批出，每呎樓
面地價 1.2 萬多元。

市場
動態

證監凍結凱基三戶口
資產總值涉 2.52 億

長實紅磡鶴園街重建展開

【香港商報訊】證監會昨在憲報刊登公告，稱行使證
券及期貨條例賦予的權力，凍結凱基證券亞洲 3 個戶口
的資產，涉總價值 2.52 億元。至今年 6 月底止，該等帳
戶中的證券及現金估值為 3240 萬元。
證監會表示，上述帳戶的實益擁有人，涉嫌違反其對
某上市法團的職責。證監會將根據證券條例第 214 條，
於適當時間對該上市法團的 6 名高級人員(包括該實益
擁有人)提民事法律程序。
另外，證監會表示，港大零售(1255)於 9 月 16 日股權
高度集中於極少數股東，即使少量股份成交，該公司之
股份價格亦可能大幅波動，籲股東及有意投資者買賣公
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長實集團(1113)位於紅磡鶴園街 13 號地段，早前獲
批可重建為兩幢優質商廈，相關前期工程已於日前
展開。重建項目的地盤面積約 4 萬平方呎，新建兩幢
各 31 層高的優質商廈，預計於 2025 年落成，共提供
558 個單位，項目總建築面積約 51 萬平方呎。商廈採
取雙塔式設計，第一座樓面面積約達 1.1 萬平方呎，
而第二座則約 5200 平方呎，商廈底層設有面積逾
2500 平方呎的商店舖位，以及 4 層地庫停車場。
長實副首席經理(租務)黃思行表示，兩幢新商廈的
名稱尚待落實，並不排除與承租大面積的國際集團
洽談商廈的命名權。由於區內缺乏全新具規模的大
型商廈，加上鐵路基建如港鐵觀塘延線和黃埔站的

啟用，預期此兩幢商廈將被受追捧。

銀公：年底前仍存經濟下行風險
銀行公會主席禤惠儀昨表示，第四季環球經濟受
中美貿易戰、英國脫歐等因素影響，企業投資意欲
亦受打擊，本港作為外向型經濟，年底前仍存在經
濟下行風險。她呼籲市民及業界提高風險管理意
識。
經濟疲弱，禤惠儀表示已與金管局、工商界及議
員會面，了解中小企經營情況及商討援助方法，包
括提供利息及收費優惠，亦會以包容態度處理中小
企貸款。此外，銀行公會歡迎金管局放寬銀行在保
險及強積金產品的監管，指其有助簡化銷售程序、
提升服務效率。

本周國指表現最差成分股
股份(上市編號)

跌幅

國藥控股(1099)

-10.40%

中交建(1800)

-8.51%

中國中鐵(390)

-8.45%

中信証券(6030)

-6.79%

海通証券(6837)

-6.08%

港鐵上月客運量跌 7.5%
創逾 3 年新低
【香港商報訊】記者鄺偉軒報道：近日針對港鐵
(066)的不合作和暴力行為越演越烈，拖累港鐵 8 月
乘客量急跌。港鐵昨日公布，8 月份本地服務乘客
量按年急挫 7.5%，至 1.31 億人次；月內日均乘客量
為 452.3 萬人次，按年及按月皆跌逾 4%，數字為自
2016 年 5 月以來最低。
對於港鐵乘客量下跌，主席歐陽伯權早前接受外
電訪問時稱，社會運動持續，市民減少外出，導致
港鐵乘客量下跌；他預計因設施受損而錄得的損
失，介乎 3000 萬至 4000 萬元。
高鐵方面，8 月份總乘客量為 114.4 萬人次，按月
急挫近 30%；日均客量僅 3.69 萬人，為去年 9 月開通
以來最差。另外，示威者上月起連番阻礙機場運
作，拖累機場快線 8 月乘客量按月急跌近 10%，僅
錄得 129.4 萬人次；月內日均乘客量僅 4.17 萬人，為
2016 年 5 月以來最低。

友邦百年誌慶
贈送 10 萬張摩天輪門票

為慶祝成立 100 周年，友邦在接下來的 100
天(至明年 1 月 4 日)，每天下午 1 時開始，贈送
1000 張香港摩天輪門票。
【香港商報訊】友邦保險(1299，簡稱 AIA)為
慶祝成立 100 周年，昨天宣布贈送 10 萬張香港
摩天輪門票予社會大眾。在接下來的 100 天，即
從昨天起直至 2020 年 1 月 4 日(星期六)期間，每
天下午 1 時開始，1000 張香港摩天輪門票將以先
到先得的方式贈送予首 1000 名訪客，他們只須
於摩天輪指定位置索取相關門票便可。
作為香港摩天輪的主要贊助商，AIA 協力令香
港摩天輪成為本地和國際遊客的熱門景點，為
廣大市民呈獻維多利亞港的迷人景色。100 周年
是 AIA 的難忘里程碑，AIA 今年分別在 18 個市
場推出一連串的慶祝活動，和大家分享這份喜
悅，幫助更多人活出 「健康長久好生活」。今
次贈送 10 萬張香港摩天輪門票，為 AIA 100 周
年終極慶祝活動的頭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