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衣工中全層344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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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首23天樓宇買賣登記統計
物業類別 買賣合約登記宗數 涉及總額 (億元)

1-23 / 8 1-23 / 7 調幅 1-23 / 8 1-23 / 7 調幅

一手住宅 1,168 1,059 +10% 81.73 84.31 -3%

二手住宅 4,857 2,986 +63% 213.99 144.97 +48%

工商舖及其他 1,490 1,377 +8% 105.54 95.88 +10%

總計 7,515 5,422 +39% 401.26 325.16 +23%

其中：

香港 1,301 843 +54% 103.86 93.85 +11%

九龍 1,815 1,663 +9% 131.29 101.33 +30%

新界 4,399 2,916 +51% 166.11 129.98 +28%

資料提供：土地註冊處及利嘉閣地產

地 產 熱 線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置業方文偉表示，
長沙灣宇晴軒1座極中低層E室，建築面積
631方呎，屬2房間隔，成交價429萬元，平
均呎價6,799元。原業主於2011年7月以約
395萬元購入該單位，是次交易帳面獲利約
34萬元，但若計及SSD因素則微蝕離場。

宇晴軒SSD戶微蝕離場

香港文匯報訊　美聯物業馬鴻德表示，
該行剛協助一名外地回流客購入上環帝后
華庭2座高層F室，成交價628萬元，2010年
貨轉手賺165萬元，面積564呎，折合呎價
11,135元。原業主於2010年11月SSD生效前
入市，當年購入價為463萬元，是次轉售賬
面獲利約165萬元，物業升值約36%。

帝后華庭564呎628萬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置業蔡俊鵬表示，
該行剛促成西灣河嘉亨灣698呎2房海景單
位以630萬元易手，呎價9,026元。單位為嘉
亨灣6座低層E室，建築面積698方呎，屬2
房間隔，現時暫以19,500元出租，租金回報
率近3.7厘。原業主於2004年8月以樓花形式
以約393.7萬元購入單位，升值約60%。

嘉亨灣8年升六成

香港文匯報訊 利嘉閣地產李國輝表
示，荃灣愉景新城8座極高層C室，單位兩
房開則，建築面積593方呎，由一名區外上
車客以358萬購入，每呎售價折合6,037元。
賣方早在1998年三月斥資415.9萬元購得物
業，迄今賬面蝕讓57.9萬元離場。

愉景新城2房蝕58萬

香港文匯報訊 利嘉閣地產陳少威表

示，北角城市花園13座中層C室，建築面積

893方呎，區外用家以790萬元承接，呎價

折合8,847元。原業主早在1986年八月以一

手價57.4萬元向發展商購得物業，迄今將單

位轉手，賬面獲利732.6萬元離場，折算升

值約12.76倍。

城市花園26年升12倍

十大屋苑成交上升 嘉湖10宗買賣倍升

價頻破頂 德福斗室租萬六

地產代理獲消費者委託進

行住宅物業買賣或租賃時，

必須與客戶訂立「地產代理

協議」（協議）。協議能確立

及釐清客戶與代理雙方的權

責，消費者在簽署協議之

前，應了解清楚協議中的各

項條款，例如委託的形式、委託

期及佣金數額等，並應就個人需

要及情況作出審慎考慮，以免日

後任何不必要的誤會和爭拗。

時限避用「直至另行通知」
「委託期」是指客戶委託地產

代理進行物業買賣或租賃的期

限。《地產代理條例》（《條例》）

沒有就委託期的時限有任何規

定，消費者可與地產代理商討合

適的委託期時限。由於委託期是

協議中一項重要的條款，簽訂協

議的雙方應清楚以年、月、日述

明委託期的開始與屆滿日，而不

應寫上「直至另行通知」等字眼。

佣金方面，《條例》沒有規定

地產代理所收取的佣金金額或佔

成交額的比率，消費者可與地產

代理商討佣金數額，並清楚填寫

在協議中。

地產代理監管局提醒消費者，

「地產代理協議」是具法律效力的

文件，一經簽訂後，任何一方如

要修改其中的條款，都必須先得

到另一方的同意。因此，消費者

在委託地產代理後，如果不滿意

其服務，也不可以單方面取消協

議，縮短委託期或修改佣金數

額，而必須先要得到受委託的地

產代理公司的同意。倘若該地產

代理公司不同意縮短委託期，消

費者應該徵詢律師尋求解決辦

法，並不宜貿然透過另一家地產

代理公司完成交易。

如果買家/租客在協議中訂明的

委託期屆滿前，經另一家地產代

理公司購入/租賃原本委託的代理

介紹的同一單位，買家/租客可能

因此須要向兩家地產代理公司繳

付佣金。另一方面，假如業主在

協議中訂明委託有關地產代理為

「獨家代理」，但在委託期屆滿

前，透過另一家地產代理公司出

售/租出單位，該業主可能因此須

要向兩家地產代理公司繳付佣

金。

地產代理監管局

地產代理委託期及佣金
▲
談
樓
說
地
▼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穎) 有本地集團眼見現時市道暢
旺，斥資逾數千萬吸納青衣工廈物業作業務擴充之用。美
聯工商營業董事黃寶偉表示，青衣工業中心D座10樓全層
連4個車位，樓面面積28,700方呎，呎價1,200元，總涉資
3,444萬元，以現況形式易手。據悉，買家為本地清潔集
團，早於區內、外設有自置物業，為因應日益增長的業務
需求而購入上址作擴充之用。
另外，美聯商業營業董事郭漢釗表示，灣仔海港中心26

樓01室放售，面積1,222方呎，意向呎價22,800元，總額
2,786萬，物業擁海景，以交吉形式放售。根據現時市值租
金推算，每平方呎租金可造至55元，租金回報接近3厘。

住宅摸貨料不足十宗
香港文匯報訊 美聯物業首席分析師劉嘉輝

表示，住宅摸貨註冊登記數字持續低企，自去
年11月開始已連續9個月每月僅得「單位數」
水平，而8月首23日此數字亦只有4宗登記，本
月勢將紀錄進一步延長至10個月。

今年累計摸貨35宗
若以今年首8個月(截至8月23日)住宅摸貨個

案合計，只得35宗登記，僅僅為同期整體二手
住宅市場逾4.5萬宗的0.08%，即每1萬宗二手
個案，只有8宗屬摸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穎）樓市繼續癲狂，多個屋苑呎價屢創新高已不

稀奇，最近連帶租賃市場漸現新高價。九龍灣德福花園一個500餘呎單位，

租金創出新高，竟達1.6萬元，直逼港島太古城同類型單位，而同樣租金更

可租入兩個天水圍嘉湖山莊面積約700方呎單位。市場人士相信，由於各區

盤源明顯短缺，加上業主愈益「心雄」，未來租金及呎價齊癲將持續。

市場消息指出，九龍灣德福花園K座
高層6室，單位面積562方呎，獲租

戶以月租1.6萬元承租，呎價達28.46元，創
歷史高價。據了解，德福花園近月呎租介
乎22至25元水平，同類型單位月租金水平
約1.3萬元水平，上述單位成交價，較市價
高出逾兩成。

太古城嘉湖新高成交
成交方面，呎價新高個案持續湧現。太

古城耀星閣極高層G室，面積675方呎，獲
外區用家以779.98萬元承接，呎價達11,555
元，屬同類單位造價新高；美孚新 5期
蘭秀道4號高層B室，面積676方呎，兩房
間隔，獲一名外區換樓客以478萬元承
接，呎價7,071元，創同類單位造價新高；
嘉湖山莊景湖居6座高層F室，面積576平
方呎，以260萬元沽，呎價4,514元，屬同
類單位97年後新高。
另一方面，沙田第一城22座低層B室，

面積634方呎，造價448萬元，呎價7,066

元。上手業主於2011年3月以350萬元購
入，雖然屬SSD貨，但扣除稅款及行政使
費後，估計仍賺約40萬元離場。慈雲山慈
愛苑高層戶以313萬元白表易手，呎價
6,622元，高於市價近20%。
據中原地產十大屋苑上周末錄45宗成

交，按周回升9.8%，宗數已連續三周超越
40宗水平。當中以嘉湖山莊表現最為突
出，錄得10宗買賣，對比前周升幅達1
倍。中原地產陳永傑表示，上周末成交則
以細價樓為主，只要業主非瘋狂反價，買
家亦願意斥資入市，預期整體二手交投將
持續造好。

廖偉強：新高成交推動入市
利嘉閣十大指標屋苑在上周末共錄64宗

買賣個案，按周增加約10%。 利嘉閣地產
廖偉強指出，市場對後市樂觀，傳媒經常
報導個別屋苑的創新高價成交，縱然令部
分業主加價、反價，但同時亦推動買家更
想趁機會入市，因而促使交投增加。預期

未來樓市走勢依然平穩向好。
香港置業伍創業指出，由於各區盤源明

顯短缺，加上業主叫價愈趨積極，或令二
手成交步伐略為放緩，但在實際買家之需
求支持下，相信二手呎價將維持居高不下
之勢。
一手方面，有內地投資者斥資逾億元購

入本港一手物業。市場消息指出，一內地
買家購入懿 兩個高層單位，面積均為

1,888方呎，涉及總金額約近1.18億元，分
別包括最近加碼購入的57樓B室，呎價
29,800元，成交價約5,626.24萬元；及早前
購入的60樓B室，呎價32,500元，成交價約
6,136萬元。
大埔盈玥銷情加快，市場消息指出，過

去兩日共沽出7伙，呎價介乎8,563至8,844
元。包括一深圳買家購入第五座面積2,037
方呎單位。

香港文匯報訊 土地註冊處數據所得，8月首23天全
港共錄7,515宗樓宇買賣登記（主要反映7月的樓市實
際狀況），較7月同期的5,422宗大增39%。利嘉閣地產
研究部主管周滿傑指出，新特首表明不推 樓市，加
上新居屋政策公布後，刺激居屋及私宅市場「丁財兩
旺」，8月樓宇買賣登記數字可望突破1萬宗關口，創出
近3個月新高。

二手住宅急增63%
一、二手住宅及工商舖三類物業交投全面報升。樓

市形勢好轉，加上政府房策對樓市產生助力，積壓多

月購買力重新釋放，帶動今月首23天二手住宅買賣登
記到達4,857宗水平，較上月同期急增63%，成交總值
則增加48%至213.99億元，跑贏大市。
一手住宅方面，鑑於7月大型新盤欠奉，僅有石塘

咀「曉譽」及堅尼地城「加多近山」兩個小型項目，
故此今月首23天全港共錄1,168宗一手住宅買賣登記，
數量較7月同期的1,059宗增加10%，而物業成交總值
卻倒跌3%至81.73億元。
至於非住宅市場方面，買賣盤源乾枯導致今月首23

天全港僅錄1,490宗非住宅買賣登記，涉及金額105.54
億元，兩項數值按月增加8%及10%。

■九龍灣德福花園K座高層6室呎價28.46元，高於屋苑近月22至25元呎租水平。

資料圖片

■7月大型新盤欠奉，僅有石塘咀「曉譽」及堅尼地城「加多近

山」兩個小型項目。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