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手樓價乾升 周末成交僅9宗
德福呎售9424十日兩破頂
政府推出 「雙辣招」 後，二手交投量銳減，惟部分買

家 「嗜辣」 甘願高追，令二手呈 「乾升」 局面。九龍灣德
福花園再創癲價，昨天錄呎價9424元成交，為10日內第
2度破頂，刷新屋苑歷史最貴紀錄；沙田希爾頓中心則錄
撻訂重售，成交價亦創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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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氣船日租料高位回落 ……… B2

■團購神話注定破滅 ……………… B3

■港商拓新興市場如尋寶 ………… B4

■A股短期弱勢難改 ……………… B5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三日 星期一B1 責任編輯：譚澤滔經濟 國際經濟 中國證券 經濟視點 社團新訊
教育 大公園 文化 新園地 校園 中華醫藥 娛樂

華南城200億合肥建項目

政府出招影響下，發展商新盤特色單位訂價
保守。長實長沙灣新盤一號．西九龍首度推出頂
層連天台單位，扣除一成即供折扣優惠後，即供
呎價由 11221 元起，與其他高層標準戶相比僅貴
5%至13%不等。發展商明言，今次訂價 「忍手」
，另項目已收逾400票，最快周三開售。

一號．西九龍開售前繼續加推，昨公布60個
單位售價，據價單顯示，該批單位包括1座A、C
、D 室，以及 2 座 A 及 D 室，建期及即供平均呎
價分別為11116及10531元。長實地產投資董事黃
思聰表示，今次屬原價加推，只按樓層因素調整
呎價，買家同樣可享之前建期5%及即供10%的樓
價折扣。

黃氏稱，項目展銷廳在周末兩日以來錄近千
組客參觀，另已收票逾 400 張，又指部分已入標
的準買家有機會買多於一伙。他指項目最快周三
開售，會將今次開價的 60 伙與之前 100 伙一併推
售。

發展商今次加推單位中包括 4 個連天台的特
色戶。其中售價及呎價最平的特色單位為 1 座 45
樓D室，面積927方呎，連184方呎天台，即供售
價則為1309.5萬元，呎價11221元；最貴的則為2
座 45 樓 A 室，建築面積 1303 方
呎，天台面積 500 方呎，即供售
價1711.8萬元，呎價13137元。

黃思聰承認今次推出的特色
單位訂價 「忍手」，稱公司向來
不是要將特色戶包裝後再以天價
發售。事實上，今次推出的特色
戶全數位於45樓，若與低一層、
即43樓的同類單位比較，特色戶
僅貴4.7%至12.8%不等。

至於同區西九四小龍屋苑中
，呎價最貴的特色單位為宇晴軒
6 座低層連平台單位，面積 615
方呎，平台面積 492 方呎，在 10

月底政府出招前以呎價10650元成交，涉資約655
萬元。

其他新盤則交投慘淡，周末兩日市場僅錄約
15 宗成交，當中主要為恒地（00012）夥新世界
（00017）的元朗尚悅，共沽9伙；黃大仙現崇山
則沽 4 伙。另外，紅磡昇御門及白石角溋玥．天
賦海灣同錄4宗及1宗成交。

香港近期首現券商歇
業，令行業憂慮引發一輪
結業潮。有業界人士分析
，未來將會有更多本地券

商陸續宣告結業。國泰君安（01788）副主席兼行政
總裁閻峰（見圖），接受本報專訪時建議，相關監管
機構應該提升券商准入門檻，從根本改善本地券商的
經營環境。

香港券商為求生存，自今年年初以來便開始了激
烈的減價戰，佣金價格已經從兩年前固有交易額的
0.25%一路下調，目前市場最低已降至 0.05%。閻峰
強調，目前本港證券公司准入門檻過低，香港就有券

商超過500家，而內地僅為110多家。他認為，過多
券商容易魚目混珠，很難保證服務質素。他建議提升
准入門檻，如成立公司有5億港元投入等，令小券商
逐漸自動合併。

「如同開一個小餐廳，由於投入資源較少，自然
難以保證質素。而大型餐廳因為投入較多，相信在經
營前已經有周密規劃。」他比喻說。

閻峰又說，相關政府機構應推出利好措施，以改
善券商的經營環境，比如禁止非券商類的銀行從事經
紀業務。他建議，銀行應該設立獨立公司從事經紀業
務，如中銀國際及建銀國際等以保證服務的專業化。

閻峰預計，佔國泰君安超過三成的買賣及經紀業

務明年或有 20%增長，而明年佣金比率基本維持在
0.11%至 0.12%的水平。他認為，隨着外資券商在港
開始收縮，並配合政策扶持，香港中資券商的春天已
經到來。

RQFII（人民幣合格境外投資者）規模將由目前
的 700 億元（人民幣，下同）增加 2000 億至 2700 億
元。閻峰稱，國泰君安也在考慮申請新產品，相信擴
大額度後不只是申請 RQFII 資格的人多了，產品也
更加多樣化。 「首批固定收益產品，第二批 ETF 等
都是有方向性的。未來會有不限定方向類產品推出，
包括投資股票型基金等類型。」他說。

【本報記者柏永合肥二日電】華南
城（01668）總投資約 200 億元（人民
幣，下同）的 「合肥華南城」項目昨日
在安徽合肥舉行簽約儀式。據悉， 「合
肥華南城」是港資企業迄今在安徽單體
投資最大的商貿物流項目，一期將於
2013年擇期開工建設。

「合肥華南城」位於合肥市肥西縣
新型工業示範園與紫蓬鎮交匯處，規劃
總淨地面積 10 平方公里，總建築面積
約 2000 萬平方米。項目將分期發展，
首期 2013 年開工建設，預計整個項目
發展需時超過 10 年。華南城董事長鄭
松興在簽約儀式上指出，該項目可增加
5萬個創業機會、20萬個就業崗位、數
10 億元稅收。華南城目前在深圳、南

寧、南昌、西安、河源、哈爾濱和鄭州
等7個城市建有項目， 「合肥華南城」
是該公司在內地的第8個項目。

安徽省省長李斌出席簽約儀式時
表示，支持華南城在安徽投資。她說
，安徽區位優勢明顯，面臨國家推進
中部崛起戰略等多重發展機遇，今年
以來全省經濟保持較快增長，前三季
度實現生產總值 12562.3 億元，比去年
同期增長 12%，情況明顯好於全國，
領先中部。

另外，華南城宣布，擬以5億元收
購 「哈爾濱毅德」全部股權。哈爾濱毅
德主要從事開發哈爾濱道外區、總佔地
面積約 27 萬平方米的土地，成為物流
及貿易中心。

港股告別 9 月、10 月份單邊升市，11 月
份震盪上升 388 點。展望 12 月份，證券界普
遍相信市況仍以上落市格局，大型一線股走勢
橫行，但二、三線行業股卻有望 「異軍突出」
，在概念輪流炒下，細價內房股短線可望在追
落後下，有望跑贏大市。

歐洲經濟不明朗，歐債未完全獲得解決，
而美國 「財政懸崖」依然懸而未決，但並沒有
影響市場風險胃納。經調查機構EPFR追蹤後
發現，上周流入股票基金的熱錢達到148.6億
美元，是 2008 年以來第二高；同時流入金額
是過去 10 個星期首次超出債券基金。風險更
高的新興市場股票基金流入額佔到 30.1 億美
元，是10個星期最多。

分析員指出，投資者普遍認定美國 「財政
懸崖」將會有驚無險的獲得解決，不虞打擊美
國經濟復蘇步伐，而歐洲債務問題暫時平靜下
來，所以吸引投資者加碼把資金調回至股市，
藉此賺取較高回報。港股方面，大市氣氛仍偏
向正面，個別行業股份可望會跑出，其間看好
股價落後的二、三線內房股，內地超市股亦見
蠢蠢欲動，值得留意。

不過，金利豐證券研究部董事黃德几則認
為，在行業股份輪流炒作下，多個行業股份已
經升至高位，所以出現未必再重複個別行業股
份被炒爆的情況。整體港股市況方面，黃德几
相信，恒指在12月份會在21800點至22150點
間上落；即使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就 「財政懸
崖」談判過程出現反覆，也不會對股票市場造
成太大影響。

另外，群益證券發表報告，預測恒指 12
月的上落區間介乎 21000 點至 23000 點。群益
表示，十八大閉幕後，中國經濟已確認回暖，
而最新製造業 PMI 驗證製造業活動回穩，相
信投資者會開始上調中資企業明年盈利預估，
只要投資人風險胃納進一步擴大，海外資金將
進一步提升港股投資配置比重。

儘管多個屋苑陷入零成交困局，但換樓客仍勇於搶貨。美聯物業營
業經理胡善恒透露，德福花園N座高層12室，面積629方呎，以592.8
萬元易手，折合呎價高見9424元，打破了K座高層08室上月底造出的
每呎 9226 元紀錄，創屋苑歷史呎價新高。據悉，原業主於 1994 年以
283萬元購入上址，帳面大賺309.8萬元。

睇樓量彈50% 叫價硬淨
香港置業營業經理楊潤彬表示，德福花園過去周末睇樓量回升約

50%，但業主叫價態度仍然強硬，甚至只提供1至2%的議價空間，導致
踏入12月份以後買賣仍然膠着，本月暫時只錄上述1宗買賣。

事實上，政府拋出辣招後，不少買家已 「縮沙」甚至撻訂，但在盤
源短缺下，個別撻訂貨減價後仍創高價。美聯物業高級營業經理陳國良
透露，沙田希爾頓中心D座低層8室，面積757方呎，政府10月底出招
後，獲買家以約 469 萬承接，但買家後來 「縮沙」撻訂，訂金約 10 萬
元，原業主隨即減價放盤，近日獲買家以459萬元購入，折合呎價6063
元，造價創出屋苑3房最高。據了解，原業主於09年以263萬元購入上
址，帳面獲利約196萬元。

馬鞍山銀湖天峰亦刷高價。世紀21奇豐分行經理趙詠欣指，烏溪
沙銀湖天峰 2 座中高層 E 室，面積 792 方呎，屬兩房半間隔，新近以
590萬元易手，創同類單位歷史最高。

不過，受到價高兼政府出招影響，全港住宅買賣幾乎癱瘓，樓價呈
「乾升」困局。據中原地產統計，十大屋苑於過去周末只錄9宗成交，

按周跌兩宗，創今年周末成交量第4低，買賣非常淡靜。

九龍四指標屋苑 「捧蛋」
市場觀望長沙灣新盤開售成績，九龍區市況非常呆滯，區內4個指

標屋苑全數 「捧蛋」，包括紅磡黃埔花園、荔枝角美孚新邨、藍田麗港
城及將軍澳新都城。而港島區3個屋苑包括鰂魚涌太古城、康怡花園及
鴨脷洲海怡半島亦僅各錄1宗買賣。反觀，在上車客力撐下，天水圍嘉
湖山莊表現出色，錄得5宗成交，表現獨當一面。

中原地產亞太區住宅部總裁陳永傑認為，調控樓市新措施發揮力量
，BSD（買家印花稅）成功杜絕非本港買家，二手交投現以本港用家為
主，預計大市淡靜氣氛將持續至本年底。

美聯集團執行董事兼集團住宅部行政總裁陳坤興亦表示，政府雙辣
招推出已超過1個月，消息消化後二手交投仍處於低位，可見辣招對打
擊市場產生一定作用。由於現時業主信心仍在，樓價企穩，僅部分買家
因實際住屋需要而入市，在此氣氛下，市場購買力可能要積聚至下年農
曆新年後才有望釋放。

專訪

本報記者 房宜萍

一號西九龍頂層呎價11221元

閻峰：門檻應提高促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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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11月份失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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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灣德福花園叫價硬淨

▲一號．西九龍位於紅磡的展銷廳，過去兩日錄近千組客參觀

▶華南城董
事長鄭松興
（左）與合肥
市委常委、
副市長周善
武代表雙方
簽約

柏永攝

銀基半年盈轉虧蝕1.7億
銀基集團（00886）公布截至今年9月30日止中

期業績，期內由盈利轉為虧損至約 1.77 億元，去年
同期錄得純利約4.07億元；每股虧損14.52仙，不派
中期息。

公司稱，集團收益主要來自銷售高檔酒類。期內
集團錄得總收益2.35億元，按年減少85.4%。收益減
少，主要是由於酒業市場環境欠佳及前期經銷商普遍
看好高端白酒銷售，庫存較多尚未消化，引致集團的
產品銷售相應下跌。集團相信隨着白酒旺季的消耗，

業界各經銷商之庫存已逐漸下降，下半年財政年度的
營商環境將有所改善。

新時代購貴州舜堯能源
新時代能源（00166）宣布其間接全資附屬深圳

中港新時代能源公司向黎作義、黎作軍、張超林及張
志超收購貴州舜堯能源投資公司全部股本權益，代價
為3500萬元人民幣（約4356萬港元）。公司將向賣
家發行兩批可換股債券支付部分收購代價，合共
1800萬元人民幣，年期1年，利息每年3%。

海隆向中石化供應鑽桿
綜合油田設備和服務供應商海隆控股（01623）

昨宣布，與中石化簽訂長期戰略供應商合作協議，並
成為中石化鑽桿產品的唯一戰略供應商。中國石化和
海隆將在資源及市場合作、技術開發及應用、資訊共
用、商務及物流管理等方面開展廣泛交流與合作。

2012年11月26日，海隆與中石化簽訂了戰略合
作協議，合作期限為三年，從簽字之日起生效。

華油中標哈國鑽井項目
華油能源（01251）宣布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已成

功中標，將為Emir-oil LLC位於哈薩克斯坦曼吉斯
套州的油田提供5口井的鑽井總包服務，該項目單井
設計深度3800米，合同總金額約3600萬美元。

細
價
內
房
股
短
線
或
熱
炒

市場憂慮掀券商結業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