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股今復市 或帶挈恒指上試21500
十八大前夕港股料炒高

隨着內地落實 「十八大」 召開日期，
市場對會議後推出刺激經濟措施的預期持
續升溫，料可成為股市炒作題材。回顧過
去四次會議，除1997年遇上亞洲金融風暴
，港股皆在會議召開前一個月造好，其間
在2007年更炒高18%；但在會議後卻普遍
出現回吐。分析員提醒，內地 「十八大」
若未有利好政策出台，投資者屆時便要小
心。

本報記者 劉鑛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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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QE3效應下，全城樓價向上衝，其
中馬鞍山新港城有 2 房戶以呎價 7871 元易
手，締屋苑紀錄新高；東涌藍天海岸 1 房
戶突破 400 萬元關口，呎價 7363 元破盡屋
苑紀錄；沙田第一城一個逾千呎大宅更以
790萬元歷史高價賣出，不足1個月 「跳價
」70萬元，打破同類戶型呎價紀錄。

一城大宅半月跳價70萬
馬鞍山迎海銷情持續，帶動區內二手

呎價迭創新高。世紀21奇豐分行經理趙詠
欣表示，馬鞍山新港城J座高層2室，面積
465方呎，享海景，獲用家以366萬元承接
，呎價高見7871元，打破屋苑歷史紀錄。
原業主於 09 年 1 月以 171 萬元購入，今次
沽貨帳面勁賺195萬元。

美聯物業高級物業顧問何智豪指出，
沙田第一城15座高層C室，面積1018方呎
，以 790 萬元易手，呎價達 7760 元，較上
月中旬促成的6座高層A室（980方呎）舊
紀錄貴足70萬元，破盡屋苑最高造價紀錄
，而呎價亦創同類戶型新高。同時，沙田
第一城 43 座頂層 H 至連天台，面積 410 方

呎，以 335 萬元易手，呎價高見 8170 元，
屬同類單位歷史新高。

藍天海岸1房突破400萬
東涌狂追落後，藍天海岸 1 房單位更

突破 400 萬元關口。地產代理透露，東涌
藍天海岸1期1座極高層G室，面積550方
呎，以 405 萬元沽出，折合呎價達 7363 元
，締造屋苑分層呎價新高。原業主於08年
初以180萬元購入，帳面勁賺225萬元離場。

此外，美聯物業高級營業經理梁仲維
說，荃灣中心 18 座高層 B 室，面積 490 方
呎，以 291 萬元成交，呎價 5938 元，創同
類戶型新高，原業主於82年以27.7萬元一
手購入，帳面大賺263.3萬元。

港島區方面，世紀21日昇地產營業董
事何俊傑透露，北角和富中心 3 座中層 C
室，面積 807 方呎，屬屋苑現時唯一的最
細 3 房放盤，放盤僅 1 天即以 858.8 萬元沽
出，高市價8%，造價及呎價均創同類戶型
新高。原業主 05 年以 380 萬元購入，帳面
賺478.8萬元。

鰂魚涌康怡花園連約呎價 1 萬元，中

原地產首席分區營業經理楊文傑表示，康
怡花園 G 座中層 12 室，面積 748 方呎，3
房間隔，以748萬元沽出，呎價高見1萬元。

有 「樓市探熱針」之稱的鰂魚涌太古
城不斷尋頂，中原地產高級分行經理陳彪
謂，太古城海天閣低層D室，856方呎，附
400 呎花園，以 1018 萬元獲用家承接，平
均呎價11892元，屬同類單位新高。

十大屋苑周末成交升10%
此外，將軍澳地皮創區內高價後，區

內二手造價上漲，中原地產分行經理盧偉
滈說，將軍澳新寶城 3 座高層 B 室，面積
528 方呎，屬 2 房間隔，以 420 萬元沽出，
呎價達7955元，創屋苑分層單位新高。

據中原地產統計，十大屋苑於過去周
末錄 33 宗成交，按周升 10%，反映二手價
狂升之際，交投量未見突破。

中原地產亞太區住宅部總裁陳永傑謂
，各區有多個新盤接連開售，搶去市場焦
點及購買力，令二手成交橫行，加上二手
盤源持續收窄，業主叫價比較進取，令部
分買家轉觀望。

新地（00016）屯門瓏門銷售氣勢如虹
，兩日合共沽出 200 伙，全盤累計銷售伙
數突破 900 伙，套現超過 60 億元。發展商
指，未來數日會加價 3%至 4%加推餘下單
位。

兩日再銷200伙
剛過去的周末新盤銷情暢旺，綜合市

場消息，多個新盤兩日合共錄得約 259 宗
成交，其中屯門瓏門繼續成為成交最多的
新盤。新地副董事總經理雷霆表示，項目
過去兩日勁銷200伙，全盤迄今已沽出900
個單位，套現逾 60 億元。他指會在未來
數日推售餘下單位，加價幅度由約 3%至
4%。

新地代理助理總經理胡致遠補充，該
批單位會在本周末開售，兩房及 1 房戶合
共有近 100 伙，當中大部分均為兩房單位
，佔近九成。

另外，瓏門待沽 4 房單位數目不足 10
伙。胡氏稱，該批單位的銷售方式未有定
案，會先推出單位讓準買家了解價錢，再
安排銷售細節。

胡致遠續稱，項目 4 房 「瓏門至尊」
單位錄新高價成交，位於 1 座 42 樓的 G 單
位以呎價 1.35 萬元易手。發展商昨日亦公
布1座46樓G室價單，單位建築面積1128
方呎，連1個車位，訂價1545.36萬元，呎
價 1.37 萬元，落實成交後將創同類單位呎
價新高。

高街項目料明年開售
此外，會德豐地產常務董事黃光耀指

，旗下太子道西kadoorie hill昨日再加推4
伙，分別為 9 及 10 樓的 A 及 C 室，A 及 C
室建築面積分別為1421及1422方呎，訂價
2397 萬元起，平均呎價 16949 元。另外，
他指項目餘下兩個複式單位獲約10組買家
洽購，當中 4 組屬內地客，單位意向呎價

2.6萬至2.7萬。
黃光耀又透露，西營盤高街92至98號

項目完成收購最後 1 伙，將會在短期內拆
樓，預計明年開售。他指項目已入則，總
樓面約 7 萬至 8 萬方呎，初步估計會興建
75至80伙，單位面積900至1000方呎，包
括兩房及3房戶，意向呎價2萬元。他補充
，項目自 2007 年開始收購，涉資約 3 億元
，連地價總投資額料約7億元。

至於信置（00083）白石角海鑽．天賦
海灣，位於現樓的示範單位，周末兩日累

錄逾3000名準買家參觀，至今錄得逾1000
宗查詢。

市場消息指，項目二期溋玥．天賦海
灣，過去兩日錄得15宗成交。

其他新盤方面，恒地（00012）等發展
的馬鞍山迎海沽 17 伙；新世界（00017）
沙田溱岸8號及嘉里（00683）黃大仙現崇
山，亦分別錄得6及4宗成交。

▲

樓價狂升，上車屋苑馬鞍山新港城呎
價同樣直線上揚

▲瓏門銷情暢旺，迄今已沽出900伙，套
現逾60億元

▲ 黃 光 耀
（左二）表
示，旗下西
營盤高街項
目預計明年
開售

歷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恒指表現

十四大

十五大

十六大

十七大

會議舉行日期

1992年10月
12日至18日

1997年9月
12日至18日

2002年11月
8日至14日

2007年10月
15日至21日

舉行前一月

升188點
（+3.4%）

跌1913點
（-11.6%）

升793點
（+8.8%）

升4642點
（+18.6%）

舉行後一月

升123點
（+2.1%）

跌869點
（-6.0%）

跌42點
（-0.4%）

跌2922點
（-9.9%）

內地剛落實 「十八大」在下月8日召開，消息被投
資者解讀為利好消息，憧憬當局在會議後陸續出口刺
激經濟的政策，為市場提供炒作題材。回顧過去四次
會議前後，都不難發現大戶在市場上興風作浪的手
影。

十七大恒指一月飆18%
以 2007 年 「十七大」為例，當年港股已經 「鑊氣

」十足，加上投資者憧憬內地將在會議後有經濟政策
出台，於是短短一個月時間，大幅推高恒指 2922 點，
幅度達18.6%。2002年，港股同樣在無限憧憬下，在一
個月時間上升 8.8%。股市通過在憧憬下炒高，憧憬過
後便回軟。恒指在 「十七大」後一個月，回吐 2922 點
，或 9.9%；2002 年 「十六大」後一個月，恒指輕微
0.4%。

內銀股智能手機股可吼
高信證券副總裁林偉亮表示，投資者要尋找 「十

八大」概念股，可留意內銀股及智能手機相關行業股
份。

騰祺基金管裡投資管理董事沈慶洪則看好內需板
塊，但他提醒投資者，股市表現本應與經濟發展相掛
鈎，可是投資者把過多注意力集中於救市措施，而非
經濟發展本身的層面；同時不應單單憧憬個別政策，
而應注重政策推行之後的執行效果。他又稱，11 月下
旬待 「十八大」及美國大選結束後，市場若無新的好
消息支持，投資者屆時需審慎。

展望本周港股。內地 A 股市場經歷黃金周長假期
，終於在今日復市，而港股投資者引頸以待，希望 A
股能夠接續假期前強勢，帶挈港股更上一層樓。

沈慶洪稱，由於歐美等外圍經濟狀況趨穩，故港
股走勢主要視乎A股在長假後的開盤表現。若A股周一
復市表現理想，或可帶動港股上試21500點；然而，如
若A股表現未如預期，則有機會回調20700點。他建議
散戶，待港股回調至20000點左右，值博率較高。林偉
亮則認為，本周恒指有望挑戰20900至21100點。待港
股回調至20450點時有支持位，可考慮入市。

分析指出，美國重磅企業將於本周開始陸續公布
季度業績，本周二有美鋁及百事可樂母公司百勝 「打
頭炮」公布第三季業績，前者的盈利好壞，將左右中
國鋁業（02600）股價上落；摩通、富國則在本周五公
布業績，亦會對滙控（00005）構成影響。

鷹君（00041）昨公布，間接全資附屬
Pacific Fifth Avenue Corporation 本月 5 日
作為買家，以現金代價約 2.29 億美元（約
17.862億港元），購入美國紐約酒店，預計交
易將於明年1月15日完成，公司將以借貸及內
部資源支付。

該酒店位於曼哈頓市中心第五大道400號
，處在紐約市多個重要商業及娛樂區的步行距
離之內。該酒店2號商業單位，佔該大廈地下
室 2 層部分空間及 2 樓大部分空間，現時分租
予一名獨立第三方經營餐廳，該獨立第三方為
餐廳分租戶，與該等賣家並無關聯。

收購事項讓公司有機會投資紐約酒店市場
；而紐約市的酒店市場一直都是美國最蓬勃的
酒店市場，亦進一步加強集團於主要城市地理
位置優越的高質素物業投資，鞏固公司作為環
球豪華酒店業佼佼者的地位。

公司稱，在紐約建立優質豪華酒店對發展
Langham品牌實有非常重大意義。完成收購後
，集團將於美國三個最大的大都市統計區（包
括紐約、洛杉磯及芝加哥）經營酒店業務。董
事相信，收購事項的條款屬公平合理，且符合
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洛陽鉬業（603993）昨晚公告，本周二在上海
A 股正式掛牌，募資總額由原計劃的 36.46 億元
（人民幣，下同）減至6億元，發行價由不低於6
元確定為3元，發行數量由原先的5.42億股調整至
2億股。該股由於 「瘦身發行」頗受炒新股基金青
睞，以 0.44%的中籤率創下今年下半年以來滬市
IPO中的最低紀錄。

太平洋證券研究院副院長張偉明表示，雖然之
前也有新股 「瘦身」上市的例子，但洛陽鉬業募資
規模縮水超過80%，幅度之大在近年的新股發行中
比較罕見。適當縮減發行規模可以避免資源浪費，
對投資者也會構成較大的吸引力。

洛陽鉬業此次以 0.2 元面值發行成為繼紫金
礦業之後，又一家發行面值低於 1 元的 A 股上市
公司。一位投資顧問表示，洛陽鉬業 3 元的發行
價並不便宜。以 3 元發行價計算，該股發行市盈
率為 13.64 倍，但若將其按照 1 元面值 15 元發行
價計算，該股的市盈率將達到65倍，而目前該公
司所屬的有色金屬礦採選業平均市盈率為 43.88
倍。

洛陽鉬業於 07 年在港交所上市，截至上周五
收盤，其 H 股股價約為 3.46 港元，折合人民幣約
為2.83元，所以回歸A股所定的3元發行價實際上
高於港股市價。

分析員認為，投資者要尋找分析員認為，投資者要尋找 「「十八大十八大」」 概念股，可概念股，可
留意內銀股及智能手機相關行業股份留意內銀股及智能手機相關行業股份 彭博社彭博社

▲鷹君旗下的收購項目，讓集團進入紐約
酒店市場 彭博社

周末新盤銷情
新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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溋玥．天賦海灣

Kadoorie 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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瓏門本周末提價4%加推百伙

洛鉬明滬掛牌定價3元

保綠5000萬售太陽能業務
中國保綠資產（00397）公布，以5000萬元向買方輝德

國際有條件出售中國保綠能源投資全部已發行股本。緊隨完
成後，目標集團各成員公司將不再為公司的附屬公司，

該公司預期，集團將因出售事項而錄帳面盈利約 4000
萬元，該公司指出，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及截至
2012年6月30日止6個月，已就中國保綠能源投資作出減值
虧損約4.715億元。

集團表示，目標公司從事太陽能業務，自 2010 年起持
續錄得虧損，目前已經停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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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港城呎價撲8000締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