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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寫字樓租金季跌 3.2%
錄 7 年來最大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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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訂禁蒙面法
港股尾市突升
【香港商報訊】記者吳天淇報道：港股昨先跌後
升，盛傳港府擬動用緊急法立反蒙面法、宵禁令，
港股接近下午 3 時突然發力，大市倒升最多 150 點，
高 見 26192 點 。 恒 指 收 報 26110 點 ， 升 67 點 或
0.3%，26000 關失而復得，全日高低波幅近 400 點。
國指收報 10220 點，升 38 點或 0.4%，主板成交 626
億元。分析料港股再下跌空間不大，10 月上旬可出
現短暫反彈。
憂慮歐美貿易關係惡化，港股早段跟隨外圍下
跌，恒指低開逾 210 點，跌至 25800 點邊緣才喘定回
穩，惟下午約 3 時傳出，由於近日示威暴力升至危
險級別，政府擬引用《緊急法》，以賦予政府權
力，頒布《禁蒙面法》，消息利好投資氣氛。
中移動(941)連升三日，升近 1%，加上友邦(1299)及
騰訊(700)尾市造好，支持大市向上。不過，重磅藍籌
控(005)逆市跌 1%。本港 8 月零售銷售跌幅是歷來
最大，但對零售股影響不大，莎莎國際(178)及謝瑞麟
(417)分別升 4%和 7%。地產股方面，長實(1113)、新
世界(017)、新地(016)及恒地(012)變動不大。另外，
百威亞太(1876)曾升穿 30 元創新高，收市微跌。

市場料 25000 點有支持
蕭亮輝(中)表示，第三季全港寫字樓實質每月呎租為
74.7 元，按季減少 2%，其中以中區跌幅最闊達 3.2%。
記者 蔡啟文攝

第三季各區寫字樓租金水平
地區

第三季
呎租(元)

中環

158.7

▼2.8% ▼4.3% ▼8%至 13%

中區

133.7

▼3.2% ▼3.8% ▼8%至 13%

灣仔/銅鑼灣

75.8

▼2.0% ▼4.1% ▼5%至 10%

港島東

56.7

▲0.3% ▲2.8% ▲2%至▼3%

港島南

36.1

▼0.4% ▲0.2%

▼3%至 8%

尖沙咀

67.9

▼0.8% ▲0.3%

▼3%至 8%

九龍東

36.3

▼1.2% ▼1.4% ▼8%至 13%

九龍西

43.7

▼2.7% ▼2.2%

▼0%至 5%

全港

74.7

▼2.0% ▼2.2%

▼7%至 9%

展望第四季及明年各區商廈租金皆不樂觀，估計中區來季續跌 6%至 8%，明年則再跌 8%至 13%。

【香港商報訊】記者呂婉玲報道：暴力示威不斷，寫字樓及商舖需
求皆明顯轉弱。戴德梁行最新報告顯示，中區寫字樓租金第三季按季
下跌 3.2%，屬 7 年來最大季度跌幅。商舖方面，多個類別貨品銷貨額
下滑，使核心及非核心區租金全面下調，跌幅最大的銅鑼灣按季跌
7%。該行看淡尾季及來年兩板塊的表現，商舖會否出現棄租潮則視
乎社會事件的發展。

按季
變幅

首三季
變幅

2020 年
預測變幅

事實上，大市目前已大致反映貿易戰及本地社會
事件負面影響，恒指市盈率(PE)僅約 10 倍，料再下
跌空間不大，市場普遍認為，除非出現黑天鵝事
件，否則恒指於 25000 點料有支持。
寶鉅證券董事及首席投資總監黃敏碩表示，隨
環球經濟放緩程度增加，聯儲局減息時間表有機會
提早，港股由於調整幅度較深，藉這些消息，在 10
月上旬短暫反彈，先看 26500 點水平。

五大成交金額股份
股份名稱(上市編號) 收市價(元)
騰訊控股(700)

325.20

51.27

盈富基金(2800)

27

23.16

豐控股(005)

58.85

22.57

友邦保險(1299)

74.60

19.94

美團點評(3690)

82.40

17.91

五大升幅藍籌股
股份名稱(上市編號) 收市價(元)

戴德梁行昨發表第三季商廈及商舖市場回顧及展
望。該行香港董事總經理蕭亮輝表示，第三季全港寫
字樓實質每月呎租為 74.7 元，按季減少 2%；以中區跌
幅最闊，達 3.2%，並創 7 年來最大的單季跌幅。展望
第四季及明年各區商廈租金皆不樂觀，估計中區來季
續跌 6%至 8%，明年則再跌 8%至 13%；今年全年整體
租金料降 5%至 7%。

港島東成企業遷移首選地
不過，在企業遷離核心區趨勢帶動下，港島東區呈現
較強的抗跌力，該區租金按季逆市微升0.3%，季內不少
重要成交來自港島東區。當中，廣告及公關公司 WPP
就在本季租下英皇道 K11 Atelier 共 11 萬平方呎的樓
面。蕭亮輝指出，港島東區租金較中區便宜一半以上，
加上區內商貿氣氛日濃，漸成企業搬遷的理想地點。
由於第三季有數宗預租個案在社會衝突發生前簽

訂，令本季整體寫字樓吸納量維持正數，但料全年整
體吸納量僅有去年的一半或更低，而去年全年總吸納
量約 190 萬平方呎。待租率(正在市場出租)方面，中
區第三季錄 7.4%，創 14 年來的新高，正待租出的商廈
單位增多；全港整體待租率本季雖微跌至 8.2%，但估
計來季將會回升。
同時，租用共享辦公室一度是中資公司的新熱潮，
去年 56%的共享樓面皆為中資所吸納。今年情況卻截
然不同，至第三季所有錄得的共享樓面，均來自國際
企業，意味中資在此市場完全消失影蹤。該行執董及
香港寫字樓部主管韓其峰認為，中資之前的擴張速度
太快，令致今年步伐停滯。

47.4%，而銷量一向穩健的藥妝類亦按年減逾 30%。生
意額下跌，本季核心與非核心區商舖租金全線下調，
當中銅鑼灣跌幅最大，按年跌 7%，該區全年跌幅料
介乎 11%至 13%。
該行執董及香港商舖部主管林應威指，租戶料會陸
續向業主提出減租要求，明年街舖租金跌幅須視乎事
態發展，暫時未見有棄租個案。他又指，業界認為社
會事件的事態發展能影響每月市況有差異，未來會否
出現棄租潮需要觀察。
另一方面，商舖市場在本季出現若干逆市擴充的個
案，包括健身商舖、運動用品店、超市、銀行服務、幼
兒園等，當中如一家運動服裝店於 7 月租賃沙田新城市
廣場一個樓面約7000平方呎的舖位。林應威預期，一些
公司會趁勢爭取較大面積的舖位，故未來逆市擴張情況
會持續，但這些擴張的公司將向業主要求有較多優惠，
如加長免租期、提高合約年期彈性等。

商舖租金全線下調
商舖受示威衝突的影響立竿見影，受累於旅客人數
大減，零售市道受重創，珠寶鐘表銷貨額按年挫

9 月樓宇買賣登記跌兩成
買賣情況
本港近半年整體樓宇

月份

整體樓宇
宗數

金額(億元)

4月

9911

868.9

5月

10353

903.2

6月

6211

538.2

7月

6380

539.8

8月

5159

424.4

9月

4090

364

恒大 9 月銷售 831 億
創歷史新高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裕勇報道：中國恒大(3333)昨
公 布 月 度 業 績 公 告 ， 恒 大 9 月 銷 售 831.1 億 元 （ 人
民幣，下同），創公司單月銷售歷史新高，按月增長
73.8%，按年增長 31.9%。
市場分析認為，近年樓市持續盤整，恒大業績大增反
映了其高品質、高性價比的產品具有強大的競爭力。同
時，恒大在 「金九銀十」期間實施全員行銷，成效顯
著，推動了業績不斷增長。今年 1 至 9 月，恒大已累計
銷售逾 4530 億元，目標完成率 75.5%，預計 6000 億元銷
售目標將順利實現。

【香港商報訊】記者鄭珊珊報道：中原地產研究
部數據顯示，9 月份樓宇買賣合約登記(包括住宅、
車位及工商舖物業)錄 4090 宗及 364 億元，按月跌
20.7%及 14.2%。宗數創 2018 年 12 月 3038 宗後 9 個月
新低，金額創 2016 年 7 月 361.13 億元後逾 3 年按月新
低。

後 14 個季度新低，宗數則為 2018 年第四季 3418 宗後
3 個季度新低。單計 9 月，錄得 1311 宗及 117.63 億
元 ， 按 月 升 7.5% 及 跌 7.9% ， 金 額 為 2018 年 12 月
113.3 億元後 9 個月新低。新盤開售以中小型上車盤
為主，整體登記量升價跌。9 月登記宗數最多的新盤
是荃灣映日灣，錄 594 宗及 48.67 億元。

新盤登記量升價跌

二手成交宗數連跌 5 個月

整體住宅 9 月錄 3447 宗及 276.62 億元成交，按月下
跌 15.6%及 24.4%，同創今年新低。第三季錄 12336 宗
及 1083.14 億元，按季下跌 40.3%及 44.1%。
一手住宅方面，首 9 個月登記暫錄 16592 宗，總值
1775.25 億元。第三季錄 4311 宗及 416.98 億元，按季
跌 38.7%及 44.4%。金額為 2016 年第一季 165.72 億元

二手市況持續轉淡，宗數連跌 5 個月。9 月錄 1990
宗及 153.33 億元，按月跌 25.1%及 33.4%，齊創今年
新低。大型屋苑方面，9 月嘉湖山莊登記最多，錄 27
宗。第三季錄 7456 宗及 643.31 億元，按季下跌 40.1%
及 46.5%，宗數創 2018 年第四季 5159 宗後 3 個季度新
低。

市場
動態
近六成市民看跌未來半年樓價
為了解香港市民的個人經濟狀況以及對香港經濟
環境的看法，香港研究協會展開全港性隨機抽樣電
話訪問，成功訪問了 1010 名 18 歲或以上市民。調查
結果顯示，逾七成市民對未來半年經濟感悲觀，而
對於未來半年樓價，近六成市民看跌。
香港研究協會稱，受香港修例風波尚未平息、中
美貿易戰持續以及環球經濟疲弱等因素困擾，本港
經濟面臨重大挑戰。該會呼籲政府，積極推出適切
措施支援不同行業共渡時艱，並密切監察經濟形
勢，及早預備和適時推出政策應對有機會出現的下
行風險。

美聯指二手成交差過沙士

恒大 9 月銷售額 831.1 億元，創公司單月銷售歷史新
高，按月增長 73.8%，按年增長 31.9%。圖中為主席許
家印。
資料圖片

美聯物業住宅部行政總裁布少明昨表示，今年第
三季樓市是繼 2018 年末季以來，再現一二手額量齊
跌情況，當中二手註冊量雖然不是季度最低，但仍
是有紀錄以來最差的第三季，甚至差過 2003 年沙士
爆發時。上次本地樓市出現一二手 「額量齊跌」局
面，可追溯至 2018 年第四季，亦即是中美貿易戰爆
發時，布少明認為今年樓市之淡靜實是去年情況之
延續。
據美聯物業房地產數據及研究中心綜合土地註冊
處數據，一手私樓錄得 4385 宗買賣註冊，較第二季
7139 宗大幅下跌近 39%，註冊金額錄得約 422.4 億
元，較次季的 757.4 億元銳減約 44%。二手方面，今

年第三季共錄得 8357 宗二手住宅註冊，非但較第二
季 14400 宗大跌約 42%，更是有紀錄以來註冊量最低
的第三季，甚至低於 2003 年第二季沙士時期錄得的
9200 宗，期內涉及金額則錄得約 676.1 億元。

愛海頌最快本月中開售
長實集團(1113)助理首席經理(營業)何家欣表示，
旗下與市建局合作的長沙灣新盤愛海頌，樓書將於
今日上載網站，下周初開價及開放示範單位，首批
料不少於 180 伙，佔項目單位總數約兩成，最快本月
中開售。
她透露，據代理反映區內居民對新盤反應熱切，
是次會推出特別優惠予換樓及家庭客，可能包括付
款計劃或折扣。愛海頌位於長沙灣海壇街，提供 876
伙，其中兩房單位有 658 伙；三房單位有 218 伙，當
中 11 伙是連天台特色戶。

偉能集團獲批能源轉型貸款
主要從事分布式發電站的偉能集團(1608)昨宣布，
旗下兩家全資附屬公司獲批能源轉型貸款，並獲香
港品質保證局頒發綠色金融發行前證書，證明集團
支持能源轉型的努力以及對可持續發展的承諾。
集團與包括豐銀行及中銀香港(2388)在內的 5 間
大型銀行，簽訂 2 億美元無抵押銀團貸款協議，該筆
能源轉型貸款將用於山東省的沼氣發電項目，及緬
甸的 Myingyan II 項目中使用的有機朗肯循環(ORC)
技術。

成交金額
(億元)

升幅

石藥集團(1093)

16.16

3.33%

銀河娛樂(027)

50

2.67%

港鐵公司(066)

44.50

2.30%

蒙牛乳業(2319)

30.30

2.02%

金沙中國(1928)

36.30

1.82%

五大升幅國指股
股份名稱(上市編號) 收市價(元)

升幅

安踏體育(2020)

67

3.40%

石藥集團(1093)

16.16

3.33%

粵海投資(270)

15.60

3.13%

恒安國際(1044)

51.10

1.69%

中國中鐵(390)

4.82

1.69%

張華峰冀證監
寬鬆處理孖展新規
【香港商報訊】證監會就收緊券商孖展融資的新
規今日正式實施，金融服務界議員張華峰昨日聯同
業界代表，就此事與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劉怡翔
會面，反映業界對新規例的意見。他表示，會上已
向局長要求，希望證監會能就未達標的個案寬鬆處
理，而非一刀切地執行新規。
他強調孖展的利息收入已是經紀的主要收入來
源，現時本港經濟轉弱，港股成交將越漸減少，在
現時市況下起用新規，會迫使經紀斬倉，造成業界
的結業潮，又令香港的自由市場受制，大家都不想
看到。
劉怡翔則在會上回應，理解業界的情況和需求，
會去信尋求證監會在有關方面作協調，不要一刀切
處理問題，亦期望業界能適應新規。證監新規《證
券保證金融資活動指引》將孖展額收緊至券商資本
的 5 倍作封頂；又限制客戶的合計保證金貸款不得
超過經紀行股東資金的 40%等。

「月光族」 人數升

【香港商報訊】記者吳天淇報道：投資者及理財
教育委員會主席黃嘉純指，委員會早前調查發現，
有很多年輕人借貸及進行投機活動， 「月光族」人
數亦有上升，現時借貸亦較容易，趨勢不太健康，
建議投資者應該有中長期理財計劃。
黃嘉純認為，即使年輕投資者教育程度提高，但
在借貸或投資時，應清楚了解其應有回報。他建議
年輕投資者多留意不同投資產品資訊。
他又表示，在市況波動時，可分散投資，投資組
合亦要能應付中長期波動。而每一個投資項目都有
其回報及風險，投資者應自行衡量風險，履行其計
劃避免市場不穩定性。他認為，香港對投資者保障
足夠，而監管機構亦要與時並進。

近半年輕人無投資計劃
該會早前的一項調查亦顯示，近一半年輕投資者
都未有投資計劃，只有短期理財目標。該調查發現
在過去 12 個月，83%受訪者曾投資股票，曾投資外
匯及基金的受訪者，分別為 43%及 23%。
雖然有 71%受訪者指出，目標是長期資本增值，
可是有 49%受訪者表示會尋求短線交易以快速地獲
取回報，當中年齡介乎 18 至 29 歲的投資者，視這種
投資目標尤期普遍。
調查又發現，只有 46%受訪者會參考公司年度報
告及財務報表，會留意公司公告及通知的投資者更
只有 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