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古坊2期重建 12年圓夢
規劃署不反對 建兩幢商廈 樓面逾200萬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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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薈海譽齊加推

■長實地產投資董事郭子威(左)及營業經理曹
皎明表示，盛薈會於3月中減回贈優惠比率。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悅琴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太古地產經過12年的爭取，近日終獲規

劃署支持其太古坊第2期重建計劃，項目於明日就會於城規會討論，料極

大機會獲通過。按發展藍圖顯示，項目涉及3幢現有工廈，將重建為兩幢

樓高分別46層及51層的甲級摩天大廈，釋放出的商住樓面多達201.5萬

呎，料落成後呎租可達40至50元，估值接近70億元，由於地盤

內暫時只有常盛大廈已統一業權，料會率先拆卸重建。

二月50指標屋苑呎價表現
平均成交呎價(元)

屋苑名稱
2月份 1月份 調幅

港島區（9個屋苑）
太古城 9,601 9,239 + 3.9%
康怡花園 7,997 7,547 + 6.0%
南豐新 7,146 6,808 + 5.0%
鯉景灣 8,281 7,849 + 5.5%
嘉亨灣 10,351 9,746 + 6.2%
杏花 7,720 7,447 + 3.7%
藍灣半島* 7,407 6,731 + 10.0%
城市花園 9,936 9,167 + 8.4%
海怡半島 7,598 7,331 + 3.6%
港島區小計 8,567 8,212 + 4.3%
九龍區（20個屋苑）
黃埔花園 7,570 7,141 + 6.0%
海逸豪園 8,990 8,706 + 3.3%
傲雲峰 7,364 7,054 + 4.4%
淘大花園 5,589 5,235 + 6.8%
德福花園 6,406 6,051 + 5.9%
麗港城 6,045 5,688 + 6.3%
匯景花園 6,242 6,129 + 1.8%
新都城 5,403 5,250 + 2.9%
蔚藍灣畔 6,428 6,128 + 4.9%
將軍澳中心 6,153 5,886 + 4.5%
將軍澳廣場 6,017 5,700 + 5.6%
維景灣畔 6,361 6,146 + 3.5%
維港灣 9,035 8,541 + 5.8%
帝柏海灣 9,834 9,600 + 2.4%
柏景灣* 9,847 8,910 + 10.5%
港灣豪庭 6,625 6,257 + 5.9%
昇悅居 6,920 6,815 + 1.5%
泓景臺 6,733 6,558 + 2.7%
宇晴軒* 6,711 6,840 - 1.9%
美孚新 * 5,464 5,530 - 1.2%
九龍區小計 6,388 6,157 + 3.8%
新界區（21個屋苑﹚
沙田第一城 5,853 5,555 + 5.4%
金獅花園 3,903 3,791 + 3.0%
沙田中心 6,195 5,911 + 4.8%
銀禧花園 4,836 4,580 + 5.6%
新港城 5,680 5,382 + 5.5%
大埔中心 5,205 4,822 + 7.9%
太湖花園 4,569 4,364 + 4.7%
牽晴間 4,108 3,953 + 3.9%
綠楊新 * 5,587 5,624 - 0.7%
愉景新城 5,581 5,314 + 5.0%
荃灣中心 4,174 4,074 + 2.5%
麗城花園 4,666 4,401 + 6.0%
盈翠半島 7,033 7,056 - 0.3%
灝景灣 6,435 6,292 + 2.3%
珀麗灣 5,317 5,024 + 5.8%
碧堤半島 5,589 5,443 + 2.7%
YOHO Town* 5,674 5,351 + 6.0%
嘉湖山莊 3,133 3,069 + 2.1%
錦繡花園 5,617 5,414 + 3.7%
藍天海岸* 5,534 5,107 + 8.4%
映灣園 4,459 4,376 + 1.9%
新界區小計 4,845 4,683 + 3.5%
全港總計 6,252 6,027 + 3.7% 
*成交單位質素有異，造價未可反映實際市
場走勢

資料來源：利嘉閣地產研究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承接近期新盤銷情熾熱，長
實再度雙盤出擊齊齊加推，其中位於大圍的盛薈昨日再加推
第1座42伙望金山景，二按即供平均呎價7,743元，及4伙第1
及2座獅子山景戶，二按平均即供呎價9,141元，過去3日已連
番加推合共351伙，並有機會提早於明晚開售。至於同系於屯
門青榕街的海譽亦會於今日公布加推單位詳情，最快周日開
售。

郭子威：財爺派錢利置業意慾
長實地產投資董事郭子威表示，財爺向香港人大派6,000

元，令市民心情開心一點，亦有利市民置業意慾，由於市場

反應熱烈，盛薈會分批加推外，亦於3月中削減不用二按便可
減4.75%的優惠比率至2.75%，亦有機會提早加價。至於前晚
再加推第1座3伙高層望獅子山景戶，二按平均即供呎價9,897
元，比去年11月開售時同類型單位大升逾10%，他指出，現
時市況與當時不同，難以相比，基本上以原價加推為主。

盛薈金山景即供呎價7,743元
至於昨日加推的第1座42伙望金山景3房戶，二按即供呎價

由7,170元起，單位建築面積1,102呎，二按即供售價由790.1萬
元至904.9萬元起。至於4伙第1及2座望獅子山景戶，建築面
積由902至1,030呎，二按即供售價由869.7萬至896.4萬元。盛

薈共提供1,368伙，至今已推出936伙，已售出約550伙，項目
預計於今年9月入伙。

美聯物業董事布少明表示，「盛薈」配合完善交通網絡及
豪華會所設施，加上沙中線發展前景，而發展商提供的二按
首兩年免息免供及5%樓價回贈，對用家更具吸引力，令該
盤買家主要以用家為主導，約佔80%，並成功吸引長線投資
者追捧，早前一名同區自住客便購入盛薈1座高層北翼A室單
位，單位面積約981呎，享金山景，屬3房間隔，成交價約
818萬元，平均呎價約8,338元。自「盛薈」推售以來，區內
二手屋苑業主均對後市看俏，更約有5%業主選擇暫時封
盤。

麥兆棠大潭道洋房叫價1.38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梁悅琴）

由麥兆棠持有的大潭道20號Rosecliff 7號屋，
現正透過第一太平戴維斯放售，意向價1.38
億元。第一太平戴維斯住宅銷售部副資深董
事張作基表示，該單位建築面積約3,980平
方呎及戶外面積約1,000平方呎，樓高3層，4
房間隔(3套房)。項目建有11座優質3層高之
別墅，臨海而建，可盡覽大潭灣景致。

此外，消息人士指出，一名本地商人剛以
6,000萬元買入淺水灣道5號詩禮花園中層B
室，面積2,363呎，呎價25,391元。

珊瑚閣39年升值119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穎）買家入市意

慾上升，令二手豪宅成交增加。中原地產林
龍南表示，北角珊瑚閣A座高層6室，面積
1,382平方呎，擁三房連套房間隔，屬罕有
同類型高層放盤，單位享海景，成交價為
1668萬元，呎價12,069元。新買家為用家。

據悉，原業主於1972年以13.9萬元入市，
持貨達39年，是次沽出獲利1,654.1萬元，單
位升值119倍。

福苑新造呎價1.51萬
中原豪宅蕭家權表示，西半山旭龢道福苑

2座高層A室，單位面積1,767平方呎，擁四
房間隔，享開揚海景，最新以2,680萬元連車
位易手，呎價為15,167元。新買家為用家，
打算購入單位作自住之用。據悉，原業主於
1989年7月以255萬元購入，持貨21年多，是
次沽出獲利2,425萬元，單位升值9.5倍。

適雅大廈標售 業權逾9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穎）干德道31號

適雅大廈於近日成功由逾八成業權增持至逾
九成，現透過萊坊作為獨家代理於市場以公
開招標形式出售，截標日期為3月31日(星期
四)正午12時正。

適雅大廈於1961年落成，佔地約3萬平方
呎，根據城市規劃大綱顯示，最大地積比率
為5倍，即可重建約15萬平方呎樓面，市場
預期每呎樓面地價將會超越1.5萬元。由於
地契中沒有主要發展規限，將來擁有極高發
展彈性，而且物業地勢較高，重建後可享較
開揚景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市場擔心會提早加息
下，星展銀行夥拍中原按揭經紀為透過中原買入一、二
手樓及轉按買家，提供首2年定息2厘的「2% 按揭置定
息」計劃，最低貸款額200萬元，第3年起按揭息率低至
H+0.8厘 或星展銀行最優惠利率 P-2.8厘。

鍾少權料美四季度加息
星展銀行客戶、存款及抵押貸款高級副總裁鍾少權表

示，市場預期美國將在今年第四季調高聯邦基金利率，
本港銀行屆時或會跟隨調高最優惠利率，故現時推出定
息按揭計劃，此計劃之最低貸款金額為200萬港元，按
揭貸款年期可長達30年，按揭成數可高達樓宇估值之
90%，並適用於按揭保險計劃。客戶需於4月30日或之
前提取貸款。客戶在選用定息按揭計劃同時，亦可尊享

「存按plus」提供的3、6、12個月高息定期存款利率
H+0.3厘的優惠，讓按揭全期除鎖定最低按揭利率外，

高息定期存款金額更可高達按揭貸款金額100%。此
外，於推廣期內如成功提取按揭貸款額達300萬港元或
以上，更可獲贈多功能全效抽濕機乙部。

王美鳳：按揭產品多元化
中原按揭經紀董事總經理王美鳳表示，目前樓按息率

已見底，故借款人需留意未來利率掉頭回升的風險。香
港整體息率跟隨美息步伐，雖然美國經濟復甦步伐仍然
不穩，但市場仍不排除美國稍後之通賬率上升較預期快
而需要提早加息的可能性。今次計劃為客人增添浮息按
揭計劃以外之選擇，增加按揭產品之多元化。

中原地產住宅部亞太區董事總經理陳永傑指出，3月
份將有多個新盤接續登場，但因現時一手新盤造價一般
逾500萬元，找尋500萬以下之買家將流向二手，故相信
一手盤開售可迸發出市場購買力，一二手產生協同效
應，料3月份整體市場氣氛將較2月份暢旺。

二手樓價首兩月漲8%

擾攘多年的太古坊重建計劃，近日獲規
劃署「放生」，項目將於明日城規會上討
論，規劃署文件顯示，該署不反對項目重
建計劃。據了解，項目07年及08年時，曾
兩度遭城規會否決，原因是大廈建築物高
度過高，影響山脊線視線、佈局影響通風
廊及阻檔景觀等，又指大部分休憩空間於
發展後期才提供。

和域重建 階梯式46層
其後發展商再提交申請，調整佈局之

餘，將其中現時常盛大廈位置的2A大廈，
高度由295米（主水平基準以上，下同)減
至225米，樓層由69層減至51層，現時和域
大廈位置的2B大廈由160米增加至195米，
高度由35增至46層，並會以階梯式發展，
休憩空間亦輕微增加至68,891呎。

物業估值70億 康和改公眾休憩地
項目將可以提供多達201.5萬呎商廈樓

面，有區內代理指，預料落成後呎租可達
40元以上，而兩廈估值接近70億元。今年
初發展商又進一步呈交修訂方案，調整其
中2A大廈的發展參數，包括將地面空間由
20米加高至25米，又將後移部分由10米增
加至13.5米，亦設有10米闊的非建築物地

帶等等，以助通風效果。
發展商亦分別回應公眾的疑慮。規劃署

文件顯示，發展商會繼續與東區區議員進
行溝通，探討改善方案，有環保團體建議
11月至3月冬季期間不開空調，該署亦會告
知發展商進行考慮；另外，亦承諾只要完
成收購康和大廈的業權，即會展開拆卸重
建為公眾休息空間，供市民使用。

據了解，項目諮詢期內共接獲305個意
見，其中190個支持申述，包括來自現時工
廈的租戶、市民等，反對意見亦有103個，
包括9個東區區議員、環保團體、2個鄰近
的大廈業主立案法團。

規劃署：釋放更多甲廈樓面
規劃署意見認為，項目雖然樓高仍達225

米及195米，但已無阻山脊線，同時，申請
應以獨立個案看待，其重建將釋放更多甲
廈寫字樓樓面，亦合乎該地段的規劃意
向，有助市場活化工廈的進度，另一方
面，發展商亦已解決通風、街道視覺影響
等問題，亦證明項目並未增加該區的交通
負荷，故對項目重建並不反對。

3幢工廈整合重建兩幢
大古坊重建項目鄰近同系的港島東中

心，資料顯示，第2期重建計劃涉及3幢工
廈，包括康和大廈、常盛大廈、和域大
廈，計劃重建為兩幢商廈。目前僅常盛大
廈業權已統一，和域大廈及康和大廈仍未
完成收購，當中康和大廈涉及8層政府業
權，發展商計劃建議分兩階段重建，先將
常盛大廈及康和大廈拆卸，之後才重建的
和域大廈。

若回溯更早前，大古坊重建項目於1999
年就獲批一個總綱發展藍圖，發展商已發
展其中第1期發展計劃，興建為現時的林肯
大廈及多盛大廈，發展商07年及08年就第2
期重建向城規會提出申請發展，但兩度遭
駁回。

星展推首2年定息2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穎）去年底打擊炒樓措施出台，令
物業交投一度疲弱，拖累2月份按揭登記數字。根據土地註冊
處最新數據顯示，今年2月份銀行現樓按揭登記達10,099宗，
創09年5月份以來21個月的新低，較1月份14,914宗減少32.3%，
為05年至今有紀錄以來最大跌幅，但仍保持連續21個月突破1
萬宗水平。

中原按揭經紀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王美鳳估計，隨 樓巿回
暖，3月份現樓按揭登記宗數將會回升。其中，匯豐銀行於現
樓按揭巿佔率排名「三連冠」，2月份繼續成為現樓按揭一哥，
中國銀行(香港)及 生銀行則連續三個月緊隨其後，分別排名
第二、第三，然而，2月底有大型銀行淡出H按巿場，有關影
響料於3至4月份按揭登記數字逐步反映出來。

經絡按揭預期，隨 樓控措施完全反映於市況中，將令下月
之按揭總額有所下調，連帶令各銀行之按揭業務有所縮減，惟
主要銀行仍積極承造按揭，大型銀行料可繼續保持市場佔有
率。值得注意的是，在措施出台後，成交宗數雖有所放緩，但
在實力買家支持下，樓價以至平均按揭貸款金額亦繼續平穩上
升。

2月現樓按揭大減32%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穎）美元貶值及
通脹壓力不斷加劇，市民買樓保值趨勢意
慾上升，但樓價急升令業主售樓意向飄
忽，新春期間二手市場出現旺財未旺丁情
況。綜合利嘉閣地產研究部數據所得，二
月份全港50個指標屋苑的加權平均呎價數
值再進一步上升3.7%至平均每方呎6,252元
水平，令今年首兩個月樓價累積升幅達到
8%。

上月再升3.7%  呎價6252元
利嘉閣地產董事總經理廖偉強指出，回

顧各區樓價，港島、九龍及新界三區指標
屋苑造價全線報升，港島區表現尤其突
出，該區9個指標屋苑加權平均成交呎價報
8,567元，按月上升4.3%；九龍區20個屋苑
的平均造價錄得3.8%的按月升幅，數值最
新報6,388元，排名第二。

18個指標屋苑按月升逾5%
至於新界區，整體走勢則相對落後，樓

價在上月只上升3.5%至平均每方呎4,845

元，敬陪末席。
列入觀察名單的50個指標屋苑當中，上

月樓價報升的指標屋苑共有42個，佔
84%，可見升市覆蓋面極為廣泛，當中有
18個指標屋苑的樓價按月上升5%或以上；
其中北角城市花園、大埔中心及淘大花
園，更成為上月樓價升幅最多的三個屋
苑，從上述多項數據可見，雖然二手承接
未如年初旺盛，但強勁美元貶值及通脹預
期下，市民甘願付出更多資金買樓保值，
繼續支持樓價攀升。

50屋苑成交千四宗減5成
市場交投方面，由於盤源訂價及業主售

樓意向飄忽，買賣配對時間增多；而且，
樓價急升亦引致議價拉鋸增多，更進一步
拖慢成交進度，再加上新春大節及一手新
盤攻勢，分散二手市場購買力，令全港50
個指標屋苑上月僅錄1,403宗買賣個案，按
月銳減51%，單月成交量更創下近一年新
低。

廖偉強指出，政府未有再出重招壓市，

衝破市場心理關口，加上一手銷售成績理
想帶動，預期市場情緒將會轉趨正面，用
家投資者將繼續積極追貨；此外，內地

「限購令」出台後，內地資金料短期內會投
入本港市場，掀起新一浪置業熱潮。綜合
上述因素估計，是次升浪可能再延續數
月，期間樓價將會以每月2%至3%的速度
強勢尋頂，直至政府再次出招壓市為止。

地產熱

太古坊工廈重建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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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坊第2期工廈重建資料
地盤面積 238,578呎(連第1期)

地積比率 15倍

擬建座數 2座

樓面面積 999,671呎(Building 2A)

1,015,377呎(Building 2B)

休憩空間 68,891呎

高度 主水平基準以上225米 (Building 2A)

主水平基準以上195米 (Building 2B)

樓高 51層 (Building 2A)

46層 (Building 2B)

車位 1,126個

■北角城市花園外貌。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建強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