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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稅下炒樓 98%蝕售
去年11月出招後 64宗炒賣僅1宗獲利

用家避險 屋苑租賃飆3成

沙田廣場呎價6873元破頂

香港文匯報訊 政府去年11月實施額外印花稅打遏炒風，重

稅效應已有效令炒家退出市場，在過去5個月入市短炒的個案

中已見重挫炒家。統計顯示，在實施重稅後的64宗短炒個案

中，63宗在扣除重稅後蝕錢，僅1宗獲利，即98%

以損手離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悅琴) 樓市熾熱，甲
級商廈過去數季租金亦急速上升，令今年首季
度整體甲級寫字樓市場的吸納量回落，其中中
環／金鐘的3A級商廈，按季升6.6%至每月每呎
145港元，令更多機構遷離核心寫字樓區。

首季寫字樓吸納量按季跌8成
戴德梁行指出，本港寫字樓整體吸納量亦由

去年第4季度的399,512平方呎，跌至今年首季
的78,273呎，減幅達8成，其中港島及九龍的頂
級寫字樓於今季兩區的吸納率下跌較急。

中環呎租145元升6.6%
戴德梁行大中華區策略發展顧問部主管陶汝

鴻指出，今年首季甲級商廈租金已升6%至
7%，預計未來三季仍然上升，全年租金升幅
料達15%至20%。
報告指出，中環的租務活動仍然活躍，惟該

區高昂的租金及缺乏大樓面供應，令部分行業
難以繼續駐守在中環。現在該區的租戶大多屬
於金融或專業行業，令中環從香港的「中央商
務區」變成「中央金融區」。為降低租務成
本，不少公司遷至鄰近中環的市場，或是正在
快速成熟的非核心寫字樓區，而香港政府未來
的寫字樓市場發展規劃，亦正配合這一趨勢。

中環金鐘負吸納量2.6萬呎
今年首季中環／金鐘寫字樓吸納量，自上季

的50,941平方呎跌至本季的負26,398平方呎；另
一個是尖沙咀，自上季的21,798平方呎跌至本
季的負115,152平方呎，顯示了過去數季租金急
速上升的影響。
陶汝鴻表示，撇除了本季度農曆新年的影

響，中環／金鐘的租賃交易仍算活躍，但租
戶主要是金融行業或律師樓等專業行業的公
司。這類行業一般能承受較高的租金，或不
需要太大的樓面；反過來說，業務上需要較
大樓面的公司，或需要降低租務成本的公
司，目前則傾向選擇鄰近核心商業區的優質
寫字樓區。
觀乎本季灣仔／銅鑼灣及港島東的吸納量只

是微跌5.7%至8.6%，可見遷離中環／金鐘的公
司通常以鄰近的商業區為首選。
核心商業區本季度吸納量下跌的另一原因，

是許多區內的公司早已預計在經濟復甦後，區
內的空置樓面將會被快速吸納，故已在較早前
租金較低的時候更新其租約，這個情況在中環
／金鐘尤其明顯，因此，這些租務活動都沒有
反映在今季的吸納量內。

空置率方面，只有在中環／金鐘及尖沙咀這兩個錄得負吸納
量的市場，季度空置率輕微上升，中環／金鐘上升0.1個百分
點，尖沙咀則上升1.2個百分點。其餘各區的空置率均少於上
季，跌幅介乎0.3至0.9個百分點，上環的空置率則於上季一樣。

九龍東3A商廈租金升1成
本季度各區的每月實質呎租再次超越上季數字，其中升幅最

大的是九龍東的3A級商廈，按季升10.3%至每月每呎32港元；
升幅最小的是中環／金鐘的3A級商廈，按季升6.6%至每月每
呎145港元。

■中環甲級寫字樓空置率在首季輕微上升。

■長沙灣碧海藍天。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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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貨6個月以下的二手住宅買賣按月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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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原地產市場統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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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務部總經理李林展青昨表示，目前北
角寶馬山花園出租率達96%，續租情況理
想，隨 大型企業因業務持續擴張而增
聘海外員工來港工作，預期由現在至年
底租金再有10%上調空間。
為配合市場趨勢和顧客的需要，信和

集團多個單位翻新工程將於今年分階段
完成。北角東半山指標項目寶馬山花園
已完成優化第5座頂層全海景複式單位，
並已開放供預約參觀，單位面積2,033
呎，四房間隔，裝修設計以舒適簡約為
主，連傢具月租78,000元，平均呎租37
元。現時北角東半山寶馬山花園的平均
呎租約31至38元，較去年同期上升20%。

寶馬山花園
租金料升1成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悅琴) 九龍建業(0034)事務及銷售部總監柯沛縈昨
表示，近期接到不少客戶查詢，有意重推北角明園西街「曉峰」項目，意
向呎價由1.3萬元至1.8萬元，較09及10年平均售價1.1萬元加幅約40%。

5伙獲預留 最貴呎價1.7萬
「曉峰」目前已售出22伙，平均呎價1.1萬元，近日獲5伙預留，其中1個

中高層預留單位，呎價接近1.7萬元。該項目亦有兩個頂層複式戶，面積分
別為1,200及1,500呎，暫未訂意向價。
「曉峰」共有74伙，其中72個標準單位面積介乎718呎至1025平方呎，有

兩房、三房及四房間隔，項目已取得入伙紙，預計於今年6月底前交樓。

曉峰重推 呎價跳升4成

中原地產研究部聯席董事黃良昇指出，15%的額外印花稅令投資者的成本
增加，獲利困難，半年內轉售的短炒買賣急劇下降，可見打擊樓市炒賣的措
施已取得成效，估計6個月以內轉讓的二手私人住宅買賣登記比例於2011年年
中將下跌至極低水平。

徵15%印花稅 炒家卻步
黃良昇表示，截至2011年4月8日登記，在2010年11月20日住宅物業短期

轉讓額外印花稅(SSD)生效後，簽訂正式合約買入及售出的私人住宅暫時累
積有64宗。扣除15%重稅後，當中僅錄1宗獲利個案，其餘63宗為蝕讓個
案。

九龍城一單位5月賺28萬
額外印花稅實施後的獲利個案是九龍城打鼓嶺道47-49號2樓B室，業主在

去年11月30日購入單位，持貨101天，在今年3月11日以256.8萬元售出。以
正式買賣合約計算，業主持貨不足6個月，故需繳付15%額外印花稅，扣除
重稅後，業主帳面獲利28.3萬元。
2011年3月份登記二手私人住宅買賣，持貨六個月內轉手的買賣有495

宗，總值13.28億元，宗數佔同期整體二手私人住宅登記的5.8%，金額佔
3.5%。
數據顯示，6個月內轉手的買賣宗數比例明顯較2月的7.6%急跌1.8個百分

點，跌幅比1月的1.0個百分點及2月的0.8個百分點為高。宗數比例連續三個
月下跌，累積跌幅達3.6個百分點。另外，6個月內轉手的買賣金額比例亦
按月急降1.1個百分點，比例連跌四個月，累積跌幅為2.0個百分點。

香港文匯報訊 近日二手市場氣氛回升，傳
統屋苑樓價重現破頂個案，沙田廣場最新呎
價破頂，達6,873元，較97年高峰價高7%。

3房戶售532萬 蟹貨倒賺4成
利嘉閣地產皇牌屋苑碧濤花園分行經理李

坤豫表示，該行新近錄得沙田廣場「破頂」
造價的買賣個案，涉及銀星閣高層03室，單
位三房開則，建築面積774方呎，成交價高
造532萬元，呎價折合6,873元，數值較97年
及今年初同類單位的最高造價6,395元及
6,434元，分別高出7.4%及6.8%，再次刷新
呎價紀錄新高。
他指出，賣方在98年6月以380萬元購入單

位，經歷多年浮沉，今番「蟹貨」終於轉
手，獲利152萬元，賺幅達40%。

新港城406呎售247萬新高
此外，世紀21奇豐物業海柏分行經理徐永

成表示，馬鞍山新港城新近錄得區內用家以
247萬元購入D座中層6室，面積406方呎，
成交價247萬元，平均呎價6,084元，創同類
單位新高。
原業主是一名投資者，於2010年11月以

210萬元購入，持有單位不足半年獲利37萬
元或17.6%。

居屋翠竹花園年急升4成
鄰近為獅子山郊野公園的黃大仙居屋翠竹

花園，據世紀21富山地產分行經理何美英表
示，近日市場錄得翠竹花園7座中層F室成
交，面積480方呎，以245萬元(自由市場)成
交，平均呎價為5,104元，約高於市價水平
5%。據了解，原業主於2010年2月以172萬
元(自由市場)購入，持貨1年獲利73萬元或
42%。

香港文匯報訊 二手樓價首季急速上揚，日本地震及
息口有回升跡象，利嘉閣地產研究部主管周滿傑指
出，在市道不明朗下用家避險意識增加，暫時擱置入
市，部分更轉買為租，刺激指標屋苑租賃成交從低位
顯著彈升3成。

上月50屋苑租賃逾千二宗
綜合利嘉閣地產研究部最新數據，三月份全港50個

指標屋苑合共錄得1,252宗租賃成交，數量較二月份的
957宗激增31%外，並創下近半年的單月新高。

呎租21.48元返97年高位
周滿傑指出，租賃需求增加，加上通脹壓力推波助

瀾，帶動租金按月上升21.48元水平，返回97年11月至
12月間水平，可見強勢再現。
租賃成交方面，由於農曆年後份屬傳統租賃旺季，

故此，港、九、新界三區租賃成交均顯著增長；當
中，新界區屋苑表現最好，上月該區21個指標屋苑合
共出現496宗租賃個案，較二月份的341宗激增45%之
多。港島區方面，9個指標屋苑租賃成交按月增加33%
至271宗，排名第二。至於九龍區，由於成交量基數極
高，上月綜合租賃量僅增加17%至485宗。

第一城太古城嘉湖租賃最旺
按屋苑劃分，奧運站柏景灣全月共錄14宗租賃成

交，按月增長367%，增幅最大；北角城市花園及青衣
灝景灣則分別有2倍及1.8倍的增長；而且，數據顯
示，成交量增幅大致與屋苑樓價呈正向關係。此外，
沙田第一城、 魚涌太古城、天水圍嘉湖山莊分別以
89宗、84宗及81宗成交，成為上月租賃最旺的三個屋
苑。
租金走勢方面，由於基數較低關係，新界區屋苑租

金上月升幅較大，三月份該區21個屋苑的加權平均成
交呎租報每方呎16.83元，較二月份的16.45元急漲
2.3%；港島區9個指標屋苑的租金，在上月平均上升
2.0%至每方呎26.32元，排名第二；反觀，九龍區屋苑
租金升幅則相對緩慢，租金上月平均僅升0.4%至每方
呎21.40元。

香港文匯報訊 置業18西九龍區
區域經理張志文表示，長沙灣碧
海藍天6座中層C室，建築面積
664方呎，2房間隔，座向東北，
望園景，剛以458萬元成交，呎價

6,898元，屬市價成交。
買家為外區用家，作自住之

用。原業主於去年4月以340萬元
購入，持貨至今1年獲利118萬元
或34%。

碧海藍天持貨1年賺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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