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悅琴) 政府連番出招平抑樓
市 ， 令 內 地 客 及 投 資 客 絕 跡 ， 中 原 豪 宅
STATELYHOME預期，今年第二季山頂南區二手交投
會持續低迷，與首季只有29宗成交相若，二手分層豪宅
業主近期肯議價5%至8%，相信次季分層豪宅價格會回
落10%至15%，洋房以自用為主，相信減價空間不大。

至於新盤方面，發展商因急於減磅套現，該行估計發
展商若提供約20%買樓優惠，以補償買家在BSD及DSD
的額外稅款支出，區內一手樓價有望調整達15%至
20%。

首季二手29宗買賣 沙士後新低

中原豪宅STATELYHOME山頂南區董事兼大中華高
端物業香港辦公室總經理何兆棠指出，今年首季山頂南
區共錄29宗二手豪宅買賣，按季下跌14.7%，創2003年
沙士後新低，當中分層單位佔23宗，洋房佔6宗；成交
共涉資約21.73億元，按季縮減0.3%，市況與上季相
若，於低位徘徊。若與去年同期比較，則急跌近40%，
總成交金額亦減25.6%。

其中第1季山頂南區只錄3宗逾億元成交，佔總成交比
例10%，按季少2%，較去年同期亦跌5%；成交金額方
面，本季逾億元成交涉資金額為11.028億元，佔總成交
金額比例51%，而因總成交金額基數少，加上本季逾億

元成交以2億元或以上物業買賣為主，最大宗買賣金額
為歌賦山道3號洋房的6.5億元交易(建築呎價達80,247
元)，佔總成交金額比例遂較上季增8%，較去年同期亦
升13%。

建築呎租升至43元

租務方面，他指出，今年首季山頂南區共錄106宗租
賃成交，雖按季回落13.8%，但對比去年同期已回升
20%，反映本季租賃尚算平穩，金額比上季跌0.0182
億，跌幅約13.4%。不過建築呎租反而上升至43元，主
要因為山頂南區業主見市弱，寧將單位放租賺取回報，
於是重本裝修，並提高租金出租，以致呎租微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一手住宅物業銷
售條例》下周一生效，業界認為中小型發展商將暫
緩推售樓盤，加上大部分新盤在下半年推出，預期
樓市交投下半年才會回升。同時，政府辣招影響新
盤銷情，貨尾單位數字在下半年可能倍增。

萊坊：豪宅最多跌5%

萊坊大中華區研究及諮詢主管林浩文表示，《一
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生效，會令中小型發展商暫
緩出售新盤，加上大部分新盤下半年才會推出，預
期短期內樓市交投仍然淡靜，下半年方會回升。他
估計，由於政府壓抑樓市措施漸見成效，但樓市仍
未有大跌的跡象，相信政府短期內不會收回辣招，
預期今年樓市成交量會下跌10%。由於豪宅業主持
貨力強，未有放售壓力，預期豪宅售價最多跌5%，
中小型單位價格會跌10%。

中原地產研究部高級聯席董事黃良昇指出，自政
府去年10月底及今年年初連番出招穩定樓市後，一
手成交近乎冰封，預期隨 施工及落成量持續上
升，但發展商的新盤因為辣招而影響銷情，貨尾單
位數字在下半年可能倍增。

黃良昇籲防連鎖反應

他警告，政府應小心應對貨尾
單位數字可能急升的問題，以免
引發市民拋售地產股、樓價急瀉
及發展商急於沽貨套現等連鎖反
應。他又指，政府樓市辣招的影
響將於下半年在落成量及施工量
中反映，由於環球經濟仍未明朗
化，建議政府應在中原城市領先
指數跌至100時，考慮將辣招稍為
微調，包括可考慮將額外印花稅
及雙倍印花稅的稅率下調，以免
97年樓市的災難局面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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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面呎價料五千 夠力衝「地王」

將軍澳環迴海景地招標

山頂豪宅或跌價15%

港客1.2億掃上環西浦3伙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悅琴)《一手住宅物

業銷售條例》生效前夕，發展商持續加快清貨
尾，昨單日至少售出12伙。消息指，嘉里於上
環西浦SOHO 189獲香港客斥資1.19億元一口
氣掃入最後3伙，計劃作收租用，平均建築呎
價2.2萬元，平均實用呎價2.8萬元。

據了解，上環西浦SOHO 189最後3伙成交
涉及40樓B、41樓A及B室，建築面積由1,753至
1,941方呎，實用面積由1,367至1,514方呎。

赤柱「南埼」1號屋4.3億沽

市場亦盛傳，新加坡基金旗下赤柱舂坎角環
角道「南埼」剛獲一買家以約4.3億元買入1號
屋，此屋的建築面積約8,400方呎，為全屋苑
面積最大的一間屋，呎價5.12萬元。至於南豐
及市建局合作最後1伙，即第1B座52樓B室，
建築面積1,326方呎，日前發展商通知地產代
理劈價推售後，亦已售出。另外，華人置業於
灣仔壹環獲買家預留22樓G室。

其他新盤方面，黃大仙現崇山、粉嶺逸 、
沙田溱岸8號、馬鞍山迎海、大埔天賦海灣1期
各售出1伙，長沙灣曉尚售出2伙。

冠中3500萬沽深水 85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冠中地產

(0193)昨公布，該公司於昨日與買方Star
Harbour Trading Limited訂立協議，出售嘉納
貿易全部股權及股東貸款，總代價約3,500萬
元。嘉納為主要從事物業投資，在深水 金盟
大廈擁有85間商舖。

該公司指出，預期出售事項將錄得綜合虧損
約200萬元，而從出售事項獲取的所得款項擬
用作該集團的一般營運資金，並且於機遇出現
時可能用作其他投資用途。

內地客付稅126萬購灣畔
香港文匯報訊　美聯物業溫倩表示，該行剛

促成內地買家繳付約126萬元稅項入市將軍澳
維景灣畔，而業主亦累減約20萬元。單位為3
座高層F室，建築及實用面積為692方呎及512
方呎，兩房間隔，成交額600萬元，建築及實
用面積呎價為8,671元及11,719元。內地客是次
需繳付90萬元買家印花稅（BSD）及36萬元雙
倍印花稅（DSD）。原業主2000年3月以270.7
萬元入市該戶，物業期內升值逾1.2倍。

天寶大廈減150萬易手
香港文匯報訊　中原地產林龍南表示，北角

半山天寶大廈A座低層B室，實用面積1,119方
呎，建築面積1,280方呎，擁三房套房間隔，
望開揚海景。原業主叫價1,868萬元，新近因
見市況放緩，將單位大幅減價150萬元至1,718
萬元易手，實用及建築面積呎價為15,353元及
13,422元。原業主2006年以770萬元入市，賬面
獲利948萬元。

辣招加新例
貨尾或倍增

龍蟠苑低層4年升1.5倍
香港文匯報訊 世紀21富山地產何美英表

示，市傳鑽石山龍蟠苑低層戶以320萬元成
交，單位為C座低層5室，建築面積521方呎，
實用面積383方呎，一房一廳間隔，面向西
方。原業主於2009年以130萬（自由市場）購
入上址自住，現以320萬元成交，低於市場價
5%，平均實用面積呎價為8,355元，持貨4年賬
面獲利190萬或1.5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顏倫樂) 港府持續推地增供應，昨日公布兩幅土地於下月開始招標，其中

以將軍澳第68B2區地盤最受矚目，地盤位置臨海兼且單邊，未來景觀開揚，而且為將軍澳南一

帶最後一幅住宅地，預料會成為發展商爭奪目標。測量師預測每呎地價接近5,000元，地價最高

估值達42.8億元，有力挑戰之前由麗新等以每呎地價4,929元投得的將軍澳第68A2區「地王寶

座」。

地政總署昨公布，將於5月24日招標兩幅土地，分
別為將軍澳第68B2區及大嶼山長沙嶼南道地皮，

7月5日截標。

限建875伙　同區第二大

其中，將軍澳地皮規模大，限建單位數量875個，於
將軍澳南一帶多幅限量地中，僅次於由新地投得的將軍
澳第66A區地盤提供的960伙至1,010伙。資料顯示，地
盤面積295,160方呎，屬住宅(丁類)用途，地積比率2.9
倍，最高樓面可建約855,964方呎，其中708,379方呎為
住宅用途，按限建單位數量計算，平均單位面積約810
方呎。

第一太平戴維斯估值及專業顧問董事總經理陳超國預
計，地盤每呎樓面地價接近5,000元，地價可達42.8億
元。以此計算，無論樓面地價、成交價都將創該區新
高。翻查資料，將軍澳南一帶，目前成交價最高的地皮
為新地2010年拍賣投得的將軍澳66B區(天晉2期)，造價
達33.7億元；而每呎地價最高為麗新等入標投得的將軍

澳第68A2區，每呎4,929元。

賣地表最後一幅同區地皮

中原測量師行估價部執行董事張競達表示，將軍澳
68B2區地皮位置臨海，享「環迴」海景，參考多幅鄰近
地皮的賣地成績均理想，反映辣招影響淡化，發展商仍
看好後市，預料每呎地價約4,600元，總值約39.37億
元。美聯測量師行董事林子彬指，地皮為賣地表內最後
一幅可供推售的同區地皮，估計發展商競投意慾頗高，
估值41.1億元，每呎4,800元。

同日招標的大嶼山「蚊型地」，位於長沙上村以南的
近海處，佔地約15,481方呎，屬住宅(丁類)用途，地積比
率約0.4倍，可建樓面6,191方呎。林子彬稱，地皮預料
可發展為3間至5間海景洋房，每呎地價5,500元，估值
約3,400萬元。中原方面預料每呎地價6,000元，地價約
3,714萬元。業界預測，地皮曾經3次試勾失敗，而且早
年已有多間發展商於區內「插旗」，反映具一定叫座
力，相信會受發展商歡迎。

西鐵朗屏站(南)今截意向

另外，西鐵朗屏站(南)項目今日截意向，由於地皮投
資額不大，相信市場大部分發展商可以競投。張競達
指，朗屏站(南)較去年批出的朗屏站(北)項目更貼近鐵路
站出口，預計每呎樓面地價3,300元，總值14.9億元。林
子彬預測，意向書數量將超過10份，料樓面地價3,300
元，地價約14.92億元。地盤可建樓面451,980方呎，提
供720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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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置   嘉華信置   嘉華信置   嘉華
會德豐
嘉華

3,810元/呎3,810元/呎3,810元/呎

3,929元/呎3,929元/呎3,929元/呎

4,301元/呎4,301元/呎4,301元/呎

4,517元/呎

是次招標土地

3,934元/呎3,934元/呎3,934元/呎

4,009元/呎4,009元/呎4,009元/呎

4,696元/呎4,696元/呎4,696元/呎

4,929元/呎4,929元/呎4,929元/呎

4,628元/呎4,628元/呎4,628元/呎

4,580元/呎4,580元/呎4,580元/呎

註：呎價為樓面地價

發展商將軍澳地皮分布

■ 中 原 豪 宅

STATELYHOME

何兆棠預期，

本季山頂南區

二手交投會持

續低迷。

記者

梁悅琴 攝

■65C2地皮轉作居屋用地；68B1地皮5月10日起招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