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記者 梁悅琴)倚巒
由 22 座洋房組成， 項目於2005
年年底入伙，分為前後兩排，前
排共有 16 座，後排共有 6 座，
分為 2 層高及 3 層高，洋房面積
分為 3,300 平方呎、4,300 平方呎
及 5,100 平方呎。物業附設會
所，設施包括游泳池、香薰水
療、健身室及其他極具氣派的豪
華設備。

數碼紅外線保安屏障
配合富豪的保安要求，倚巒設

有三重保安系統，由三度防線組
成，包括於屋苑外牆上安裝最新
穎的「數碼紅外線保安屏障」。

其次為「視頻移動探測系統」
的防範更高度森嚴，此系統能以
高解像度，在不同角度及距離全
方位攝錄不速之客的外型，以人
工智能技術辨別是否有人闖入，
並會即時發出警號通知中央保安
中心，而第三重保安系統，是在

屋苑內設置廣為深海油田
等重地所採用的「熱能攝
錄儀」，在任何能見度極低
的惡劣環境，仍可發揮所
長，捕捉四周散發熱能的
物件影像，確保在惡劣天
氣，仍能探測到非法進入
者。

物業中的 1 號、3 號、
15 號及 26 號為示範屋，
設計靈感來自意大利多間
高級名牌酒店，包括米蘭
的 Four Seasons、Bvlgari 及
Park Hyatt 酒店，以及佛羅
倫斯的 Ferragamo 酒店，
洋房室內裝修連意大利式
花園，耗資逾 8,000萬元。

2000年4.9億購地
資料顯示，新鴻基地產於2000

年2月底的土地拍賣會上以4.9億
元投得倚巒現址地皮，雷霆曾表
示，項目每呎建築費高達7,000

元，冠絕系內所有物業，若以項
目可建樓面近6萬平方呎計，項目
建築成本則為4.2億元，即估計發
展商總投資額約10億元，換言
之，倚巒令新地勁賺約30億元。

【本報訊】利嘉閣地產林治平
表示，該行日前錄得沙田第一城
42座頂層連天台單位成交，單位
建築面積410方呎，連入契約天
台，面積248方呎，成交價186萬
元，折合每呎售價4,536元，造價
較 同 面 積 的 分 層 單 位 高 出 約
15%，足見單位極受歡迎。

原業主於06年底斥資120.5萬元
購入，獲利65.5萬元，期內升值
54%。

林治平補充，沙田第一城6月份
錄二手買賣41宗，屋苑造價最新
報每方呎4,136元，成交量、價較

5月份分別下跌37%及1%。

珀麗灣上月交投跌3成
另外，中原地產溫詩雁表示，

繼早前珀麗灣掀起一股「一房戶
熱潮」後，過去一周成交轉移集
中於兩房單位。過去一周內連環
錄得7宗兩房單位成交。而6月全
月則錄得62宗成交，較5月份約89
宗跌30.3%。

該行昨日錄得一宗兩房單位成
交為18座中層E室，面積648呎，
以226萬元易手，呎造3488元。原
業主於02年以139萬元購入單位，

持貨6年轉手獲利87萬元，單位升
值62.6%。新買家為一名同區換樓
客。

銅鑼灣建德豐呎價破6000
【本報訊】(記者 梁悅琴)中原

(工商舖)商業部剛促成銅鑼灣建德
豐商業大廈中層相連單位成交個
案，涉及金額約750萬元，呎價更
首度突破6,000元，該單位更於過
去4年間轉售4次，原業主均大有
斬獲。

該大廈中層01至02室相連單
位，面積約1230平方呎，新近以
約750萬元售出，折合成交呎價約
6,098元；買家為用家。原業主於
2006年6月以約428萬元購入。

【本報訊】(記者 梁悅琴)儘管上半年樓市風雨飄搖，表
現大上大落，然而，在低利率及高通脹等因素支持下，物
業買賣交投持續錄得可觀增長。利嘉閣地產研究部主管周
滿傑指出，根據土地註冊處最新資料所得，今年截至6月
27日為止，全港共錄73,793宗物業（包括一、二手住宅及
工商舖物業）買賣登記，涉及金額2,891.5億元，較去年上
半年分別增加18%及33%外，而兩項數字更創下自98年至
今11年以來的同期新高。

涉7.38萬宗總值2891億
周滿傑指出，今年上半年整體物業買賣登記量大幅飆

升，二手住宅市場成為主要動力來源。受惠市民財富增長
及資金經過長年旺市的累積，加上中產冒起令換樓流轉力
量增加，帶動買賣註冊量由去年上半年的44,360宗，激增
27%至今年同期的56,468宗，成交總額亦同時增加48%至
1,876.1億元。

推盤緩慢 一手樓減12%
一手市場方面，私人發展商雖然維持一貫緩慢推盤步

伐，導致上半年一手住宅買賣註冊量逆市下跌12%至7,874
宗。不過，由於今年推出的項目大部分屬價值千萬元以上
的豪宅物業，加上貴重洋房及特色單位造價屢創新高，卻
使上半年一手市場成交總值下跌不足2%至545.0億元，維
持偏高水平。

至於工商舖、車位及其他物業買賣登記共有9,451宗，
涉及金額470.4億元，較去年上半年分別增加4%及31%，
表現不過不失。

他指出，第二季樓市表現雖然差強人意，令市場對後市
前景有所懷疑，然而，利好本港樓市的基礎因素如緊絀的
住宅供應、高通脹、低息率及租金維持升軌等仍然存在，
並將持續發揮威力，加上第二季樓市的調整，資金受捆綁
或萎縮的情況未虞出現，整體購買力未見損耗，況且，港

股又已累積相當跌幅，向下動力正逐漸轉弱，而向上力量
正逐步累積，悲觀情緒料被遲早打破。

他相信，當刻下利淡環境過去後，再配合下半年多個矚
目樓盤同時登場，抑壓購買力定必能快速積聚及釋放出
來，樓市可望在第三季末至第四季初重納升軌，預計下半
年樓宇買賣登記量將再增10%至約8.1萬宗，令全年數字累
積至15.5萬宗，較07年增加8%。

負責促成交易的中原地產營業董事李
巍昨表示，倚巒23號屋，面積為3,363
呎，連476呎花園及807呎天台，可享維
港海景，成交價近1.7億元，折合平均呎
價約50,550元。此洋房易手後，為倚巒
推售畫上光輝的句號。

藉人民幣升值入市 呎價5萬
他稱，買家為中資建築材料機構，於

本港市場物色物業多時，有見人民幣升
值，而港元卻貶值，發現現時於本港購
入豪宅物業較一年前便宜，加上倚巒屢
創亞洲新高，該物業升值潛力優厚，故
決定購入23號屋，計劃作自用。

由呎價2.8萬賣到5.6萬
基於山頂獨立屋新供應少，加上新鴻

基地產惜貨而售，倚巒成交呎價屢創亞
洲獨立洋房新高呎價，呎價由05年底首
推時的2.8萬元，至上月初成交最高呎價
2號屋的5.68萬元。當中2號屋成交價2.85
億元，亦成為倚巒最大單一成交單位，
買家為一廠家，該單位曾於06年底由一
外籍買家以1.769億元購入，由於未有完

成交易，故遭新鴻基地產殺訂重售，按
最新售價多賺1.08億元，該洋房面積為
5,069呎，附有821呎花園，連2,000萬元
豪華裝修。

千金難買心頭好，香港十大最高呎價
獨立洋房中，倚巒佔8席，並包攬首3名
位置。倚巒買家中主力仍以自用為主，
當中包括於去年6月日本 「無添加」
FANCL 化妝品牌代理商老闆陳志明夫
婦以2.108 億元向新地購入倚巒1號屋予
作自住用，當時已創出每方呎逾4.1萬元
紀錄，1號屋面積5,129 方呎，除位處單
邊外，亦是該屋苑最大面積的洋房之
一。早於06年11月亦有來自東南亞華僑
斥資3億元向新地一口氣購入6號及7號相
連獨立屋。

東南亞商人持貨1年賺近億
不過，亦有個別二手及「摸貨」出

現。其中倚巒首宗二手轉售個案，即打
破全港以至亞洲豪宅新高價，倚巒15號
屋於去年底以2.4億元易手，呎價高見
5 . 5 5 萬 元 ， 新 買 家 為 印 尼 財 團 D e
Monsa， 比一手買家東南亞商人於1年前

以1.46億元購入價大升64.38%，原業主
獲利9,400萬元。倚巒15號洋房面積4,325
呎，連約809呎花園，屬後排單邊大屋。

去年第四季倚巒8號屋亦以約2.1億元
易手，成為倚巒首宗摸貨成交，該大屋
面積4,650呎，並為整個屋苑內唯一設有
私家電梯的洋房。洋房位處後排大單邊
位置，除可享有無敵維港海景外，亦是
同一排洋房中，面積最大，可謂屋苑

「樓王之王」之一，而大屋每呎造價約
45,161元。業主於去年3月以1.809億元購
入8號屋，但成交期長達1年，於今年第
一季尾才正式完成交易，原業主以確認
人身份「摸出」大屋，於短短9個月間升
值16%，原業主帳面獲利2,910萬元。

B8 ■責任編輯：劉偉良

【本報訊】(記者 蘇曉蕾)由泛海發展的香港仔
南灣御園，繼續以原價推售，泛海執行董事關堡
林表示，昨日單日賣出3伙2房C室，平均呎價約
7,000元。據悉，南灣御園昨吸引逾100 睇樓
客，當中有居住跑馬地的區外客成為買家。

獲跑馬地買家垂青
關堡林指出，南灣御園迄今累積賣出約36伙，

冀望今年內可以售罄，至於會否適時加價或保留
單位，需要集團內部決議再作安排。踏入下半
年，他預期本港的樓價走勢可望平穩向上。

南灣御園合共提供180個單位，與同系物業海
峰華軒相鄰，物業樓高41層，總樓面面積約16萬
方呎，其中5樓為住客會所，面積2萬呎，分層單
位則由6樓起，採一層5伙設計，面積由687呎至
964呎，另有8至9個分布於6樓的連平台複式戶及
頂層連天台特色戶，面積約1,600至1,700方呎。
項目每方呎管理費約1.8元，並有39個車位。南灣
御園已經取得入伙紙，預計年底前可獲滿意紙正
式入伙。

南灣御園
累售增至36伙

地產新聞

豐盛居不擔心加按息影響 第一城頂層連天台售186萬

倚巒三重保安成賣點

渣打永隆加按息 匯豐揚言快加
【本報訊】（記者 林淑儀）本港銀行近日紛紛上調按揭

息率，以彌補因資金成本上升所帶來的營運壓力。繼中銀
香港及工銀亞洲早前宣佈上調新造按息0.25厘後，渣打及永
隆近日亦不約而同宣布上調按息，按揭市佔率排第三位的
匯豐亦按捺不住，該行執行董事王冬勝預告，將於一周內
上調新造按息，此舉為尚在觀望的同業帶來一定的壓力。

王冬勝：進入加按息期
王冬勝前日表示，該行新造按息的上調水平與市場相

若，本地銀行已進入加按息期，相信會有更多銀行宣布調

整息率。現時匯豐承造150萬元以上按揭為P-2.75厘，現金
回贈為0.5%，而150萬元以下為P-2.5厘，現金回贈是0.2%。

渣打加0.15厘 永隆加0.25厘
渣打由昨日起上調新造按息，由早前的P-3.15厘上調15點

子至P-3厘，現金回贈則由0.6%下調至0.5%。不過調整後該
行實際息率仍維持於2.5厘水平，相信於按揭市場仍有一定
競爭力。

至於中小型銀行永隆亦於日前調整新造按息，罰息期3年
的計劃，由P-3%上升至P-2.75厘，加幅為25點子，實際息率

為2.75厘，現金回贈則由0.25%至0.5%不等。至於罰息期半
年的計劃，則由原來的P-2.9厘上調至P-2.6%，實際息率為
2.9厘，加幅達30點子，維持不設現金回贈。

工銀亞洲董事兼副總經理黃遠輝日前曾表示，由於銀行
資金成本上升，令同業有上調新造按揭息率的壓力。他指
出，業界早前為爭奪按揭業務，已令按息處於極低水平，
加上預料短時間內難見本港會出現加息的機會，故銀行有
必要加按息以維持相關業務的盈利。他認為，實質按揭息
率回升至3厘才屬正常水平，故料港銀下半年將繼續上調按
息。

■渣打銀行香港區行政總裁洪丕正。 資料圖片

倚巒沽清
勁賺30億

最後23號屋由中資1.7億購入
日樓市轉淡，但眼見人民幣升值，港元持續貶值，豪宅市場依然活躍，由新鴻基地產發展

於山頂施勳道8號的倚巒最後1間獨立屋即23號屋，剛以近1.7億元售予中資建築材料機構作

自住用，相當於呎價50,550元，令倚巒歷時2年半的銷售畫上句號。新鴻基地產代理執行董事雷霆

昨表示，倚巒全項目共套現近40億元。市場估計，該項目總投資約10億元，換言之，倚巒令新地

勁賺約30億元。 ■本報記者 梁悅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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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頂倚巒22間屋呎價龍虎榜
8號屋

45,200元
10號屋

34,835元

9號屋
34,634元

12號屋
37,209元

15號屋
55,500元

6及7號屋
36,500元

5號屋
38,800元

3號屋
32,941元

2號屋
56,800元

1號屋
41,000元

11號屋
39,500元

16號屋
38,600元

17號屋
28,182元

18號屋
33,030元

19號屋
30,330元

20號屋
30,000元

21號屋
55,010元

22號屋
32,000元

23號屋
50,550元

25號屋
30,030元

26號屋
3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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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樓宇買賣創11年新高

【本報訊】(記者 周穎)新地
主力推售的長沙灣豐盛居昨日
公眾假期銷情保持平穩，昨日
主力推售671平方呎單位，平均
呎價6,500元，整個項目累積售
出50餘個，套現超過2億元。

周國賢：25樓以下單位售罄
新地代理執行董事周國賢昨

日表示，旗下豐盛居累售50餘
伙，昨日主要推售671平方呎D
單位，平均呎價6,500元，銷情
理想，暫時未有計劃加價，現
時25樓以下E單位接近售罄，樓

盤累積售出50餘個，整體平均
價保持在7,000元水平，套現超
過2億元。

被問及部分銀行調高新造樓
按時，周國賢認為，銀行只是
調高樓宇按揭息率25點子，未
有調整最優惠利率，因此相信
僅構成心理影響，其實質利率
仍偏低，待市場消化有關心理
因素後，市場信心即回復。同
時雖然美國減息周期接近完
結，但按現時當地經濟，美國
加息空間不大，本港跟隨美
息，因此加息壓力細。

▼全港最高呎價洋房排行榜
物業 面積 售價 呎價

(方呎) (億元) (萬元) 
山頂倚巒2號屋 5,021 2.85 5.68
山頂倚巒15號屋* 4,325 2.4 5.55
山頂倚巒23號屋 3,363 近1.7 5.055
石澳大浪灣道13號 8,000 3.8 4.75
山頂倚巒8號屋(摸貨) 4,650 2.1 4.51
山頂倚巒1號屋 5,100 2.11 4.1
山頂倚巒11號屋 4,306 1.7 3.95
山頂倚巒8號屋 4,600 1.8 3.91
南區DoubleBay 3A號屋 4,180 1.63 3.9
山頂倚巒5號屋 5,100 1.98 3.88
南區DoubleBay 6號屋 4,180 1.6 3.83
淺水灣110號3C屋 6,053 2.28 3.77
山頂倚巒6號屋 4,306 1.59 3.65
*二手轉售

■泛海執
行董事關
堡 林 表
示，南灣
御園冀望
今年內可
以售罄。
本報記者

蘇曉蕾

■飽覽維港海景的倚巒無邊際泳池。

▼大行多睇淡樓市
■大摩： 本港進入加息周期，預期09年整體樓價只會升約4%。而08年3月至年底，

本港樓價的升幅約15%。

■花旗： 無論聯儲局是否加息，本港銀行將調高按揭息率25至50點子。高息將拖低

樓價，09年底前樓價有機會下跌5至10%，並產生負財富效應。

■里昂： 香港將成為中國眾多城市中，物業市道表現最差的一個，明年樓價更預計

會跌5%，是6年來首度回落。今年中小型住宅價升幅預期，由原先上升

20%，降至升15%，即下半年樓價上升空間只有6%。

■麥格理：未來6至12個月本港樓市將橫行，原預期今年樓價升15至30%，降至升10至

12%，明年由原本上升10至15%，降至上升5至10%。

■美林： 市場過分誇大對通脹、息口上升及經濟放緩的恐懼，令地產股受壓。該行

認為，通脹上升，將帶動租金上升，增加物業回報。若實際按揭利率在5%

以下，本港經濟增長又有3%以上，樓價仍會上升。

■摩通： 除非加息幅度進取，否則樓市的基礎仍然穩固，預期樓價不會出現明顯調

整。雖然樓按息率可能上升，但支持樓市向上的因素仍存在，包括土地供

應少、租金回報合理、租金增長理想。

▼十大屋苑二手平均呎價(單位：元)

年/月 太古城 海怡半島 康怡花園 杏花村 美孚新 黃埔花園 麗港城 港灣豪庭 沙田第一城 新港城

07/05 5,729 4,202 4,848 4,494 3,046 4,423 3,650 3,733 3,330 3,266

07/06 5,383 4,488 4,763 4,603 3,180 4,408 3,725 3,887 3,297 3,266

07/07 5,564 4,228 4,822 4,791 3,136 4,378 3,693 3,707 3,323 3,228

07/08 5,756 4,284 4,846 4,837 3,219 4,522 3,562 3,769 3,367 3,377

07/09 5,839 4,410 4,895 4,894 3,194 4,631 3,818 3,704 3,384 3,388

07/10 5,879 4,671 4,976 5,012 3,209 4,745 3,708 3,843 3,352 3,394

07/11 6,412 5,127 5,207 5,121 3,385 4,927 3,890 3,959 3,549 3,568

07/12 6,718 5,316 5,479 5,894 3,508 5,180 4,261 4,052 3,779 3,743

08/01 7,070 5,726 5,975 5,906 3,699 5,258 4,377 4,316 4,089 3,944

08/02 6,979 5,593 5,727 6,324 3,768 5,542 4,428 4,525 4,267 4,329

08/03 7,513 5,712 6,276 6,107 3,857 5,749 4,394 4,572 4,273 4,069

08/04 7,109 5,785 5,524 6,393 3,906 5,619 4,356 4,506 4,128 4,204

08/05 7,357 5,808 6,169 5,984 3,900 5,451 4,614 4,466 4,206 4,026

■資料來源：中原地產

股跌息加 樓市仍存暗湧
豪宅料成淡市奇葩

港股市走勢疲弱，樓市調整風也吹遍香江：先

後有銀行增加按揭息率，地產代理唱淡料下半

年樓市橫行，加上多家投資大行看法悲觀，近日又有

新盤減價求售等，對樓市來說猶如一盆冷水當頭淋。

到底樓市調整期何時完結，當前調整期又是否買樓最

佳時機？一眾專家分析認為，雖然有指樓市轉向已響

警號，樓市仍有一定暗湧存在。但本港在按息處於歷

史低位，且租金回報仍高，物業投資又能抗通脹等因

素下，下半年走勢仍平穩，但樓價上升的可能性不

大。 ■本報記者：趙建強

本

下半年樓市 走勢平穩
存在一定暗湧 再升可能不大

【本報訊】(記者
趙建強)市況如何，
前線代理感受最深，
無論看好或看淡，近
月成交量下跌，開單
數量明顯萎縮卻是不
爭的事實。部分交易
更出現銀行估價不足
而告吹的情況，亦可
說是樓市下滑敲起警
號。中原高級分行經
理包偉倫表示，6月
九龍區藍籌屋苑黃埔
花園成交價量齊跌，
近期屋苑成交呎價約

5,370元，較首季的5,700元以上明顯下跌，他舉例，部分469方
呎細單位，年初成交價高達280萬元，目前叫價已回落至230萬
元，回復至去年中水平。

業主議價空間擴闊7至8%
包偉倫稱，不少銀行按息其實早已暗中調升，首季黃埔花園

買家一般新造按揭可達P-3厘，但踏入6月，新造按揭多為P-2.7
厘，銀行貸款明顯收緊，更出現多宗買家在簽約前因銀行表示
估價不足，而未能成交的個案，因此，他指出，近期買家出價
明顯審慎，還價幅度較大，業主議價空間亦擴闊至7%至8%，
包偉倫相信，下半年樓價將繼續回落，樓價有機會下跌3%至
4%。

銀行估價不足
部分交易告吹

本 內容：文匯財經 投資理財 地產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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漲跌（點） 漲跌%
亞太區股市
香港恆生指數 休市
滬深300指數 2698.35 -93.47 -3.35 
東京日經225指數 13463.20 -18.18 -0.13 
台灣加權平均指數 7407.98 -115.56 -1.54 
首爾綜合指數 1666.46 -8.46 -0.51 
新加坡海峽時報指數 2906.79 -40.75 -1.38 

悉尼普通股指數 5261.10 -71.80 -1.35 
新西蘭NZ50 3175.27 -19.34 -0.61 
雅加達綜合指數 2378.81 +29.70 +1.26 
吉隆坡綜合指數 1174.83 -11.74 -0.99 
曼谷證交所指數 休市
馬尼拉綜合指數 2415.25 -44.73 -1.82 

歐美股市(截至22:19)
紐約道瓊斯指數 11296.44 -53.57 -0.47 
納斯達克指數 2278.83 -14.15 -0.62 
倫敦富時100指數 5492.30 -133.60 -2.37 
德國DAX指數 6294.12 -124.20 -1.94 
法國CAC40指數 4340.91 -93.94 -2.12 

亞太歐美股市表

多家銀行先後調高按揭息率，加
上市場預期美國進入加息周期，及
股市波動等利淡消息傳出，有傳言
本港樓市將轉升為跌。不過，由於
按息處於歷史低位，且租金回報仍
高，市場分析員卻仍然睇好本港樓
市，預期下半年本港樓市將平穩發
展。

新盤訂價高致買賣兩閒
6月一、二手住宅物業成交量持

續下跌，買家對部分推售新盤反應
冷淡，有消息指是樓市轉向的警
號，不過，有日資證券行分析員認
為，只是部分項目定價太高，「單
幢項目規模較小，不能成為市場指
標，加上定價太高，不能以之作為
市場缺乏承接的理據。市場仍有不
少豪宅項目加價，反映需求仍然強
勁。」他表示，現時買家較為理
性，不會貿然以發展商希望的價格
追貨，如果項目願意減價，相信銷
路不會有問題。

7月暑假 成交可望回升
香港置業執行董事李志成亦認

為，傳統樓市有所謂的「五窮六絕
七翻身」，5、6月為考試季節，為
傳統淡季，加上早前兩大新盤熱
賣，消耗市場購買力，6月樓市成
交回軟屬正場表現，睇好7月踏入
暑假，成交量可回升。

對於本港多間銀行相繼調升按揭
息率，仲量聯行國際董事曾煥平認
為問題不大，「95年時最優惠利率
去到8厘，新造樓宇按揭用『P加』

計算，實際按息高達10幾厘，當時
樓市一樣升，現在按息不過3厘
多，就算加幾次息，影響都不
大。」

租金回報高 可撐起樓價
即使承認加息對住宅物業交投有

一定影響，但分析員指本港仍有足
夠實力應付，上述日資分析員即表
示，加息一定會影響買家心態，但
目前租金回報率仍處於高位，部分
更可達4至5厘水平，投資回報仍能
吸引投資者入市，樓價有足夠承
接，相信不會於短期內下滑，下半
年樓市仍可平穩發展。不過，他亦
強調，明年樓價需視乎屆時利率走
勢而定。

即使加息 負利率仍嚴重
另一方面，由於香港在減息周期

中，並沒有跟足美國聯儲局減息，
港美之間有約0.25%息差，有分析
指港息不會在短期內跟隨美國上
調，仲量聯行曾煥平更指，美國仍
需面對經濟不景及次按問題，是否
真的有加息本錢仍屬未知之數。

即使真的加息，由於本港實質按
揭負利率及實質存款負利率並存，
買樓仍是其中一條抗貶值的資金出
路，中原按揭經紀有限公司董事總
經理王美鳳指，5月本港通脹率約
5.7%，一般新造按息約2.5%，實
質按揭利率約-3.2%，即使本港跟
隨美國連番加息，負按揭利率仍然
存在，相信對本港樓市都不會有太
大影響。

【本報訊】(記者　趙建強)息口走勢對樓市的影響需要關注，但並非
唯一影響因素。袁志峰指出，目前本港經濟雖未有轉壞數據，但內地經
濟對香港影響則不容忽視，若內地通脹持續，加上油價繼續攀升，中央
有機會加強宏調措施，美國經濟放緩對全球的影響，下半年經濟地產走
向非一帆風順，樓價繼續上升機會也不樂觀，但分析預計，豪宅有望跑
出成淡市奇葩。

雖然樓市大好友的地產代理罕有地睇淡樓價，中原地產住宅部董事總
經理陳永傑日前調低全年樓價升幅至10%，扣除上半年樓價已上升
10%，下半年則維持平穩。各類住宅中，中價樓升勢放緩，但細價樓及
豪宅走勢維持強勁，其中豪宅單位呎價屢破新高，承接力強勁，下半年
可跑贏大市，相信仍有10%以上升幅。

豪宅首半年成交料增3成
利嘉閣至尊豪宅主席兼董事張偉文亦指，今年首6個月，過千萬元豪

宅成交價量齊升，預期首半年數字將分別較07年同期升27%及34%至850
億元及3,800宗。他又指，下半年多個豪宅新盤推售，在一手帶動二手的
情況下，豪宅市場走勢仍可看好。

利嘉閣助理營業董事林松偉亦指，負面因素已陸續浮現，相信市場有
足夠時間消化稍後加息陰影，而且美國經濟仍有問題，利率上升空間有
限，且加息對豪宅市場影響有限，下半年本港豪宅物業價格仍有上升空
間。

【本報訊】(記者　趙建強)有指股市好、樓市會
跟 好，但本港股市反覆下跌，經濟增長預計會
放緩，樓市是否真能長升長有？分析員指出，近
期股市波動，加上外圍經濟環境影響，已明顯打
擊投資者信心，分析警告，持續加息勢必提高供
樓負擔比率，樓市存在暗湧，為下半年樓市動力
增添變數。

供樓負擔增 仍處低水平
去年樓價急升，速度已遠超過市民入息增加速

度，加上通脹壓力，供樓負擔比率實際已較去年
同期有顯著上升。戴德梁行董事陶汝鴻表示，目
前供樓負擔仍維持在低水平，僅由於同期利率下
調，如果本港轉頭加息，則樓市會出現問題。

陶汝鴻指，銀行銀根緊絀，加息勢在必行，加

息後住宅物業成交已即時出現停滯，成交量帶頭
下跌，可見息口調整對樓市的影響。

但他亦承認，影響僅屬短期，目前加息幅度亦
不足以使樓價下跌，尚要觀察外圍經濟環境而
定，對於下半年樓市走勢，他表示維持早前平穩
預期，但明年則有可能回落。

地產好友 罕有唱淡樓市
向為市場大好友的地產代理加入唱淡行列，中原

住宅部董事總經理陳永傑指，5月一手盤熱賣，鎖
定市場逾200億元資金，而近期連場大雨、股市波
動及加息陰影，使6月成交量暴跌近4成，下半年本
港樓市仍需面對美國次按、內地宏調等不利因素，
樓市較難再有去年的升勢，中原調低年初樓價升3
成的預測，估計下半年樓市僅會平穩發展。

■有前線代理指，銀行早已收緊樓按貸
款。 資料圖片

■近期樓市淡風吹遍香江，但目前港息仍低，負利率依然高企，加上租金回報可觀，
下半年整體樓市走勢料將平穩。 資料圖片

■中原陳永傑(左)早前大幅調低今年樓價升幅，但認為
供平過租情況將持續，料樓市短期不會下滑。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