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顏倫樂) 九建作為大業主的
「環字八街」 重建項目，再有兩個地段進行強制拍

賣，分別位於 「環順街23、25及27號及環福街24及
26號」 及 「九龍紅磡環安街22及24號，環順街1號及
環福街2號」 ，將在本周五進行拍賣，底價分別為
1.071億元及7,580萬元。

「環字八街」再兩地段強拍

新時代廣場51舖位拆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悅琴）由投資者莊明持貨多

年的北角英皇道278至288號新時代廣場一共51個舖
位，近期拆售，平均呎價約1.1萬元，比早前中建電
訊拆售的北角城市金庫售價平一半，單位售價由約99
萬至300多萬元，由上周開售至今已售出3個舖位，
每個售價均為99萬元。

美聯旺舖營業董事何漢明表示，此51個舖位的面積
約100至359方呎，平均呎價約10,900元，售價則約
99至300餘萬元，大部分已獲商戶進駐，業主亦為買
家提供2年6厘的租金回報保證，與炮台山港鐵站只
相隔約3分鐘的步行距離。

羅林渭九龍城申建酒店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顏倫樂) 資深投資者羅林渭及

相關人士持有黃大仙翠竹商場，早前申請興建52個
房間的酒店，日前突然撤回申請，有消息指因為遭到
居民反對。然而，今次撤回並未打消羅氏進軍酒店業
的念頭，昨日火速向城規會申請南角道1C及3號興
建1幢酒店，巧合的是，項目擬提供房間亦為52個。

根據資料，地盤面積約2,050方呎，現劃為 「住宅
(甲類)2」 用途，申請以9倍地積比率興建1幢18層高
酒店(包括3層平台)，提供約18,451方呎樓面，房間
數目52間。申請人認為酒店可以服務郵輪碼頭的旅
客及啟德發展區的商務訪客。另外，慈雲山道150號
慈雲閣A座，申請重建作靈灰安置所用途，興建3層
高物業，樓面約10,232方呎，以增加30,388個骨灰
位。

太古港甲廈租金增85%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黃嘉銘) 太古地產(1972)昨表

示，首三季本港辦公樓租金升幅介乎25%至85%，租
用率介乎97%至100%；首三季租金增幅最高為港島
東中心，達85%；其次為太古城中心及太古坊，分別
增52%及48%；太古廣場及科技中心亦分別增27%及
25%。內地方面，太古匯辦公樓及頤堤港一座的租用
率分別為86%及97%。

零售物業租用率100%
至於本港零售物業租用率全為100%；太古廣場零

售銷售額增2.1%；太古城中心零售銷售額增2.7%；
東薈城名店倉零售銷售額增16.5%。內地方面，三里
屯太古里、太古匯購物商場及頤堤港購物商場的零售
物業的租用率介乎94%至99%，其中三里屯太古里、
太古匯零售銷售額分別增16%及25.6%。

下月兩地招標 觀塘地料30億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顏倫樂) 地政總署昨日公布，

將於下月29日招標兩幅地皮，分別為一幅位於觀塘商
業用地及一幅火炭樂林路住宅地皮，明年1月10日截
標。當中以觀塘商業地規模最大，可建樓面涉及66萬
方呎，市場估計每呎地價為4,500至6,000元，地價料
29.7億至39.6億元。

觀塘商業地兵家必爭
據地政總署資料，該幅觀塘商業地，位於恆業街、

偉業街與觀塘道交界，地盤面積約55,026方呎，指定
作非工業(不包括住宅、酒店、倉庫、加油站及院舍)
用途，可以12倍地積比率發展，提供非住宅樓面最多
660,307方呎。

中原測量師行執行董事張競達表示，觀塘商業地可
算是發展商必搶的優質地，因地皮位處未來重點發展
的東九龍區，估計樓價地價5,500至6,000元，地價料
36.3億元至39.6億元。不過，由於未有詳細賣地章
程，恐政府有機會新增限制條款，如本周五截標的九
龍灣商業地般，日後只准以全幢形式轉售，不可分層
拆售，令該地估值增添變數。

火炭地近豪宅估2億
另一幅火炭樂林路住宅地皮，位於沙田巿地段第

603 號，地盤面積約 12,809 方呎，地積比率約２.1
倍，可建樓面最高26,899方呎，市場估值介乎7,400
至8,000元，估值約2億至2.15億元。張競達指，預計
地皮發展低密度住宅，雖然近日豪宅市道低迷，但地
皮位於傳統豪宅地段，且總投資金額較細，投資成本
及風險較低，不排除可吸引中小型發展商入標。

新 聞B 8 ■責任編輯：宋嘉琪文匯財經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黃嘉銘)一手平
賣，令二手業主持貨態度偏軟，藍籌屋
苑相繼錄得減價沽貨個案。其中太古城
海天閣低層累減約200萬元，以980萬
元成交，減幅近17%，業主持貨僅一年
多，需付約49萬元SSD；天水圍嘉湖山
莊8座低層戶，業主在SSD鬆綁段即減
價近一成至283.8萬元沽貨；鴨脷洲海
怡半島及北角港運城亦分別錄得減價半
成交易。

美聯吳肇基表示，太古城海天閣低層
F室，業主於5月以1,180萬元放盤，至
近日以 980 萬元成交，累減約 200 萬
元，減幅近17%，實用呎價13,668元。

原業主持貨僅逾一年，故需付約49萬元
SSD，帳面微賺約31萬元。

嘉湖山莊脫辣稅期即減30萬
利嘉閣文家輝表示，嘉湖山莊樂湖居

8座低層D室，連租約以283.8萬元易
手，實用呎價5,151元。業主於本月初
叫價 315 萬元，放盤至 SSD 期限已過
後，即決定減價至283.8萬元沽貨，低
市價約5%。原業主帳面獲利約79.3萬
元，賺幅約39%。

中原盧鏡豪表示，鴨脷洲海怡半島26
座低層B室，實用面積516方呎，業主
原開價610萬元，減價至580萬元沽，

減幅近半成，實用呎價11,240元，造價
比市價低約5%。原業主轉手賬面獲利
308萬元，升值逾1倍。

世紀21日昇黃文龍指，北角港運城3
座低層B室，業主開價738萬元，最終
以低市價 5%的 699 萬元成交，減幅
5.3%，實用面積呎價11,173元。原業主
帳面獲利249萬元離場，升值近74%。

銅鑼灣華登大廈亦錄得減幅達13%的
成交。中原翁梓軒表示，華登大廈B座
中層1室，原業主最初開價1,080萬元，
減價至938萬元易手，減幅達13%，實
用呎價10,958元，原業主轉手獲利358
萬元。

新盤搶客戰術鬥着數
西環Imperial Kennedy首批50伙下月初推售

新地副董事總經理雷霆昨表示，西環卑
路乍街68號Imperial Kennedy將於周

內開價，下月初推售，首批將推出50伙，
並於周內開放示範單位，為3房示範單位
及交樓標準單位，並揚言會有稅務優惠。

Imperial Kennedy續 「退稅」搶客
新地代理助理總經理胡致遠指出，送稅

項目首3層屬商舖設計，而住宅項目為6至
42樓，低層以一房至兩房單位為主；中層
以兩房單位為主；而高層則以三房單位為
主，全部共有161伙， 兩房單位約佔一
半，單位實用面積分為一房單位約 400
呎；兩房單位約550呎；兩房單位連書房
約600呎； 三房單位約750呎；三房單位
另儲物室連廁所約900呎；另有會所 Sky
Kennedy 分佈於 2 至 3 樓平台及 39 至 40
樓，項目預期於2016年建成，鄰近的西港
島線屆時已通車。

懿峯加推增長成交期付款
永泰地產執行董事兼營業及市務總監陳

玉成表示，懿峯昨天推出項目唯一連裝修
高層61B單位，實用面積1,407平方呎，4
房雙套房連工人套房設計，該裝修單位售
價7,290萬元，呎價達51,812元，於本周
六發售。與此同時，項目亦新增2種全新
付款計劃，包括 150 天及 180 天付款計
劃，買家若選擇須按訂價分別加 4%及
6%。

他稱，項目現時尚有最後四戶極高層正

中環維港全景大宅，其中頂層連天台的兩
個特色戶，實用面積分別為 1,738 呎及
1,406呎(連天台面積1,628呎及1,292呎)，
全層總售價逾1.9億元。

信和置業營業部聯席董事田兆源指出，
大埔海鑽．天賦海灣昨日沽出第8座6樓C
室，扣除6%售價折扣優惠後，售價990.85
萬元，呎價 10,654 元，實用面積 930 方
呎，由一本地客買入作自用。他稱，海鑽
開售不足1個月至今累售61伙，套現逾14
億元。

同系觀塘觀月．樺峯累收約150票，以
首批90伙計，超額登記0.66倍。至於恒隆
於大角咀浪澄灣累收180票，以首推80伙
計，超額登記1.125倍。

英皇甩貨尾盤不減價盲跟
英皇國際執行董事張炳強表示，近日有

發展商減價推盤即反應理想，顯示市場有
承接力，其他發展商調整價格是按市道而
調整。他稱，集團旗下尚餘約20至30個貨
尾，主要位於港島東．18，會視乎市況而
調整價格。他指出，公司現時有干諾道西
及屯門小欖兩個住宅項目，明年才可推
售。

永義國際執行董事官可欣指出，由於集
團目前為零貨尾，項目亦不多，毋須減價
賣樓，並預期，市場將會健康調整，料市
況平穩。她又稱，公司將於明年3月推售
太子道西313號雋瓏，共有49伙，要申請
售樓紙。

太古城劈價兼付辣稅走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悅琴）一手
盤爭相推盤，令一度叫苦連天的地產代
理生意變旺。利嘉閣地產總裁廖偉強昨
表示，估計該行10月佣金收入達1億

元，為今年3月以來首度有盈利，當中
約60%佣金來自一手盤，他認為，農曆
年前地產代理的生意仍然靠一手盤支
撐，二手樓料要到農曆年後才會轉旺。
廖偉強稱，集團並無削減分行，維持
230間，部分分行已重開。

利嘉閣靠一手10月收1億佣

恐今季冧市 負資產陰霾持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顏倫樂) 金管局昨公布，第3季

錄得6宗負資產個案，雖然按季回落七成，但有業界
人士擔心，外圍經濟不明朗，加上新盤造價貼近二
手，第4季樓價或持續下滑，屆時不少於今年內入市
的業主將面臨物業變成負資產，負資產陰霾料將重
視，若樓價跌勢加劇，負資產個案更有機會重返千宗
水平。

金管局指，第3季新增負資產住宅按揭貸款個案錄
得6宗，較第二季的21宗減少七成。帳面看來有放緩
跡象，但去年本港樓價升幅超過兩成，期內負資產住
宅按揭貸款個案曾一度絕跡市場。今年截至第三季，
雖然本港樓價累計升幅仍達4.7%，但負資產個案連續
兩季重現市場。

美若減買債增加息預期
經絡按揭轉介首席經濟分析師劉圓圓表示，美國宣

佈有意減少買債消息，令市場對加息預期增加，部分
二手業主態度開始軟化，再加上最近新盤造價貼近二
手，令樓價進一步受壓，整體樓價於最近兩季已分別

向下調0.3%及0.6%，促使部分採用較高按揭成數的
新造按揭業主率先跌入負資產行列。

她擔心，若樓價跌勢加劇，負資產個案則有機會顯
著上升。以上一次樓價調整期為例，2011年的第三季
及第四季，樓價下調幅度分別只有1%及2.8%，但期
內新增負資產住宅按揭貸款個案已急升至近千五宗。
不過，中原按揭經紀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王美鳳認
為，負資產數目減少，主要基於少部分個案承造較高
成數按揭，而樓價下跌速度溫和，相信未來負資產數
字將維持於低水平徘徊。

另外，金管局亦公布最新住宅按揭調查數據，9月
份新批出按揭貸款為4,904宗及135.16億元，分別按
月減少9.2%及6.7%，而新取用按揭宗數回落0.9%至
4,512宗，涉及金額微升1.3%至116.27億元。二手樓
巿持續偏軟，導致9月份新申請按揭貸款個案按月再
減少6.4%至7,526宗。

王美鳳指，與8月份情況一樣，發展商繼續積極推
盤，不少樓盤亦為買家提供即供按揭優惠，帶動9月
份新批出的按揭貸款當中，涉及一手市場交易所批出

的貸款表現跑贏大巿增加67.5%至27.54億元；相反，
二手市場注意力被分散，成交量放緩，交易所批出的
貸款按月減少17.4 %至81.39億元，涉及轉按交易所
批出的貸款，亦減少12.2%，至26.24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九龍區新盤爭相登場後，港島

區新盤接力上。新鴻基地產繼以送稅推售九龍站天璽貨尾後，

緊接於日內公布同系於西環的Imperial Kennedy首批50伙價

單，新地副董事總經理雷霆明言會繼續以送稅吸客，永泰亞洲

於西半山西摩道懿峯昨公布61樓B室於本周六推售，實呎價

5.18萬元及加入150天付款(照訂價加4%)及180天付款(照訂價

加6%)兩種長成交期付款方法，以吸換樓客，華置於灣仔壹環

公布延長即供優惠1個月至11月30日，但樓價折扣不變。

■新地副董事總經理雷霆(左)及新地代理助理總經理胡致遠介紹西環卑路乍
街68號Imperial Kennedy。

■若樓價跌勢加劇，負資產個案更有機會重返千宗水
平。資料圖片

■太古城海天閣低層成交價減幅近
17%。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