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別行政區高等法院原訟法庭破產案

㈲關呈請書的替㈹送達報章公告

2021年第4709㊪

致 ：廖睿平 (LIU YUI PING) 

㈰期：2021年10㈪20㈰

關於： 廖睿平 (LIU YUI PING)

你可於提出申請時在法院查閱該份呈請書。

㈲關於2021年8㈪17㈰提交的破產呈請書事宜。 富衛㆟

壽保險(百慕達)㈲限公司前稱安泰㆟壽保險(百慕達)㈲

限公司其註冊㆞址位於香港㆖環德輔道㆗308號富衛㈮

融㆗心28樓已針對你提交㆒份破產呈請書，而法院已

㆘令將該份呈請書的㆒份蓋章文本連同替㈹送達令的㆒

份蓋章文本以預付郵㈾普通郵遞方式送交 香港新界㆝

㈬圍㆝恩邨恩澤樓1907室，及將本㆗文通知書在香港

刊行流通的㆗文報章香港商報刊登㆒次，則須當作已向

你送達該份呈請書; 該㊠呈請將於2021年11㈪17㈰㆘午

4時正在法院進行聆訊(法院㆞址為香港㈮鐘道㆔㈩㈧

號)，你須於該㈰出庭，如你不出庭則法院可在你缺席

的情況㆘針對你作出破產令，㈵此通知。

環球大廈19字樓1901-2室

(檔案編號：LST/A19-206757/LST)

單方申請㆟：富衛㆟壽保險(百慕達)㈲限公司前稱安泰

㆟壽保險(百慕達)㈲限公司，勝訴債權㆟

司法常務官

 (香港身份証號碼：VXXXX99(7))

呈請㆟之㈹表律師：簡松年律師行

其㆞址為香港㆗環德輔道㆗19號

香港㈵別行政區高等法院原訟法庭破產案

㈲關呈請書的替㈹送達報章公告

2021年第4710㊪

呈請㆟之㈹表律師：簡松年律師行

(檔案編號：LST/A20-206879/LST)

你可於提出申請時在法院查閱該份呈請書。

㈲關於2021年8㈪17㈰提交的破產呈請書事宜。 富衛㆟

壽保險(百慕達)㈲限公司前稱安泰㆟壽保險(百慕達)㈲

限公司其註冊㆞址位於香港㆖環德輔道㆗308號富衛㈮

融㆗心28樓已針對你提交㆒份破產呈請書，而法院已

㆘令將該份呈請書的㆒份蓋章文本連同替㈹送達令的㆒

份蓋章文本以預付郵㈾普通郵遞方式送交 香港㈨龍旺

角㉂由道1C號2樓，及將本㆗文通知書在香港刊行流通

的㆗文報章香港商報刊登㆒次，則須當作已向你送達該

份呈請書; 該㊠呈請將於2021年11㈪17㈰㆘午4時正在

法院進行聆訊(法院㆞址為香港㈮鐘道㆔㈩㈧號)，你須

於該㈰出庭，如你不出庭則法院可在你缺席的情況㆘針

對你作出破產令，㈵此通知。

司法常務官

其㆞址為香港㆗環德輔道㆗19號

環球大廈19字樓1901-2室

單方申請㆟：富衛㆟壽保險(百慕達)㈲限公司前稱安泰

㆟壽保險(百慕達)㈲限公司，勝訴債權㆟

㈰期：2021年10㈪20㈰

致 ：余泳恩 (YU WING YAN) 

關於： 余泳恩 (YU WING YAN)

 (香港身份証號碼：YXXXX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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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別行政區高等法院原訟法庭破產案

㈲關呈請書的替㈹送達報章公告

㈲關於2021年8㈪17㈰提交的破產呈請書事宜。 富衛㆟

壽保險(百慕達)㈲限公司前稱安泰㆟壽保險(百慕達)㈲

限公司其註冊㆞址位於香港㆖環德輔道㆗308號富衛㈮

融㆗心28樓已針對你提交㆒份破產呈請書，而法院已

㆘令將該份呈請書的㆒份蓋章文本連同替㈹送達令的㆒

份蓋章文本以預付郵㈾普通郵遞方式送交 香港㈨龍㈨

龍塘達之路28號B座2樓B4室，及將本㆗文通知書在香

港刊行流通的㆗文報章香港商報刊登㆒次，則須當作已

向你送達該份呈請書; 該㊠呈請將於2021年11㈪17㈰㆘

午4時正在法院進行聆訊(法院㆞址為香港㈮鐘道㆔㈩㈧

號)，你須於該㈰出庭，如你不出庭則法院可在你缺席

的情況㆘針對你作出破產令，㈵此通知。

 (香港身份証號碼：KXXXX65(3))

呈請㆟之㈹表律師：簡松年律師行

(檔案編號：LST/A20-207127/LST)

㈰期：2021年10㈪20㈰

環球大廈19字樓1901-2室

司法常務官

單方申請㆟：富衛㆟壽保險(百慕達)㈲限公司前稱安泰

㆟壽保險(百慕達)㈲限公司，勝訴債權㆟

關於： 張鴻澤 (CHEUNG HUNG CHAK)

你可於提出申請時在法院查閱該份呈請書。

致 ：張鴻澤 (CHEUNG HUNG CHAK) 

其㆞址為香港㆗環德輔道㆗19號

美股三大指數自 9 月初見高位，皆
由高位回調近5%以上。以標普500為
指標，下跌約 260 點，10 月頭跌至
4278點半年低位，但近一星期反彈一

半以上，似乎市場已消化了聯儲局減少買債預期。
近一個月不得不提的商品，必定是油價拋物線式上

升，倫敦布倫特原油期貨(WTI)在兩個月內大升
30%，在10月14日高見每桶84.8美元，重回2018年
高位，各大行紛紛預期油價年底可見每桶100美元。

同樣地，煤炭和天然氣急升至多年高位，到現時
仍在高位徘徊，市場對於能源類商品有強勁需求，
原因有內地限電政策，以確保冬季能源需求；勞動
市場仍存在大幅缺口；全球經濟開始從疫情復蘇等
等。美國白宮宣布，將於11月8日起放寬對已接種
疫苗市民航空旅行限制及開放陸路邊境，因經濟復
蘇情緒再進一步推進能源需求。另一方面，能源危
機更可促使通脹升溫。能源價格為影響通脹其一因
素，因此可以同時關注消費者信心指數、物流運輸
短缺問題，半導體零件生產及出口量月增率。

通脹問題持續，聯儲局於上月FOMC會議上提及
可能有減債行動，而且重新注視通脹問題，及對於
來年的加息目標。毫無疑問，高企通脹數據使市場
不斷押注相關標的物，美國10年國債息率自9月中
突破1.38，到目前仍企穩於1.6以上，向上力度不容
忽視。

本周策略
上周聯儲局發放的 9 月份貨幣政策會議紀錄顯

示，局內官員認為，最快可以下月中開始減少買
債，但對利率去向意見分歧。市場與聯儲局似乎已
達成共識，將於11月議息會議公布啟動減少買債步
伐，市場普遍預期聯儲局目標是明年中結束買債計
劃，以便有彈性較快地加息應對通脹。此外，能源
危機牽動通脹升溫的憂慮，觸發資金流向避險產
品，美元匯價呈強，美匯指數最高曾見94.563，創
下一年新高。

其後多家華爾街大行出爐的業績齊勝預期，加
上，美國就業數據理想和通脹憂慮紓緩，市場避險
情緒稍退，美元匯價反覆回軟跌至94水平以下。雖
然整體美元走勢轉強，但支持力度正在減弱，獲利
回吐盤較強，美匯在高位有回調壓力，預期短線美
匯在93.5仍有一定支持。技術上，美匯指數上方阻
力位94.6及95水平，下方支持位93.5及93水平，預
計在93至95水平上落。 招商永隆銀行司庫 蕭啟洪

(逢周三刊出)

美債息率向上
力度不容忽視

責任編輯 蔡清偉 韓濠昕 美編 曹俊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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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估計市值約24億
恒大轉讓「恒大．睿峰」予鼎珮

本版觀點僅供參考 據此入市風險自擔

投行
視野

【香港商報訊】記者陳小意報
道：陷入財困的中國恒大(3333)早前
未能如願出售恒大中心商廈，本地
傳媒引述市場消息指，恒大已成功
將長沙灣新盤 「恒大‧睿峰」 的股
權轉讓給合資夥伴鼎珮集團，若有
關轉讓屬實，將會是恒大在港首次
成功出售物業。

周一內地公布第三季度的 GDP 增
長，按年上升4.9%，與筆者此前預期相
若，但略低於部分樂觀預測。不能否
認，數據與第三季度一系列經濟內生、

外在及天氣突發因素有關。不過，在去年較高基數
的基礎下，能取得接近5%的增長率，已非常難得。
在公布GDP數據前，上周內地公布外貿數據，形勢
處於非常微妙的狀態，若以美元計，9月份內地出口
同比增長略高於28%。

仔細分析，除了價格因素支撐了出口數據，筆者
認為還有運輸因素的正面影響。若從另外一個角度
切入分析數據，9月份內地以美元計價的貨物貿易出
口顯著超出市場一致預期。當中十一國慶期間港口
的反饋顯示在航運改善的背景下，集裝箱箱量出口
同比增長有上升的態勢。在航運狀況有改善的情況
下，第四季度的出口或整體偏強。不過，觀察積壓
貨物存量下降的趨勢，對後續表現存在隱憂。

外貿景氣存明顯挑戰
內地出口量跌價卻升，外貿企業的景氣其實存在

明顯挑戰。參考海關總署數據，內地出口貨運量已
在6月份見頂，7至9月份連續3個月環比下跌，9月
份出口貨運量同比僅輕微增長。因此，目前內地產
品出口數量已開始回落，出口的景氣度僅受惠於價
格因素，但不能說明外貿企業盈利較好。

進口量價齊跌，原材料進口數量全面下滑說明內
地需求疲軟。分拆進口的量和價兩方面來看，在數
量方面，9月份內地進口貨運量同比下降6.6%，並
且連續4個月同比下滑。與此同時，內地進口需求
存在明顯分化及選擇性。

為了穩定整體經濟發展及外貿產業的穩定性，筆
者預計內地當局在第四季度將有可能採取若干放寬
信用的舉措，當中包括對信貸政策的調整和財政支
出的增加。然而，預計伴隨出口在明年第一季度
前的轉弱，內地財金政策仍有寬鬆的空間。

資深金融及投資銀行家 溫天納

企业注销公告
深圳市观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已终止营业

注销，现已组成清算组，请有关债权人于见
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及
办理债权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联系人：郑小姐
电  话：13560791905
地  址：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油松社区骏

龙新村 51—2 号
2021 年 10 月 19 日

【香港商報訊】中國恒大(3333)債務危機持續發
酵，一眾內房企業的問題也被提及。國際評級機
構穆迪昨下調內地 7 家內房企業評級，被下調的
內房企業，包括綠地控股、陽光城、中國奧園
(3883)、佳兆業(1638)、祥生控股集團、富力地產
(2777)及中梁控股(2772)。穆迪一天內把如此多家
房企降級，還是頭一次，反映評級機構憂慮內房板
塊未來銷售，融資環境將日益嚴峻，流動性緊張勢
將加劇。

據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嚴躍進分析，從數
量和結構上看，被下調評級的內房企業數目略多，且

很多是規模相對較大，說明信用質量惡化在大房企中
明顯增多。

15個月內逾4000億債務到期
據克而瑞證券研究統計，未來15個月，內房板塊

有627.23億美元(約4008.4億元人民幣)債務要到期償
還。而自今年10月以來，內房企業在海外發債融資
停滯不前，反映內房企業債券表現的Markit iBoxx亞
洲中資美元房地產債券指數，從9月30日至10月12
日，累計已下跌 12.62%。目前內房企業在境外新美
元債幾乎停頓，情況可能還會進一步惡化。

外匯
一點通

Q4財金政策
存寬鬆空間9月工廈買賣跌穿300宗大關

【香港商報訊】近期股市不濟，令工廈買賣
持續回落。根據利嘉閣(工商舖)地產資料所得，
9月份全港共錄得271宗工廈物業買賣(數字主要
反映2至4星期前工廈市場實際市況)，較8月的
334宗減少19%，跌幅連續3個月擴大，並創近
7個月最少，為期內首度跌穿300宗大關。月內
登記總值錄得30.04億元，按月急挫58%，主因
上月有一宗逾 20 億元的巨額成交抽高基數所
致。

登記總值挫58%
利嘉閣(工商舖)地產工商部高級營業董事朱亮

恒表示，按物業價格組別作分析，在 7 個價格
組別的工廈買賣登記當中，9 月份錄得 5 跌 2
升；當中以1000萬至2000萬元以內的中價組別
登記量跌44%最顯著，由前月的50宗，降至上
月的28宗，反映中價工廈登記續有回氣。至於
銀碼介乎 500 萬至 1000 萬元以內的組別亦跌
26%，只錄68宗登記。此外，買賣登記量最多的200
萬至500萬元以內組別則錄得119宗登記，按月亦減
少16%。

10個主要工業區方面，共錄得7區下跌、兩區上升
及1區持平；當中以新蒲崗/黃大仙區的跌幅最大，
區內9月份買賣共6宗，較8月14宗大減57%。至於

沙田/火炭區亦錄得 38%的
跌幅，月內登記 23 宗。另
外，葵涌區維持登記量最活
躍，月內錄 69 宗登記，惟
按月亦跌30%；反之九龍灣
則逆市大增73%，月內錄得
26宗買賣。

穆迪下調七家內房評級

9月份工廈買賣登記宗數分區表現
地區

黃竹坑/香港仔/鴨洲

柴灣/筲箕灣

觀塘

九龍灣

新蒲崗/黃大仙

長沙灣

沙田/火炭

葵涌

荃灣

屯門

資料提供：土地註冊處及利嘉閣（工商舖）

買賣合約登記宗數

9月份

11

9

31

26

6

14

23

69

28

21

調幅

+10%

-10%

-9%

+73%

-57%

0

-38%

-30%

-26%

-19%

地址：長沙灣東京街29號

物業類型：住宅及商業

已售單位：224伙

尚餘單位：190伙

實用呎價：23000元

商業物業：3萬多平方呎商場及30個車位

估計市值：24億元（尚餘住宅單位及商業部分）

新買家：鼎珮

﹁恒
大
‧
睿
峰
﹂樓
盤
資
料

由恒大與鼎珮合資發展的新盤 「恒大‧睿峰」，只
有一座大廈，全盤414個單位，由2019年底開售至今，
已售出224伙，尚有190伙未售。市場消息指，鼎珮集
團接手 「恒大‧睿峰」後，將負責樓盤餘下銷售及交
樓工作等。鼎珮方面拒絕回應市場消息。 「恒大‧睿
峰」位於東京街29號，暫未有入伙收樓消息。

項目現有190個未售單位
按照 「恒大‧睿峰」現時有190個單位未售，參考已

售出單位平均售價約890萬元計算，未售住宅市值約17
億元，連同約3萬多平方呎的商場及30個車位，估計
合共市值約24億元。

另外，早前恒大向合生創展(754)出售恒大物業(6666)
51%股權的交易，據報這項交易未受到廣東省政府支
持，談判已暫停，恒大及合生未有回應消息。此外，
據外電報道，恒大地產昨日已匯出款項，支付一隻到
期償還利息的公司債。

合生購恒大物業談判已停
中國恒大、恒大物業及合生創展於 10月4日同時宣

布暫停在港股的交易，隨後傳出合生計劃收購恒大物
業約51%權益，交易金額至少達400億元。然而，根據
財經智庫REDD昨日引述消息人士指出，在經過兩周
的交易磋商後，目前相關的談判工作已經暫停，主要
原因據稱廣東省政府不支持這個交易案。報道又指，
恒大及合生未有回應消息。昨天中國恒大、恒大物業
和合生創展仍然停牌。在合生創展之前，碧桂園(2007)
也曾與恒大接觸過，最後也沒談攏。

另外，根據銷售文件顯示，世茂服務(873)擬以先舊
後新方式配售約 1.08 億股，配股價介乎於 15.18 元至
15.68元之間，涉資最多16.93億元。上述配股價較昨日
收市價16.82元折讓6.78%至9.75%。同時，該公司附屬
發行總價31.1億元2022年到期的具擔保可換股債券，
世茂服務作為擔保人。

市場消息指，恒大已將長沙灣新盤 「恒大‧睿峰」 （圖
右）的股權轉讓給合資夥伴鼎珮集團。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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