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華南城去季銷售40億升83%
華南城（01668）昨宣布，於2012/13財政年度第

四季度（即今年1月1日至3月31日），錄得合約銷售約
40.6億港元，按季上升83%，按年則上升27%。集團於
2012/13財政年度錄得累計合約銷售約82億港元，超越
年度銷售目標80億港元，按年上升15%。除去於2011/12
財政年度期間出售河源華南城項目所得的894百萬港元

，年度合約銷售則錄得32%升幅。年度累計合約銷售
建築面積約70.69萬平方米，平均售價每平方米約
11600港元。

■盈德氣體發行3億美元票據
專門從事獨立工業氣體供應的盈德氣體（02168）

昨公布，透過全資附屬公司盈德氣體投資，發行票據5
年期的3億美元（約23.4億港元），利率8.125厘，集資
淨額約2.955億美元，相等於23億港元。較早前，盈德
氣體公布業績後被大行紛紛唱淡前景，指憂慮財務成
本高企及折舊開支上升，勢影響今年上半年的業現，

隨即遭市場洗倉，股價單日急挫逾16%。

■奧園首季銷售11億升25%
中國奧園（03883）昨公布，截至2013年3月31日

止，首季合同銷售金額約11.32億元人民幣，較2012年
同期增加25%，完成全年銷售目標75億元的15%；總合
同銷售面積約為18.72萬平方米，同比上升66%。

■湖南有色盈轉虧蝕266萬
湖南有色金屬（02626）昨公布，持股35.28%的A

股附屬公司中鎢高新材，今年首季度業績轉盈為虧，
蝕266萬元（人民幣，下同），每股基本虧損0.012元
。期內，營業收入錄得2.68億，按年減少22.9%，來自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量錄得流出280萬元。

■世房旗下擬採股票期權計劃
世茂房地產（00813）昨公布，旗下滬A附屬上海

世茂有條件同意採納股票期權計劃。計劃須待不同條
件達成後方為有效，包括於中國證監會對備案並無異
議；上海世茂股東於其股東大會上批准計劃及股東批
准上海世茂採納計劃。

受加息兼雙辣招打擊，樓市於農曆年後持續淡靜，
二手業主紛劈價散貨，終激起上車客買樓意欲。據中原
地產統計，十大屋苑於過去2日錄20宗成交，按周升
66.7%。值得留意，十大屋苑半數 「零成交」，今次升
勢主要受嘉湖山莊帶動，該屋苑於過去2日勁錄15宗買
賣，按周飆升6.5倍，為2012年2月底錄20宗以來、超過
1年新高。其中，樂湖居14座高層H室，實用549方呎，
建築714方呎，採3房間隔，以320萬元沽，實用呎價
5829元，建築呎價4482元。

業主減價僅吸引上車客
中原地產亞太區住宅部總裁陳永傑表示，除了嘉湖

山莊，餘下9個屋苑買賣低位橫行，原因是市場並無利
好利淡消息，業主減價只能吸引上車客入市，令新界區
入場銀碼較低的細價樓受惠，反觀中價樓買家態度仍然
審慎，迄今交投氣氛持續低迷。

事實上，有樓市探熱針之稱的魚涌太古城與同區
康怡花園，在過去2日均 「交白卷」；紅磡黃埔花園、
沙田第一城及東涌映灣園亦未聞成交。同時，二手大劈
價持續，中原地產指，藍田麗港城33座低層E室，實用
687方呎，建築861方呎，原業主以屬略低於市價580萬
元放盤，及後再減7萬元至573萬元沽出，實用呎價8341
元，建築呎價6655元，低市價達8%。

太古城康怡花園周末零成交
世紀21聯誠物業董事謝寶昭表示，藍田居屋也低市

價沽，單位為康雅苑A座中層12室，實用541方呎，建
築742方呎，屬大2房間隔，上月開價410萬元（連地價
），減價至368萬元才告賣出，比銀行估價平8%。此外
，美聯物業區域經理吳彤謂，荃灣綠楊新9座低層2室
，實用451方呎，建築518方呎，以384萬元沽出，低市

價達7%。
然而，有 「行運」業主被撻訂後卻多賺離場。消息

指，調景嶺維景灣畔13座低層A室，實用666方呎，建
築905方呎，今年3月中旬曾以657萬沽出，買家卻 「縮
沙」賠訂80萬元撻訂，原業主旋即反價至700萬元放盤
，惜乏人問津，在3月底迄今累計劈價共50萬元，終以
650萬元易手，實用呎價9864元，建築7259元，雖然帳
面計賣平7萬元，但連同殺訂卻多賺73萬元，若以原業
主03年以279萬元買入價計，殺訂連帳面數大賺451萬元。

儘管二手樓靠上車客力撐，豪宅亦大吹淡風，但名
人卻趁機出擊吸納。市場消息指， 「玩具大王」蔡志明
或有關人士，近日再斥約6700萬元，買入天賦海灣1期8
座頂層天池屋，單位實用面積2353方呎，建築面積2968
方呎，連242方呎泳池，實用呎價約28474元，建築呎價
約22574元。若連同今次在內，蔡志明或有關人士自3月
中旬開始，已合共買入天賦海灣1期共5個單位，當中包
括5座頂層3伙及8座頂層天池屋，5伙涉資共約2.6億
元。

負面因素多 港股料反覆

玩具大王蔡志明2.6億掃豪宅

上車客搶嘉湖成交飆6.5倍
二手樓業主大劈價，成功獲上車客垂青

，有 「上車樂園」 之稱的天水圍嘉湖山莊，
在過去2日狂錄15宗買賣，按周爆升6.5倍，
屬2012年2月底以來最旺，惟中價樓買賣依
然淡靜。同時，豪宅亦獲城中名人趁淡市吸
納，旭日國際集團主席、 「玩具大王」 蔡志
明於過去1個月連環入市，合共以約2.6億元
買入信置（00083）等的大埔天賦海灣5伙，
其中3伙屬天池屋。

本報記者 林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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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新雙辣」打擊，百樂集團發展的沙
田雍雅山上月賣轉租，市傳近日首錄租賃，
該盤單號屋以月租約13萬元租出（全包），
折合呎租約38元，比上月 「吹風」價平13%
，但較同區樓齡較新的二手洋房貴23%。

消息指，沙田雍雅山單號屋剛以13萬元
租出，洋房建築面積約3432方呎，折合建築
呎租約38元，雖然比上月市傳的15萬元平了
13%，但仍比九肚山一帶洋房貴，例如馬樂
徑樓齡15年的南莊苑，建築呎租只需約31
元。

雍雅山共有21幢洋房，發展商仍未提供
實用面積，建築面積由3093方呎起，據消息
指，發展商傾向只會推出面積3152至3424方
呎的12幢細洋房招租，租約期最少1年。雍
雅山前身為雍雅山房舊址，項目共有21幢洋
房，建築面積3093至5028方呎，一律採2層
式設計，戶戶享吐露港景致，發展商曾透露
，項目連地價總投資額達10億元，在去年10
月軟銷期間，更揚言面積約3000方呎的洋房
意向呎價2.8萬元起，入場費8400萬元；而
只有1幢的5028方呎董事屋，意向呎價3.5萬
元，售價1.75億元，惟適逢樓市轉淡，發展
商臨時變陣賣轉租。

一手銷情方面，市傳過去2日全港新盤
共賣約38伙，以恒地（00012）元朗尚悅賣
出 16 伙 最 旺 ； 尚 家 生 活 銅 鑼 灣 Yoo
Residence則沽4伙。另外，長實（00001）
元朗洪水橋尚城賣出壓軸1幢3號示範屋，訂
價約1449萬元，全個項目已告售罄。

雍
雅
山
單
號
屋
13
萬
租
出

港股走勢圖
24000

23500

23000

22500

22000

2013年
22/115/1 31/1 14/2 21/2 28/2 8/3 15/3 22/328/3 8/4

1月30日高位
23822點

4月8日低位
21718點

上周五收
22089點

美股屢創新高，但港股受朝鮮局勢及內地H7N9禽
流感疫情困擾，表現仍然疲弱。港股上周雖累漲逾300
點，但上周五回落12點至22089點，走勢仍然反覆。證
券業人士指出，港股處於短線技術反彈，但港股負面因
素仍多，恒指即使反彈，亦不過百多點的上落。分析認
為，恒指上望空間為22300點至22400點，21600點為支
持位。

港股上周承接美股創新高的氣勢，全周漲363點。
但期內及朝鮮半島不穩及H7N9疫情影響，加上A股表
現不振，上周五跌12點，收22089點；國企指數則跌52
點，收10655點，全周升226點。但值得注意的是，盈富
基金（02800）沽空率達87.38%，創歷史新高，令港股
後市添隱憂。

金利豐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几表示，港股上周
持續受朝鮮局勢及內地H7N9禽流感疫情困擾，但內地
公布的經濟數據顯示通脹回落，央行加存款準備金或加
息的機會大減；另一方面，內地出口亦有所好轉，反映
內需有所改善，對大市場均是利好消息。

他續稱，不會太過擔心港股表現，認為恒指本周會
有反彈，但坦言市況仍受種種負面因素影響，故反彈動
力有限。此外，內銀及內房股兩大板塊，仍受內地收緊

銀行理財產品及內地再傳收緊樓市的調控措施影響，加
上盈富基金沽空率高企，均限制大市走勢。他估計，恒
指本周約有百多點的上落，阻力位為22300點至22400點
，支持位則為21600點。

業界：散戶宜續採防守策略
永豐金融集團研究部主管涂國彬亦指，港股處於短

線技術反彈，惟已逼近近兩個月下跌通道的頂部，且恒
指又未能收於20天線之上。他表示，考慮到市場不明朗
因素仍多，一旦禽流感疫情或朝鮮半島再次傳出利淡消
息，料股市將快速回落，不排除進一步下試二萬一關口
，投資者宜續採防守性策略。

他表示，雖然美股屢創新高，但現時港股有逾五成
的市值貢獻自內地企業，美股與港股之關係，更多是影
響港股市場氣氛，影響投資者的取態，屬心理因素居多
。港股的走勢，很大程度是跟隨內地股市而非美國股市
。他續稱，人行收緊貨幣政策之傾向明顯，中央對房地
產的調控力度亦有所收緊，內地經濟未必能保持較快的
增長。而且若禽流感一旦爆發，將會對內地經濟造成很
大的影響，導致近日內地股市維持弱勢，對港股構成負
面影響。

蔡志明過去1個月
入市天賦海灣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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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共：逾2.57億元

內容

共逾1.2億元

實用2394方呎，建築3006方呎

實用1167方呎，建築1498方呎

實用1167方呎，建築1498方呎

實用2402方呎，建築3016方呎，
約7000萬元

實用2353方呎，建築2968方呎，
約6700萬元

康宏理財昨日宣布，獲中銀集團人壽正式委任為 「
智盛萬用壽險計劃」的首家銷售此計劃的獨立理財顧問
（IFA）公司。康宏行政總裁馮雪心表示，今次是該公
司首次與中銀集團人壽合作銷售保險產品，有助進一步
擴闊目前康宏平台上的產品種類。日後如再有合適的保
險或理財產品，不排除會繼續與其他同類型保險公司合
作。

「智盛萬用壽險計劃」是人民幣萬用壽險保單，康
宏理財是市場第一家推出以及少數以人民幣作計算單位

的萬用壽險，且現行首兩年派息率為市場最高。康宏客
戶凡於推廣期內，成功透過康宏投保，可享首兩個保單
年度每年4%的最低派息率，第3個至第10個保單年度最
低派息率為每年2.5%。

此外，客戶可選擇透過定期額外保費及非定期額外
保費增加供款金額，捕捉人民幣升值機會。同時，計劃
亦十分具彈性，客戶可因應個人需要選擇行使保費假期
，暫停繳交目標保費及定期額外保費，以配合人生不同
階段的理財安排。

馮雪心表示，隨人民幣升值潛力增加，人民幣保
險產品的需求亦與日俱增；再加上全球經濟一體化，各
國均與中國有貿易及商業關連，刺激市場對人民幣的需
求。此外，人民幣有成為國際貨幣的趨勢，預料會吸引
更多投資者考慮人民幣計價的理財產品，作為保值的投
資工具。

中銀集團人壽表示，康宏是本港規模龐大的獨立理
財顧問公司，約有1700名理財顧問，相信憑藉其廣闊的
銷售網絡，可以將產品推介給本地不同的客戶群。故該
公司誠意委託康宏成為此壽險計劃的首家銷售的分銷商
，康宏亦是目前市場唯一一間獨立理財顧問公司可銷售
此壽險。

曾幾何時，內銀股是散戶投資者的最
愛，業績增長強勁，派息亦理想；惟時移
勢易，面對內地力推利率市場化，及加強
對理財產品的監管，內銀股經營環境大不
如前，加上業績增長高峰期已過，股價近
年亦一蹶不振。雖然面對種種利淡因素，
但分析指出，內銀股盈利增長仍然穩定，
加上估值低，回報率理想，長遠仍具投資
價值。

中國銀盛財富管理首席策略師郭家耀
表示，內銀股短線走勢仍然疲弱，因最近
較多利淡因素，如規管理財產品、利率市
場化及不良貸款惡化等。他指出，規管理
財產品對中小型及民營型的內地銀行影響
最大，因直接影響銀行非利息收入，但對
四大銀行的影響則不大。他續稱，現時內
銀股的估值水平僅單位數字，已反映上述
因素及未來增長放緩的壓力，除非壞帳大
規模惡化，否則內銀股價難以大跌。他又
指，現時內銀股的息率回報達5至6厘，中
長線而言，是一個不錯的收息對象。他表
示，內銀股股價最近調整不少，建議投資
者可分段吸納大型內銀股，但不要期望短
期會升一至二成的升幅或跑贏大市。

信達國際研究部高級分析員趙晞文表
示，四大國有銀行去年業績合乎市場預期
，雖然銀監會規管理財產品，但四大行涉
及的範圍不大，反而中小型銀行所受的影
響最大。他指出，中小型銀行將面對非利

息收入下跌及資本要求上升等壓力，並直接影響業
績表現。但他指出，內銀股仍有投資價值，尤其是
四大行，因內銀股的息率回報達5.5厘，加上盈利
增長仍然穩定，可視作中長線投資。

總結而言，內銀股業績放緩、利率市場化、加
強理財產品監管及壞帳反彈等等不利消息，市場早
已消化，除非情況突然大幅轉壞，否則現時估值及
股價早已反映有關負面因素。長遠而言，內銀業積
增長雖然放緩，但盈利增長仍然穩定，加上派息回
報率理想，不失為中長線收息股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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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具大王」 蔡志明於過去1個月斥約2.6億元買
入大埔天賦海灣5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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