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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鄧：舖租升幅超乎想像

重稅半年
麗港城樓價升2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政府去年11月「出招」
打擊炒賣活動，包括實施額外印花稅遏抑住宅投機活
動，推行至今約半年，最新公佈的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CCL）為97.45點，較出招前的89.41點高出9.0%，反映
政府措施對打擊樓價成效有限，而多個藍籌屋苑中，
以藍田麗港城的升幅最大，最新呎價較推出措施前急
升2成，報6,213元。

中原地產研究部聯席董事黃良昇指出，額外印花稅
推出至今22周，只有3周跌幅多於0.5%，均發生於去年
12月份措施實施的初期，按周分別跌1.3%及0.9%，之
後市場迅速適應，樓價又重拾升軌，統計22周中有12
周錄得上升，當中更有6周升幅逾1%。

樓價指數升9%  海怡升12%
至於中原城市大型屋苑領先指數最新報94.44點，較

措施出台前的86.75點高出8.9%。分區統計，新界西及
新界東均升逾一成，最新分別報76.12點及91.56點。九
龍及港島則升逾8%，最新分別報94.52點及107.02點。

藍籌屋苑中，麗港城升幅最大，不足半年內呎價急
升二成，最新呎價6,213元，較措施前5,159元高出
20.4%。此外，海怡半島及康怡花園，最新呎價分別是
7,856元及7,990元，升幅達12.3%及11.0%。沙田第一
城、黃埔花園、太古城及嘉湖山莊亦分別升9.4%、
7.8%、7.7%及7.0%。升幅較為落後的有匯景花園、杏
花村及美孚新村，升幅為6.4%、5.9%及4.1%。

港府去年11月推出的額外印花稅，規定購入單位後6
個月內轉手，需徵收售樓金額的15%；6至12個月之間
為10%，12至24個月之間則為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建強）雖然再有銀行調高按息，但賣地成

績理想，仍然足以刺激買家入市信心，中原及美聯上周末（14至15

日）成交數字，均較前周（7至8日）有所升幅，其中中原十大屋苑

過去兩日錄得38宗成交，較前周勁升81%。美聯十大屋苑

則錄得34宗成交，其中新界區成交量亦激增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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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趙建強) 賣地成績理
想帶動一手銷情向好，綜合市場消息指，過
去兩日一手錄得約58伙成交，其中嘉里黃大
仙現崇山及長實洪水橋尚城分別錄得20伙及
15伙，繼續領導市場。另外，華懋旗下深水

寓． 捌今日公布價單，發展商稱將於本
周六正式開售。

現崇山售20伙 3成內地客
過去兩日，本港一手新盤仍以現崇山為主

打，共售出約20伙單位，市場消息指，近3成
買家為內地客。而過去周末售出15伙單位的
尚城，發展商表示，早前推出的定息0.88厘按
揭優惠反應熱烈，100%客戶均採用。

尚城售15伙 本周加價5-8%
長實計劃於本周內分階段加價，幅度5%至

8%，本周亦會前往廣州進行路演，預計進行
10場，估計可吸引約4,000人次參觀。長實稱，
尚城至今累售接近600伙，均價約4,900元。

信和旗下三個一手盤，大埔承峰、大角咀
帝 ．皇殿及火炭御龍山合共售出9伙單位，
市場消息指，其中承峰3座頂樓連天台特色
戶，面積2,200餘方呎，以2,088萬元售出。帝

．皇殿2座77樓A室相連戶，面積2,200方
呎，則以4,688萬元售出。而御龍山則分別售
出8座39樓B室及51樓A室，成交價分別為
2,258萬元及2,375萬元，呎價分別達12,305元
及13,085元。

寓． 捌今公布32伙價單
另外華懋表示，深水 寓． 捌首批單位

維持早前公布的32伙，分布於10至18樓，平
均呎價約8,300餘元，項目今日公布價單，最
快會於周六開賣，付款辦法包括建築期付
款，及即供減5%。發展商稱，物業於荃灣如
心廣場的售樓處，過去兩日吸引超過800批人
次參觀。

上周四港府推出3幅土地拍賣，由
於均屬豪宅地段，3地皮均獲本

港大型發展商搶購，理想的成交價亦
增強買家入市信心，中原地產住宅部
亞太區董事總經理陳永傑稱，政府早
前公布香港經濟增長率上升，刺激買
家置業抗通脹，帶動周末成交量攀升。

加州花園錦 交投增
美聯數據亦顯示，過去兩日十大藍

籌屋苑二手成交攀升，其中新界區更
受賣地成績刺激，成交量按周大升四
成至21宗。美聯物業董事布少明表
示，元朗牛潭尾地皮以樓面價6,548元
售出，更帶動元朗區內的洋房睇樓及
交投氣氛，相信會使錦 花園及加州
花園等物業呎價追落後。該行助理區
域經理雷惠德稱，賣地後加州花園即
錄得5宗成交，而上月全月亦不過11
宗。美聯高級營業經理余卓偉亦指，

賣地後錦 花園錄得6宗成交，區內約
2成業主在賣地後加價約1成多。

嘉湖山莊10宗增4倍
中原數據顯示，太古城、海怡半島

過去兩日分別錄得5宗及3宗成交；九
龍以美孚新 成交最多，兩日錄得6
宗；新界嘉湖山莊更於周末有10宗成
交個案，勁升4倍；映灣園亦由前周的
1宗升至上周的4宗。

換樓客追價買城市花園
美聯分行營業經理吳肇基稱，港島

豪宅地皮造價理想，亦促使太古城區
內約2成業主加價及封盤，亦有個別買
家願意追價入市，如太古城耀星閣中
層E室，以約606萬元由獲一名外區上
車客承接，呎價達10,100元。原業主則
於去年1月份以約459.6萬元購入上述單
位，僅一年多轉售獲利約146.4萬元，

賺幅約31.8%。
亞洲地產區域營業董事姚雲龍亦指

出，賣地成績理想，帶動市場出現追價
個案，如北角城市花園第7座低層D

室，原業主賣地前開價為1,055萬元，賣
地後即時加價至1,077萬元，但仍有換樓
客願意追價承接，以單位1,097方呎計
算，呎價9,817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顏倫樂) 自由行帶動下，來港購
物的內地客與日俱增，直接推高商舖的租金，尤其是
走內地客概念的核心零售地段商舖，租金更可謂「水
漲船高」。資深投資者兼太子珠寶鐘錶創辦人鄧鉅明直
言，不少商舖租金升幅達到1至2倍甚至更多，升幅超
出本來估計，他笑稱，幸好集團主力吸引內地客，故
在高租金環境下仍能站隱陣腳。

外號「太子鄧」的鄧鉅明精於物業投資，談到對投
資物業的最新睇法態度保守：「而家會先做好自已本
分，重點會放在公司(太子珠寶鐘錶)，物業市場則沽多
過買。」不過，他亦不會因此急售，強調要好價才
賣。反映現市況下，太子鄧於買賣物業上變得謹慎。

力拓內地 滬店6月開幕
他不違言，內地客在港消費力強勁，直接推高商舖

租金，一些位於旺區的地舖租金升幅更加驚人，而太
子珠寶鐘表售賣高檔產品，於市況下仍能繼續生存，
但亦需不斷加入新元素，維持競爭力。例如剛引入全
球首部配備陀飛輪時計的流動電話LeDIX，全球限量
18部，每部價值高達25萬歐元，相當矜貴。

事實上，太子珠寶鐘錶售賣奢侈品，亦「食正」內地
客概念。太子鄧並相當睇好內地市場，如上述
LeDIX，在內地及香港就合共推出10部，可見重視程
度，而公司未來更打算大力拓展內地市場，於各個一

城市開設分行，包括廣州、上海、北京等，而首間
內地分店將於今年6月在上海開幕，第二間分店於今年
8月在廣州開幕。

十大藍籌屋苑周末交投走勢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2010年 2011年
6 8 9 11 12 ２ ３ 5月４１107

指數

49

83

86
93
90

76

26 34

53

94
92
79
67

14

50 47

81

66

22 22

38

44 40 40
49

32
34

地產熱線

港濤軒售千萬 回報率4厘
香港文匯報訊 中原地產林龍南表示，北角港濤軒

高層E室，面積817平方呎，屬兩房間隔，享全山
景，現連同租約以1,020萬元成交，平均呎價12,485
元。買家為一名外區投資者，收租之用。上址現時
月租35,000元，租金回報率高達4.1厘。原業主於2009
年6月以780萬元購入，持貨近2年獲利240萬元或3
成。

YOHO Town一手貨賺1.3倍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置業林志華表示，該行剛促成

元朗YOHO Town6座中層C室成交，建築面積550平
方呎，兩房間隔，望內園池景，以281.8萬元成交，
呎價約5,124元。買家作自住用途。原業主於04年1月
以約121萬元一手購入，獲利約160.8萬元，物業升值
1.3倍。

一號銀海持貨1年賺20%
香港文匯報訊 利嘉閣地產馮樹勳指出，大角咀一

號銀海5座中高層A室，外望維港海景，建築面積
1,230方呎，剛以1,948萬元易手，呎價15,837元。賣方
是在去年5月斥資1,620萬元購入，獲利328萬元或
20%。

嘉湖美湖居97貨蝕78萬
香港文匯報訊 祥益地產吳偉忠表示，天水圍嘉湖

山莊美湖居2座高層E室，建築面積584呎，實用面積
441呎，兩房兩廳，日前獲一名區內換樓客垂青，以
216萬購入作自住之用，平均呎價3,699元。原業主97
年持貨至今，轉手虧蝕78萬元。

十大屋苑周末成交表現
地區 周六、周日成交量（按周變幅） 平均呎價（元）/（按周變幅）

太古城 5（+25%） 10300（+3%）

康怡花園 0 /

海怡半島 3（+50%） 7600（+1.3%）

美孚新 6（+100%） 5600（-8.2%）

麗港城 1（無升跌） 6100（無升跌）

黃埔花園 3（+50%） 8000（+5.3%）

新都城 3（+50%） 5600（-5.1%）

沙田第一城 3（+50%） 5900（無升跌）

嘉湖山莊 10（+400%） 3280（+4.1%）

映灣園 4（+300%） 4900（無升跌）

合計： 38（+81%）

資料來源：中原地產

■大埔承峰續吸引不置業人士參觀，昨再售出5伙。

■太子珠寶鐘錶主席鄧鉅明表示，現階段於物業投資
上會「沽多過買」。旁為其妻子宣宏雁。

香港文匯報記者顏倫樂 攝

■天水圍嘉湖山莊假日交投急增。 香港文匯報資料中心趙焜崗 攝

資料來源：美聯物業分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