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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新盤明年料萬五伙

盛世低層山景戶加價2%

登豐街舊樓下月強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顏倫樂) 九龍建業相關人士收購的

香港仔登豐街1至3號及5至7號，早前獲土地審裁處批出強
拍令後，最近決定由萊坊協助強制拍賣，明年1月10日及
31日進行，兩項目均已集合91.67%業權，其中1至3號強拍
底價約5,142萬元，5至7號強拍底價4,880萬元。

紅磡酒店地估值28億
至於即將在周五截標的兩幅地皮，萊坊執行董事兼估價

及地產拓展顧問部主管陳致馨表示，其中紅磡紅鶯道和華
順街的交界酒店用地，估值27.8億元，大嶼山梅窩銀礦灣
道商住用地，估值8,500萬元。

藹寧園重建加高遇阻力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顏倫樂) 南豐旗下筲箕灣藹寧

園重建豪宅項目，早前向城規會申請放寬高限由135
至146.7米，以建立一個階梯式的建築物。但計劃遭
到附近居民反對，認為會破壞景觀，造成交通擠
塞，至今接到的9份意見，幾乎清一色反對。
毗鄰藹寧園的香苑大廈，業主立案法團主席姚蘭

英表示，若放寬高限，將會影響區內景觀及通風
等，有礙健康及環保。有區內市民更批評，發展商
未有就保育地盤內的樹木而努力，而且項目的大型
停車場將增加交通負荷，沒有達到改善外貌與區內
環境改善的效果，要求放寬高度的理據不充分。

負責代理的第一太平戴維斯投資
部董事周德輝表示，今次出售的山
頂歌賦山道15號為一拆卸中的交吉
地盤，地盤面積約為18,469呎，最大
可重建樓面面積約9,235呎。地盤位
於山頂中心地段，交通便利，到達
中環及銅鑼灣只需約20分鐘車程。

歌賦山道15號佔地1.8萬呎
據了解，莊士機構於2006年以約

1.66億元，相當於呎價1.8萬元，購
入山頂歌賦山道15號大屋，佔地達
18,469呎，樓齡約52年，現有大屋實
用面積約為9,000呎。於2007年該地
皮已獲屋宇署批建實用面積9,234呎
的洋房。若能以10億元出售，莊士

機構持貨5年獲利8.34億元，超過買
入價5.2倍。
以莊士機構昨日收市價每股0.75元

計，市值11.848億元，剛好反映此山
頂地皮的價值，若能成功出售此地
皮，令其下半年盈利高於上半年。

李澤楷何超瓊等名人聚居
山頂歌賦山道一向是城中名人聚

居地，包括有「小小超」李澤楷、
賭王女兒何超瓊等。近年來山頂及
南區相繼有豪宅錄得大額成交，反

映市場對豪宅地皮的渴求，如深水
灣道3號以8.888億元成交，呎價達
10.18萬元，創出亞洲區洋房售價及
呎價新高紀錄。此外，渣甸山谷柏
道19號亦以5億元售出；白建時道16
號以約4.8億元易手。

山頂屋地10億放售
每呎樓面地價10.8萬 莊士5年料賺逾8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山頂豪宅地供不應求，早年

入市者趁高位放售。莊士機構(0367)於5年前以約1.66億元買

入的山頂歌賦山道15號交吉地盤，現正放盤，意向價10億

元，樓面地價達10.828萬元一呎，若能以此價出售，將創出

亞洲區呎價新高紀錄。據稱，現時已有富豪用家洽

購中，計劃重建作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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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穎）隨
外圍經濟波動，樓市未來供應增
加，樓市市況未明，估計發展商將
加快銷售步伐。利嘉閣地產預期，
在明年2.42萬伙潛在一手供應下，發
展商推盤量將達1.5萬伙，按年激增
56%外，並且帶挈一手私宅買賣登
記量增加46%至1.5萬宗，呈現低位
反彈，由於供應增加，估計一、二
手樓價差距收窄至10%至15%，明年
整體樓價有5%至10%跌幅。

發展商推售量料增5成
利嘉閣地產董事兼「極級新盤」

主席徐志華昨日於記者會時表示，
今年樓市表現不爽，加上外圍影響
以及政府不斷向樓市施壓，發展商
推盤步伐受阻，因此必在新一年加
速、加量推盤應市，估計在明年2.42
萬伙潛在一手供應的支持下，加上
明年大型項目數量較多，全年實際
推盤量可望達到1.5萬伙，較今年激
增56%，創出7年新高。
他指出，發展商積極推盤的預期

帶挈下，估計明年一手私宅成交宗
數可望同步增加46%至1.5萬宗；由
於供應增加，發展商開價受壓，令
一、二手差價收窄至10%至15%，全
年整體樓價有5%至10%跌幅。一手
貨源以鐵路沿線的中小住宅為主，
即使成交量增多，一手私宅成交總
額大約只能達到1,350億元，數字將
會較今年預測的1,388.2億元輕微下
跌3%。
綜合利嘉閣地產研究部最新資料

所得，明年全港將有87個全新一手
私宅項目、合共24,223伙可供發售，
按年增加14%。按地區劃分，新界
區供應量稱冠，涉及項目共有28
個，單位總數共16,110伙，佔明年整
體供應的66.5%，當中以元朗區為
主，有4個項目合共3,833伙可供登
場。另外，半官方機構港鐵亦有4個
鐵路沿線上蓋項目、合計6,360伙可

供發售；至於公營機構市建局則有6
個項目可以登場，涉及單位數量
2,785伙。

長實 基推盤量佔主導
以發展商劃分，6個主要發展商

中，明年長實推盤量以7,270伙稱
冠，涉及8個項目；其次為有5個項
目的 基，涉及單位3,707伙；而新
地亦以3,504伙緊隨其後，有8個項
目，之後依次為信和、 隆及新世
界，均有逾1,000伙可供發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為加快去貨速度，長實
及港鐵合作的大圍站盛世昨日公布以「一口價」加推第
5座18伙中低層望金山景戶，平均即供呎價7,112元，長
實地產投資董事郭子威昨表示，此18伙售價已輕微上調
1%至2%，於本周五下午揀樓。消息指，盛世昨日再售
出4伙。

「一口價」加推18伙
郭子威表示，此批單位分布於第5座10至17樓望金山景

的A及B室，其中第5座北翼A，建築面積916呎，以一口
價657.2萬元推售，第5座南翼A，建築面積912呎，以一
口價652.5萬元推售，第5座南翼B，建築面積1,030呎，以
一口價722.8萬元推售。
他指出，若以置二按輕鬆付款計，首期只須130萬元，

月供2.2萬元，由於已推出的望獅子山景戶已大致上沽
清，因此，望金山景戶售價會漸進式加價，整個項目最
終加價幅度料達10%，現階段亦無考慮以低於呎價7,000
元加推其他單位。

薈點加推23伙 傳預留11伙
另外，宏安集團昨公布，以原價加推紅磡北拱街8號

的薈點23伙中高低層戶，平均建築期呎價9,707元，入場
費297.1萬元，最快於本周五揀樓。市場消息指出，該盤
過去2天預留約11伙。
薈點至今已推出53伙，根據價單顯示，昨日加推的23

伙分布於7樓、15樓、17樓、23樓及29樓，建築面積由
340至467呎，訂價由297.1萬至600萬元，呎價由8,440至
12,848元。

明年預計可供發售住宅項目（按地區統計）
地區 項目數量 單位數量 主要項目

元朗 4 3,833 基大棠項目 (2,582伙)、

新地下攸田項目(400伙)

西貢 2 3,425 長實將軍澳85區(地盤A) (1,777伙)、

長實日出康城3期 (1,648伙)

油尖旺 6 2,926 隆浪澄灣(未開售部分1,234伙)、

信和The Coronation (740伙)

屯門 4 2,277 港鐵屯門站上蓋項目 (2,011伙)

大埔 3 2,231 長實鳳園項目(1,356伙)、

信和天賦海灣2及3期(753伙)

沙田 3 1,930 港鐵車公廟站上蓋項目(981伙)、

基馬鞍山落禾沙項目1期 (928伙)

荃灣 4 1,791 港鐵荃灣西站七區項目(1,720伙)

灣仔 9 1,764 信和、合和利東街╱麥加力歌街(1,299伙)

中西區 16 1,230 九建卑路乍街150至162號 (197伙)

九龍城 19 1,023 新地、信德、新世界及廖創興昇御門(334伙)

嘉里旭日街5及9號(175伙)

資料來源：利嘉閣地產研究部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穎、趙建強）隨 本港地產
市場的周期性調整越來越明顯，並可能於明年加劇，
本港樓市將有重大轉變。世邦魏理仕預期，企業審慎
控制成本及銀行裁員，明年本港寫字樓整體租金受
壓，有10%下跌空間，由於有不少大型金融機構遷出
中環寫字樓市場，中環區租金有機會下跌20%；住宅
方面，由於進入調整期，預期明年住宅樓價將下跌
10%，成交量會維持於低水平。萊坊亦估計，明年豪
宅樓價將下跌10%，一般住宅亦會跌10%至15%。

未來兩年租金料跌2成
世邦魏理仕辦公樓服務部執行董事簡儒德昨日於記

者會時預期，鑑於環球金融市場波動，已有不少大型
金融機構不續租或遷出中環寫字樓市場，將推高中環
的空置面積至80萬平方呎，明年底更可能高達100萬平
方呎。雖然本港仍為新股的主要集資市場，寫字樓市
道仍有需求，但仍難以完全吸納空置樓面，在未來兩
年，區內寫字樓租金會持續受壓，會有約20%跌幅。
整體寫字樓租金跌幅則介乎5%至10%，非核心地區的
空置率大致會持平，而九龍區的租金更可能繼續錄得
增長。

料遏抑措施半年不鬆手
該行亦指出，展望未來，撇除短期波動及周期性因

素，本港房地產市場的前景依然樂觀。整體舖位租金
將上升10%，一線旺舖租金更有15%至20%升幅。商
舖市場零售商仍熱衷於拓展香港市場，但趨向審慎。
而住宅方面，世邦魏理仕大中華區估值及諮詢服務

部資深董事總經理余錦雄預期，樓市進入調整期，故
買家及賣家出現僵持局面，明年住宅樓價將下跌
10%，未來數月成交量會維持於低水平，但不會低於
03年「沙氏」時期，因本港的低息環境及內地買家的
正面因素仍存在。
他又預期，未來6個月或直至明年年中前，政府將

不會放鬆遏抑樓市措施，故相信短期內不會下調印花
稅及按揭成數，故成交量相信會維持低位，直至下一
屆政府的新政策。
而萊坊執行董事陳致馨則擔憂，明年本港二手成交

將跌至4至5萬宗，「慘過沙士」，建議政府重新檢討
特別印花稅，例如給予一些不影響民生，如價錢超過
4,000萬元的豪宅物業轉手豁免徵收，或一些炒賣較少
的舊樓可以豁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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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邦魏理仕辦公樓服務部執行董事簡儒德(左)預
期，本港地產市場的周期性調整越來越明顯，明年
樓市將有重大轉變。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穎 攝

■ 莊 士 機
構 主 席 莊
紹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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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實地產投
資董事郭子威
(右)表示，盛
世以「一口價」
推出18伙。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梁悅琴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