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顏倫樂) 政府去年中於
西貢覓得兩幅土地轉住宅用途，經2個月諮詢
後，本周五將於城規會審議。地皮已加入新
財政年度的賣地表內，順利改劃可望加快推
出時間。規劃署昨日報告指，地皮適合作住
宅發展，對於有意見作教堂發展並不同意，

但亦希望城規會留意日後的交通負荷問題，
認為改劃建議不需更改，相關規劃甚大機會
順利通過城規會。

提供300伙 估值19.2億

根據城規會資料，兩幅土地合共可建樓面

24萬方呎，提供約300伙單位，業界估值樓面
地價8,000元，合共19.2億元。其中一幅土地位
於康村路與西貢公路之間，地盤面積93,647方
呎，建議由現時的「政府、機構及社區4」用
途，改劃為「住宅(乙類)4」，最大地積比率為2
倍，可建總樓面18.73萬方呎，若以每個單位
平均面積700方呎計算，預計可提供逾250伙。

另一幅位處康健路，毗鄰西貢戶外康樂中
心，佔地僅37,674方呎，建議由「政府、機

構及社區」用途
改劃為「住宅(乙
類)5」，最大地積
比率為1.4倍，可
建總樓面約5.27
萬方呎，預計可
提供逾50伙。

香港文匯報訊 據
經絡按揭轉介研究
部最新資料顯示，2
月份現樓按揭註冊
錄得7,723宗，與一
月份的8,879宗，按
月下調13%，不僅
創十個月新低，更
持續一年半時間處
於 一 萬 宗 以 下 水
平。按揭規模持續
縮減的情況下，各
大銀行積極以多元
化按揭計劃吸引市場，中銀
(香港)及渣打銀行再次突圍而
出，分別以20%及23.6%的市
佔率，分別奪得現樓按揭及
樓花按揭市場冠軍。

經絡按揭轉介首席經濟分
析師劉圓圓表示，樓市受到

「雙辣招」影響，年初市場焦
點曾轉至非住宅物業市場，
累計今年首兩個月，現樓按
揭註冊量共錄得16,602宗，較
去年同期的8,718宗上升九
成，反映今年按揭市場表現

暫時仍較去年優勝。不過礙於住宅物
業成交疲弱，加上施政報告出台前，
市場氣氛較為觀望，加上非住宅物業
按揭受新措施所限，料短期內樓按市
場表現仍缺乏驚喜。

次季註冊料逐步回落

劉氏指出，「雙辣招」威力未散，
二月下旬政府再「加辣」，全面調升樓
宇印花稅率及加大壓力測試力度、另
外亦針對非住宅物業，要求即時繳交
印花稅及收緊工商物業及車位的按揭
成數，預期次季現樓按揭註冊逐步回
落，料全年無可避免出現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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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兩地可望順利改劃住宅

樓宇買賣2月按月升16.2%

金朝陽諾士佛臺10號提前完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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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嶺逸 天台特色戶呎叫萬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黃嘉銘) 據土地
註冊處昨發表2月份統計數字，所有種
類樓宇買賣合約共9,643份，按月升
16.2%，按年升77.8%；樓宇買賣合約
總值591億元，按月升17.9%，按年則
升119.1%。當中住宅樓宇買賣合約佔
6,307份，按月上升16.2%，按年亦上升
62.4%。而2月份的住宅樓宇買賣合約
總值387億元，按月升35.6%，按年升
103.3%。期內，市民查冊的次數共
336,022次，按月跌26.7，按年跌
16.5%。

美聯首席分析師劉嘉輝表示，2月份
物業註冊數據中，二手住宅註冊量錄
得5,224宗，按月增加約5.2%。但估計
反映近期物業市場淡靜情況的3月份二
手住宅註冊量，有機會跌至僅約3,000
宗，料創14個月新低；3月份整體物業
註冊量有機會回落至約7,000宗水平，

亦創13個月新低。

利嘉閣：3月料按月減24%

利嘉閣研究部主管周滿傑則指出，2
月份全港共錄得5,260宗二手住宅買賣
登記，中上價單位買賣比重回升，令
同期物業成交總值按月增加10%，至
約269.81億元，成為領漲大市的動力來
源。按樓宇成交價值劃分，價值500萬
至700萬元的物業買賣登記量增幅最
大，2月共錄得894宗買賣登記，按月
增30%。

周滿傑指出，2月踏入中旬後，樓宇
買賣因春節來臨放緩，加上上月底政
府「加辣」壓市，二手住宅交投隨即
減半，中上價單位買賣更陷癱瘓，估
計3月樓宇買賣登記量值勢將下望至
4,000宗及175億元，按月減幅分別達
24%及35%。

香港文匯報訊 金朝陽集團(0878)公
佈，於去年11月29日以8.95億元成功洽
購尖沙咀諾士佛臺10號物業，並於
2013年2月28日提前完成交易，進一步
擴展香港之租賃投資物業組合。該物
業現為一座23層綜合式商業項目，面
積約7,250平方呎，地積比率12倍，樓

面面積達約87,000平方呎。集團於旗艦
物業金朝陽中心、金朝陽中心二期
MIDTOWN及 尖沙咀諾士佛臺10號核
心旅遊商業區，將能提供合共樓面面
積達約550,400平方呎核心商業租務，
將進一步鞏固集團物業租賃方面之營
業收入來源。

大2月銷售金額按年增1.08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黃嘉銘) 多間內

房企陸續公佈2月份銷售數據。 大地
產(3333)2月合約銷售金額約為42億元
(人民幣，下同)，而月內合約銷售面積
約為68.2萬平方米，較去年同期分別增
108.1%及115.7%。而本年首兩月的合
約銷售總金額約為114.5億元，合約銷
售面積約為185萬平方米，合約銷售均
價為每平方米6,190元，較2012年同期
分別增長169.9%、168.4%及0.6%。

富力海南銷售環比升1.17倍

富力地產(2777) 宣佈，2月份之協議
銷售額約為26.1億元，銷售面積23.1萬
平方米，較去年同期分別上升8.6%和
2.4%。2月份銷售中，集團於海南的銷
售 錄 得 顯 著 的 增 長 ， 較 上 月 上 升
117%。

旭輝(0884)公布，2月份實現合同銷售
金額7.25億元，按年增長約60%，惟較1
月份減少48%。期內，合同銷售面積約
7.3萬平方米，合同銷售均價約每平米
9,900元。首兩月實現合同銷售金額約
21.25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約2.7倍。

環亞拍賣董事曾傑俊昨表示，該行首次
處理雍澄軒酒店這類沒有土地註冊處

登記的物業，曾諮詢律師樓意見，知道交易
存在風險，「連政府都未搞得清楚」，坦言擔
心拍賣行是否能順利處理這類物業交易，

「而家仲有好多變數 ，聽日(3月5日)都未知
係咪真係拎出 賣」。對於查詢人數，他表示
仍未掌握確實數字，但大概十多人左右，亦
可能只是業主查詢，而非有興趣人士。

拍賣行：很多問題待釐清

被問到若順利售出，新買家
是否要支付「雙倍印花稅」
(DSD)？他回答得相當小心：

「呢一刻真係答你唔到，因為
田土廳仲未有紀錄，我 只有
買家與發展商簽署的合約，雖
然買家購買的是房間業權，但
究竟是否使用權之類？定買一
份租約？咁好難講，若不是業
權，沒有樓契，則理應不用支
付DSD，基本的買賣合約亦不
適合。」

拍賣的酒店房間位於高層4
室，據當初發售的一手資料，
建築/實用面積約661/501方
呎，另窗台面積約25方呎。按拍賣行開價308
萬元計，建築/實用呎價約4,660/6,148元。區
內代理指，單位當初發售時的訂價約322萬
元，換言之，開價較買入價只低約4.35%。

或需付逾14萬「辛辣招」

假若新買家需要支付DSD，按照買入322萬
元計算，即需要支付樓價4.5%、14.49萬元的
印花稅。值得一提的是，據拍賣行發言人回
覆，原業主已與長實簽署正式買賣合約。意

味單位屬於長實所指95%已完成交易的一分
子。那麼之後會否繼續拍賣雍澄軒房間？曾
傑俊對此相當保留：「睇 聽日(3月5日)點
先，如果搞得掂先會繼續賣。」

李澤鉅：拆售屬合法

長實於上月拆售葵涌「雍澄軒」酒店房
間，一度引發政府多個部門先後對買家發出

「風險警示」言論，又有買家報警指被誤導，
長實集團副主席李澤鉅昨於北京表示：「冇
問題，全部守晒法冇問題。」

註冊處未登記 拍賣行「唔知點賣」

小業主斬纜雍澄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梁

悅琴）長實上月拆售雍澄軒酒店，引

起市場廣泛爭議，政府多番警告該類

物業買賣有一定風險，並提前推出本

應在預算案才公布的遏抑商業物業炒

賣「辛辣招」。其中一名買家為求盡快

「斬纜」，竟然找上拍賣行拍賣物業。

然而，這個燙手山芋就連負責的拍賣

行亦感棘手，坦言正詢問法律意見，

今日未必能成功拍賣。根據資料，涉

及單位為高層4室，開價308萬元，較

買入價只低約4.35%，是否吸引見人

見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悅琴) 香港小輪於粉
嶺馬適路1號的逸 最快下周初開價，其銷售
代理 基地產營業部總經理林達民昨表示，

首批單位將包括頂層連天台特色戶，意向建
築面積呎價1.2萬元，挑戰同區新高呎價。

首批單位百伙 下周初開價

林達民表示，逸 首批單位至少100伙，當
中包括頂層天台特色戶，此類單位面積1,600
至1,700方呎，意向呎價1.2萬元，挑戰同區新
高呎價，頂層特色戶共有16個，集團計劃分
批推售該類單位，首批價單位亦包括2房及3
房戶，目前區內二手標準單位呎價約6,500
元。

今開示範單位予 地會會員

他指出，逸 昨日派發售樓書，並會於今
日下午開放美麗華商場的示範單位予 地會
會員優先參觀，周內開放予公眾參觀，項目
斥資2億元打造室內外面積達4萬方呎的型格

會所逸 薈，包括有室內外泳池，如38米長
水底音樂泳池、3D電影院等，於38樓會所天
台花園及面積達2萬方呎。

他又稱，項目於上月22日開始分別於馬鞍
山新港城、沙田廣場、美麗華商場、粉嶺中
心及粉嶺海聯廣場路演，至今已接獲約4萬人
查詢物業資料，主力為香港人。此盤提供728
個單位。香港小輪是於2010年5月的土地拍賣
會上以13.3億元投得此地皮，當時預計總投
資額約23億元，此項目沽清料可套現近30億
元，香港小輪料可獲利約7億元。

深水 晉嶺中低層戶呎叫1萬

消息又指， 基及新世界於元朗尚悅昨售
出1伙，至於遠東發展於深水 晉嶺隨時開
價，發展商對此盤的中低層標準單位標示意
向呎價1萬元。

■圖為香港西九龍地區的高樓大廈。 資料圖片

■有雍澄軒買家為求盡快「斬纜」，找拍賣行拍賣物業，但就

連負責的拍賣行亦感棘手。圖為樓盤外景。 資料圖片

■林達民昨表示，粉嶺逸 斥資2億元打造室

內外面積達4萬方呎的型格會所逸 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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