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盤續旺沽110伙按周微跌15%
沙田細價樓晉萬元戶
恐慌性搶盤全城蔓延，細價樓再搶爆

，沙田細價樓大爆發，單日開8單有3宗破
頂，希爾頓、偉華及沙田中心全部歷史性
晉身萬元戶，希爾頓中心搶高至331萬元較
銀行估價高20%最為誇張；青衣翠怡花園
實積呎價撲萬元又創歷史；二手火燒全城
，新盤續旺，元朗尚悅及將軍澳天晉繼續
擔大旗撐起大市，連其他貨尾新盤共沽約
110伙，按周跌15%。

本報記者 梁穎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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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物業首席高級營業經理陳國良表示，沙田第
一城今月成交已破百宗，缺盤下買家無得揀回流市中
心翻睇見貨就搶，造就沙田市中心成交旺爆，截至傍
晚七時單日狂掃8件貨，屬出招後甚至有史以來最旺
周末，其中3單更打入破頂行列極度震撼，有心急買
家更以高於銀行估價買入希爾頓中心中層4室，建築
面積440方呎，實用面積283方呎，望東南小河景，連
靚裝以331萬元接貨，成交價較銀行估價276至279萬
元高20%，建築呎價7512元，實用呎價11696元，屬
屋苑首宗實用呎價爆上萬元成交，對上同類成交為12
月中錄得的B座中層5室，成交價僅245萬元，最新已
上331萬元，1個月跳價35%，相當誇張。

翠怡呎價逼萬元
原業主2011年9月以230萬買入，需繳付5%買家

印花稅（SSD），扣稅後實賺約84萬元。
另外兩宗破頂為沙田中心東寧大廈中層A室，建

築377方呎，實用288方呎1房間隔，望小量河景，剛
「刑滿」（SSD滿兩年）放盤，業主講明無價講，買

家睇完拍板連靚裝以350萬元接貨，建築呎價9283元
，實用呎價1.21萬元，建築及實用呎價均創屋苑歷史
新高。業主2011年2月以225萬元買入，帳面賺約125

萬元或55%。
陳國良續說，偉華中心3座高層H室，建築404方

呎，實用297方呎，同樣剛 「刑滿」，業主放盤數日
即被搶走，新近以360萬元沽出，建築呎價8910元，
實用呎價1.2萬元再締屋苑歷史，上手2011年1月以
218萬元買入，帳面賺142萬元或65%。

此外，置安心青衣綠悠雅苑帶挈區內私樓受捧，
樓價連環爆上，青衣翠怡花園高層8座E室，建築640
方呎，實用495方呎，剛以480萬元易手，建築呎價
7500元，實用呎價9696元破頂。另消息指出，買家斥
4510萬元掃入奧運站一號銀海3座中低層A及B室，建
築面積1295及1310方呎，平均呎價1.73萬元。

二手火般灼熱，新盤
也不失威，續由尚悅及天
晉Ⅱ撐起。恒地（00012
）夥新世界（00017）的
元朗細價盤尚悅，繼上周
收旺場後昨日延續旺勢，
消息稱該盤全日約沽60伙
，平均每伙售價約380萬
元，套現2.3億元，其中
13座低層5室由內地買家

買入，該盤累沽約900伙。
另新地（00016）將軍澳Ⅱ昨日可賣49伙，據悉

最少沽近約40伙。

西九3盤戰況慘烈
西九3盤混戰慘烈，新盤高開趕客，被質疑 「囤

盤」的恒隆地產（00101）西九四小龍碧海藍天，以
及恒地深水曉尚兩敗俱傷，碧海10伙今日開賣，據
悉反應慘淡，由早到晚全日僅沽4伙，10個單位也無
法清袋；另曉尚昨日似乎未有成交；至於九建（
00034）大角咀奧城．西岸則表現勝一籌，消息稱該
盤已接獲百張入票，最快下周賣。昨日流傳4伙參考
價，包括27A及B、37A及B室，呎價約1.31萬至1.44
萬元，建築面積860及1016方呎，入場費約1126萬元
，另提供建築期付款方法，30%訂金於240日內分期
支付，餘款入伙還清。

市場又有消息傳出，英皇西環維壹中層A室獲內
地客日前以2649.6萬元買入，需繳付買家印花稅（
BSD）約400萬元，建築面積1536方呎，實用面積
1136方呎，建築呎價1.7萬元，實用呎價2.33萬元。連
同黃大仙現崇山及白石角玥等，昨日新盤約錄110
宗成交，較出招後最勁的上周微跌15%。

美國企業盈利優於預期，抵銷上月新屋銷售減少
的影響，美股三大指數全線上揚逾半個百分點，道指
連升六個交易日，並創2007年10月後新高，標普500
指數更八日連升，突破1500點關口創2007年底以來新
高。一眾在美國掛牌的港股預託證券（ADR）則呈
現個別發展，恒指ADR比例指數收報23687點，較港
股收市價高出106點。

美國會眾議院日前投票通過短期調高公共債務上
限議案，允許美國財政部繼續發行國債以維持聯邦政
府運營至5月19日，刺激美股持續升勢，道指上周五
全日於高位橫行，收市報13895.98點，上升70.65點或
0.51%，納指及標普500指數收報3149.71及1502.96點
，分別升19.33及8.14點，升幅為0.62%及0.54%。總結
全個星期表現，道指升幅約1.8%，標普500指數亦升
1.1%，納指受蘋果股價拖累，全周僅升0.5%。

資料顯示，已公布業績的標普500成份股，高達
76%達市場估計上限或超出預期，推動指數連升八個
交易日，創04年11月以來最長升勢。Legg Mason基
本經理Wayne Lin指出，企業盈利強勁，消除不少
投資者的負面情緒，加上美國債務上限暫時解決，以
及經濟數據表現向好，尤其上周首次申領失業救濟金
人數意外減少5000人至33萬人，創下5年來低位，揭

示勞動市場有持續復蘇跡象，多項利好消息成為支撐
美股持續高走的動力。

個別股份方面，美國影音服務公司Netflix股價全
周飆升71%至165.56美元，主要受惠於上季度美國互
聯網用戶新增205萬人，總數至2720萬人，加上競爭
對手Coinstar上季意外錄得盈利，推動Netflix大幅上
揚。電腦芯片製造商AMD上季銷售量增加，令其盈
利達市場預期上限，股價全周漲16%至2.85%。3M亞
太區業務表現強勁，上季區內銷售增一成，股價累升
近2%至100.59美元。

另外，全球最大網上搜尋器谷歌業績優於預期，
主要受惠廣告收入增加，股價全周升7%至753.67美元
。寶潔業績佳，加上上調明年盈利預測，股價累升
4.7%至73.25美元。麥當勞及星巴克業績均超預期，
股價漲1.6%及3.7%。IBM揚言業績重心由硬件轉向雲
端技術，股價亦升5.4%至204.97美元。

蘋果股價繼續受壓，全周累跌12%至439.88美元
，為2008年以來最大一周跌幅，主要由於自早前公布
業績遜於預期，遭逾20位分析師下調蘋果目標價，股
份呈現恐慌性拋售。總結年初至今，股價已累跌17%
，為標普500成份股大輸家，其市值更跌至4130億美
元，低於市值4180億美元的埃克森美孚，失去最高具

價值企業寶座。
港股ADR呈現個別發展，控（00005）ADR折

合收報87.35元，較港股收市價低1%，中移動（00941
）則跌0.7%至83.44元，聯通（00762）更跌逾1%至
12.11元。另外，國壽（02628）及中海油（00883）
分別升0.9%及0.8%，分別收報25.89及15.94元。恒指
ADR比例指數收報23687點，較港股收市價高出106
點。

美國需求增 油價強勢
美國原油需求上升，歐洲經濟數據理想，油價連升7周

，是近四年來最長升幅，市傳經濟增長轉強會刺激原油需求
。紐約三月期油上周五雖則微跌7仙至每桶95.88美元，但一
星期累升0.3%，7周則累升12%。倫敦期油上周五無升跌，
收報每桶113.28美元。油價強勢主要因為美國上周五公布最
新數據顯示，當地原油需求上周錄得一個月來最大升幅，增
3.9%至每日1860萬桶。

基於以上經濟利好因素，避險資金流出黃金市場。二月
黃金期貨價格下跌0.8%至每盎司1656.6美元，早前更一度跌
至1655美元，上周累跌1.8%。三月白銀期貨同樣下跌，上周
累跌2.3%至31.206美元。但白金價值上揚，錄得全年最長升
幅，連升4星期，漲1.2%至每盎司1694.9美元。另外，紐約
及倫敦三月期銅約錄得跌幅。

日本央行上周決定引入2%的通脹目標，並採行開放式
資產購買計劃，日圓匯價持續受壓，上周五收報1美元兌
90.91日圓，最低曾見91.19日圓，創2010年6月以來新低。日
圓已連續11個星期錄得跌市，創1971年有紀錄以來最長跌勢
。日圓兌歐元全周更大跌2%，收報1歐元兌122.32日圓，已
連跌7個星期，為2008年中以來最長跌勢。

歐元匯價持續造好，全周升值1.1%至1.3464，最高曾見
1.3474，創去年2月底以來新高。加元上周大幅貶值1.4%至1
美元兌1.0058加元，主要由於加拿大央行表態現階段無意加
息。另外，英鎊兌歐元上周大幅貶值1.5%至85.17便士，最
低見1歐元兌85.37便士，創2011年12月中以來新低。

富豪東風合組商用車公司
全球第2大卡車製造商瑞典富豪汽車（Volvo）與東風集

團（00489）母公司東風汽車昨日於北京簽署合資協議，雙
方將合資成立商用車公司，生產銷售中重型卡車。富豪汽車
投資56億元人民幣，東風汽車則未有透露投資金額，東風汽
車與富豪汽車各持55%及45%股權，東風為控股大股東。

根據協議，富豪汽車卡車輸出技術和標準，東風商用車
則負責提供製造能力。近兩年富豪汽車於內地大力擴張業務
，今年預計會輸出333萬輛卡車，富豪汽車行政總裁Olof
Persson表示，中國是全球最大卡車市場，需要等同於歐洲及
北美市場的總和，今次合作可提升富豪汽車於中國的市場地
位，並加強公司的環球競爭力。東風汽車總經理朱福壽則表
示，合作會幫助東風汽車走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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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股陷入非理性亢奮，無視今年三月
之前再現財政懸崖、債市泡沫爆破及利率掉頭
上升等風險，美股連升八日，創下八年來最長
升市，正當愈來愈多人加入唱好美股行列之際
，對沖美股下跌的恐慌指數（Volatility Index
）卻不知不覺間出現反彈，露出大戶反手造淡
的身影。

升市只是虛火
標普五百指數上周五收市升上一五○二，

為五年來首次，市場瀰漫樂觀情緒，數年前沽
空次按債券而一舉成名的沽神保爾森，近日也
公開看好美國經濟、樓市以至股市，而標普五
百指數公司所公布的季度業績，高達七成六的
公司的盈利是優於預期，更令股市火上加油，
投資者一時之間完全忘記了美國經濟復蘇基礎
不穩、隱憂重重，近期股市強勢，可能只是虛
火而已。

首先，美國財政懸崖未解決。若然民主、
共和兩黨未能就削赤達成共識，今年三月便會
自動啟動削減政府開支。從美國總統奧巴馬在
就職演講中提出管制槍械以至移民等政策，均
是與共和黨一向立場相左，由此可見奧巴馬就
削赤問題向共和黨作出重大讓步機會不大，財
政懸崖恐懼症很快重現。

其次，美國債市險象環生。三十年國債息
率抽升至三厘一三的近一年高位，早前美聯儲
局推出沽短債買長債的扭曲操作，以壓低長債
率，顯然已經功虧一簣。

恐慌指數回升
值得注視的是，債息抽升代表債價急跌，是市場對美

國經濟前景信心增加，資金從債市流向股市？抑或是對美
債失去信心，在債市泡沫爆破之前，分階段減持？

第三，美國經濟數據時好時壞，復蘇前景不明確。財
政懸崖影響下，企業投資放慢，盈利增長持續性成疑，而
長債息率回升，自然不利樓市復蘇，去年十二月美國新屋
銷售量同比上升百分之八點八，但環比卻意外下降百分之
七點三，樓市反彈動力不如想像般強勁。

美股本月累升百分之五點三，更勝亞洲新興市場，擔
心市場對美國經濟過分樂觀，就連經濟學人也罕有發出
預警，直言環球金融市場處於半理性亢奮狀態之中。

美股再創五年新高的同時，近日恐慌指
數在五年低位已拒絕再跌，從低位反彈百分
之三點五至十二點八九，大戶似乎部署屠
牛了。

市場估計台灣人民幣存款業務於農曆年前上
路，當地金融業界樂觀預估，預估今年底前，人
民幣存款有望升至750億至1000億元。台灣 「央
行」副總裁楊金龍表示，農曆年前銀行就能開辦
人民幣存款，至於後續的理財商品，如人民幣計
價的保險、基金、債券等商品須累積足夠的人民
幣資金池，才有發展條件。

人幣存款料可佔整體10%
存款部分，個人每日透過帳戶買賣限額為2

萬元人民幣；匯款至內地則每人每日限8萬元人
民幣，且 「不限同名帳戶」，比香港的 「限同名
帳戶」更具優勢。當地銀行主管分析， 「央行」
法規保留彈性、並未進行 「歸戶」，民眾若想兌
換超過2萬元人民幣，只要多跑幾家銀行，就能
兌換到更多人民幣。

楊金龍補充說，匯款至大陸的限額與香港相

同，均為8萬元人民幣，但用途需屬於經常項目
，即用於小孩學費、支應親戚生活費等，不受同
名帳戶的限制，比香港的規定更具彈性。楊金龍
表示，不論是大陸或境外金融機構，都可以和中
國銀行台北分行簽署清算協議、在台開辦人民幣
存款業務；企業部分，只要是基於跨境貿易所需
，未來也可透過人民幣清算行或代理行進行結算
且額度無上限。

台灣 「央行」表示，為使外匯指定銀行及早
開辦人民幣業務，已協調中銀台北分行28日向 「
央行」遞件申請為人民幣清算行，30日共同舉辦
有關人民幣業務的法規及清算說明會，一旦中銀
台北分行完成相關準備工作，外匯指定銀行即可
與中銀台北分行簽署清算協議並辦理開戶。

當地外商銀行建議，在未來6至12個月，市
民人民幣存款部分可佔整體貨幣的5-10%。豐
（台灣）商業銀行個人金融暨財富管理事業處資

深副總裁莊懷德表示，套用外幣配置三分法原則
，以新台幣、美元、澳幣各三分之一的情況，可
將一些澳幣部分轉換為人民幣。他建議，未來6
到12個月，人民幣存款可佔整體貨幣配置的5%到
8%，等到人民幣計價的基金、保險等金融商品陸
續開放後，再將手邊人民幣存款分配運用。而渣
打國際商業銀行財富管理部資深副總裁楊偉凱則
建議，未來12個月內，外幣的投資組合中，美元
可佔40%、歐元30%，亞洲貨幣（含人民幣）可
提高至20%，其中人民幣的比重可佔5%至10%，
其他幣別（含澳紐幣）佔10%。

人幣業務台灣 「一次到位」
當地有報道稱，香港自2004年開辦人民幣存

款，初期僅開放個人存款，累積速度慢，直到開
放企業貿易結算採人民幣後才快速累積人幣。有
分析認為，由於台灣對人民幣業務的開放是 「一
次到位」，即個人可存人民幣，企業貿易結算亦
同步採用人民幣，預期台灣人幣資金累積的速度
將比香港快很多倍。當地 「央行」評估，此目標
應可在1年內達成，壽險業者則認為，半年內就
有機會達標。

台灣人幣存款年內望千億

▲蘋果股價持續受壓，全周累跌12%而至439.88
美元

▲台灣對人民幣業務的開放是 「一次到位」 ，即個人可存人民幣，
企業貿易結算亦同步採用人民幣

沙田昨日破頂成交
單位

希爾頓中心中層4室

偉華中心3座高層H室

沙田中心東寧大廈中層A室

建築面積
（方呎）

440

404

377

實用面積
（方呎）

283

297

288

成交價
（萬元）

331

360

350

建築呎價
（元）

7512

8910

9283

實用呎價
（元）

11696

12000

12100

新盤昨日銷情
屋 苑

元朗尚悅

將軍澳天晉II

西九碧海藍天

白石角玥

黃大仙現崇山

總 數

銷量

60伙

40伙

4伙

3伙

3伙

110伙

發展商

恒地、新世界

新地

恒隆地產

信置

嘉里

◀細價樓又
搶爆，買家
以高銀行估
價20%搶入
沙田中心，
帶挈屋苑再
破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