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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家強勢回歸 睇樓活動熱鬧

樓市小陽
春引爆，全城
用家強勢回歸

，外圍負面消息仿似一掃而空。剛過去的
周六、日，二手睇樓活動熱鬧，十大屋苑
勁錄65宗成交，不僅按周反彈近1倍，更
創逾1年新高。當中，鰂魚涌太古城打破
「零成交」 悶局，錄得7宗買賣；而備受
上車客追捧的天水圍嘉湖山莊更錄16宗成
交，鑑於 「筍盤」 逐漸被消化，有買家不
惜 「追價」 入市，為近期罕見。

本報記者 林惠芳

聯集團副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黃錦康表示，過去
周末十大屋苑共錄約 65 宗成交，比前周的 33
宗大升約97%，為農曆年後連續第3個周末錄
得升幅，成交量創去年1月下旬以來的逾1年

高位，若以去年周末、十大屋苑平均成交量約 27.6 宗
計算，今次的65宗成交量更多近1.4倍，反映市場積壓
已久的購買力陸續釋放，二手樓市出現 「量升價穩」局
面。

海怡成交按周飆3倍
按指標屋苑統計，港島區的鰂魚涌太古城、鰂魚涌

康怡花園及鴨脷洲海怡半島合共錄得 12 宗成交，按周
大升3倍，為各區升幅最顯著。美聯物業高級區域經理
黎國權謂，康怡花園本月已錄 15 宗成交，最新促成 K
座高層1室，754平方呎，擁園景，由區內用家以約618
萬元購入，呎價約 8196 元，原業主於 97 年 8 月份以約
650萬元入市，帳面蝕約32萬元。

受上車客蜂擁入市刺激，新界區荃灣愉景新城、沙
田第一城及嘉湖山莊共錄 30 宗買賣，按周再升 58%。
美聯物業助理區域經理保耀倬表示，愉景新城錄得 「追
價」成交，單位為3座高層A室，848平方呎，獲區內
上車客追價 6 萬元購入，成交價約 476 萬元，呎價約
5613元，原業主於97年8月份以623萬元入市，帳面蝕
147萬元。

美孚新邨錄大額成交
此外，沙田第一城亦有 「追價」個案，香港置業營

業經理許美華謂，沙田第一城 1 期 1 座低層 G 室，395
平方呎，屬2房間隔，望河景，買家願意追價2萬元至
240萬元入市，呎價約6076元。

九龍區方面，紅磡黃埔花園、將軍澳新都城、藍田
麗港城及荔枝角美孚新邨共錄23宗成交，按周升109%
。美聯物業助理聯席董事邱漢榮表示，美孚新邨錄得大
額成交，單位為 2 期百老匯街 48 號高層 B 室，1593 平
方呎，由換樓客以約980萬元承接，呎價6152元。

展望後市，中原地產亞太區住宅部總裁陳永傑表示
，農曆年後市民信心回歸，累積多月的購買力加快釋放
，綜觀今次的成交覆蓋面不斷擴闊，除十大屋苑外，各
區二手市場交投亦見活躍，尤以500萬元以下中小型物
業交投急升，他預計本月成交將持續暢旺。

釋放力力買

美

十大屋苑交投倍增

港股上周硬闖牛熊分界失敗，證券界預期恒指本
周牛皮偏軟，暫時在二萬點以上整固，但若港匯轉弱
、大市成交縮減，或預示今輪升浪結束。對於近日爆
升的細價股，分析員建議，欠缺實質業務支撐的股份
，宜趁有利潤就沽出鎖定利潤。

希債問題膠着，拖累歐美股市回軟，市場正觀望
希臘國會於周日審議緊縮經濟措施情況。倘若能夠如
預期般獲得 「開綠燈」，將紓緩港股沽壓；否則肯定
對大市帶來沉重壓力。

港股今輪升浪至去年12月中旬18000點展開，至
今累升約3000點，但在21000點及250天線（上周五
處於21012點）關口遇到強大阻力，導致恒指在上周
五大跌226點。

高信證券副總裁林偉亮指出，是次升浪漲幅達到
16.6%，一般反彈浪的升幅則介乎 12%至 13%，所以
港股極有機會出現調整，估計首個支持位在20200點
。恒指上周五收報20783點。

新鴻基金融集團證券策略師蘇沛豐認為，雖然恒

指短線可能有所調整，惟基於市場憧憬內地放寬銀根
，令到港股市底較強，相信20600點。

時富資產管理董事總經理姚浩然表示，散戶應注
視港匯表現，以及每日大市成交數量，倘若港匯轉弱
，主板成交額又下跌的話，或預示恒指今輪升浪告
終。

對於早前爆升的二、三、四線股的投資策略，蘇
沛豐稱，內房股近期獲追捧升高，但如綠城中國
（03900）等缺乏盈利支持的股份，散戶宜減持為上
；至於家電股，由於憧憬政策支持，所以前景較好。
姚浩然稱，估值不高，即市盈率低於 10 倍，市帳率
少於1倍的內需股、汽車股及內險股皆有值博價值。
林偉亮表示，總括而言，沒有業績支持而股價爆上的
，就應趁還有利潤時沽出止賺。

大摩上周五發表報告，把新興市場股票評級由
「強 烈 增 持 （maximum overweight）」， 調 低 至
「實力（strength）」。大摩認為，近期大量資金湧

入新興市場股票基金，令到相關股票已經 「超買」。

從相反理論角度，表示大市短線前景偏向負面。新興
市場股票基金上周資金流入量為58億美元，是2010
年10月份以來最多。

西王特鋼（01266）將於今日開始招股
，該股招股價介乎 2.65 至 3.36 元，相當於
2011 年預測市盈率 4.7 倍至 6 倍。每手 1000
股，入場費為 3393.88 元。保薦人為摩根大
通，聯席帳簿管理人及聯席牽頭經辦人尚有
花旗、金英、建銀國際和農銀國際。

以招股價中位數計，公司集資淨額約
11.277億元，集資所得的75%將用作建造高
強度合金管生產線；20%將用作支付就安裝
公司的第二座電弧爐產生的未付建築成本，
及安裝大型棒材軋製線的建築成本餘額；另
外5%將用作營運資金及其他一般用途。

公司預計，2011 年度資本開支約 14.4
億元人民幣，另外，用於生產特鋼的高強度
合金管生產線，2012 年和 2013 年資本開支
預期約為10.6億元和1.8億元人民幣，最遲
將於2013年10月開始商業化生產，計劃產
能50萬噸。

該公司董事長兼非執行董事王勇表示，
由於宏觀調控和市場氣氛，近
期鋼材價格持續下跌，但公司
盈利能力受影響甚微，因自
2009 年開始迅速擴大特種鋼

生產，使產品毛利率持續增加，截至去年9
月，特種鋼銷售佔比由 2010 年的 7.8%升至
41.7%，將來比例還會增加。

據招股書預測，截至 2011 年底股東應
佔溢利不低於9.079億元人民幣，較2010年
的 4.92 億元人民幣倍升，每股盈利約 0.56
港元，公司表示，擬上市後派發 2011 年股
息，派息率不低於30%。

各路用家追逐二手盤源，反觀新盤表現略為遜
色。全港一手盤於過去周末共賣約28伙，按周回落
18%。消息指出，見市況回升，發展商亦蠢蠢欲動，
恒地（00012）旗下粉嶺翠林擬今天開價，會德豐
（00020）西環Lexington Hill亦擬本周內出擊。

綜觀主要一手盤，大圍盛世表現最旺，過去兩
天賣出約9伙；而紅磡昇御門、灣仔壹環及尖沙咀名
鑄各賣4伙；將軍澳領凱亦售3伙；至於油麻地御金
．國峯及黃竹坑深灣9號則各沽2伙。

新地代理業務部項目聯絡經理劉家敏表示，紅
磡昇御門累積售出160伙，
套現約 12 億元，當中
低層中小型單位幾近沽
清，而逾千呎單位有機
會保留現樓賣，屆時
不排除調整售價。被
問 到 西 環 Lexington
Hill 計劃短期內出擊
，她指兩盤客路有
別，不擔心構成競
爭。

消 息 指 出 ，
Lexington Hill 累
積接獲約 100 組客
戶洽購，最快本周
開價。

剛過去的農曆新年檔期，金飾珠寶店舖銷售較預
期遜色，定位為 「婚嫁專家」的謝瑞麟（00417），
其首席營運總監陳立業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西方情
人節是傳統銷售旺季，期望今年情人節當天的生意額
，一如以往般錄得倍數增長。

陳立業表示，珠寶行業近年增長迅速，雖然內地
消費具潛力，本港亦能受惠自由行，整個行業增長空
間，卻未必可快速增長，短期市場亦會較為波動，畢
竟歐債危機續困擾環球投資氣氛。

對於市傳內地研究降低奢侈品進口關稅，陳立業

回應稱，由於具體細節尚未落實，暫難評估對香港業
務的影響。他續說，集團積極擴展內地市場，即使內
地降低奢侈品進口稅，對集團在內地業務亦有利。此
外，集團近日斥資1.5億元擴充內地業務，反映管理
層對內地業務前景的信心。

陳立業提到，市場新興網上銷售或團購，這已成
為趨勢，集團近兩年開始在網上推廣，以增加成本效
益。他強調，網上銷售有別於傳統零售，不能單純把
傳統零售店的經營模式搬至網絡渠道，惟仍會積極研
究開拓網上銷售。

從事成衣貿易及物
業 投 資 的 永 義 實 業
（00616），正計劃開
展精品酒店業務。執行
董事官可欣接受訪問時
透露，公司有數個物業
投資項目正籌備中，包
括在港物色地皮興建服
務式住宅，目標首間精
品酒店可於明年底前完
成。除了本港之外，亦
於上海及北京物色理想
地點。由於精品酒店投
資規模不大，故手頭資
金足夠應付。

至於成衣業務方面
，受到歐美經濟下滑所
影響，官可欣坦言來自

兩個市場的訂單減少約兩成，價格也回落 5%至 10%。
不過，公司正積極開拓內地市場，從而抵銷西方市場的
影響。她補充，現時美國訂單佔比約30%至40%，歐洲
約10%左右，而內地佔比介乎40%至50%，公司並無訂
下市場分布目標，但相信內地佔比將會提升至 50%至
60%。

永義實業從事成衣貿易擁有 30 年經驗，在行內業
內有相當知名度，公司現於內地設有6至7間廠房，計
劃在柬埔寨增設廠房，提升整體產能。

官可欣表示，公司成衣產品並非專攻高檔市場，而
是中檔次為主，故受到經濟周期的影響相對較小。談及
成衣生產成本，她表示棉花價格經過大升大落之後，目
前已轉趨平穩，目前最大挑戰是人工成本及人民幣持續
升值。不過，透過提升產品的質素，有利於控制生產成
本，事實上，內地生產的成衣，相對越南及印尼等市場
更具競爭力。

據永義實業中期業績報告顯示，受到證券投資損失
逾3000萬元所拖累，半年度虧損約2900萬元。官可欣
強調，公司主要投資藍籌股份作收息，並非短期炒賣股
份，但礙於會計準則要求，要為所持證券資產按市值入
帳，從而產生帳面虧損，公司的核心業務依然穩步發展
，零負債比率亦顯示財務狀況穩健。

中交建獲准首次發A股
中國交通建設（01800）昨公告，中國證監會已批

准該公司在內地首次公開發行A股，預計今次發行不多
於16億股A股，集資規模不多於50億元人民幣。中交
建將於本月 14 日進行網上路演。中交建是次發行 A 股
數目遠低於預期的 35 億股，而原先預計集資規模達到
200億元人民幣。

現代教育發盈喜
現代教育（01082）昨日發盈喜，預期截至2011年

12 月 31 日止 6 個月的未經審核除稅後溢利，將較截至
2010年12月31日止6個月錄得顯著增長。集團解釋，
預期溢利增長乃主要由來自中學補習服務的收入回升，
以及確認於 2010 年同期尚未開始營運的本集團新服務
收入（如小學補習服務、海外升學諮詢服務及銜接課程
服務）所致。

謝瑞麟冀情人節生意倍增

永義拓精品酒店業務

恒指本周料牛皮偏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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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西王特鋼投資者關係總監王超，首席財
務官鍾國武，董事長兼執行董事王勇，執行董事
兼總經理王亮，非執行董事孫新虎 本報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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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可欣表示，精品酒店投
資規模不大，手頭資金足夠
應付 本報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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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內地客
佔三成

▲陳立業表示，集團近兩年開始在網上推廣
，以增加成本效益 本報攝

▲港股今輪升浪至去年 12 月中旬 18000 點展開
，至今累升約3000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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