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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湖麗湖居減價6%易手
新盤貼市

推售 搶盡購買力 令二手業主不得不投
降 減價套現 利嘉閣文家輝表示 天水
圍嘉湖山莊麗湖居1座低層F室 實用442
方呎成交價250萬元 實用呎價5,656元
原業主開價266萬元 至今物業租約已到
期且SSD期限亦屆滿 遂決定減價6%至
250萬元沽樓 低市價約3%成交 原業主
在2011年9月斥資192萬元購得物業 迄
今成功轉售 現帳面獲利約58萬元 賺幅
約30%

同時 白居二熱潮冷卻 居屋放盤要
減價始有機會獲承接 中原林振邦指
青衣青盛苑高層16室 實用面積381方
呎 早前於自由市場叫價280萬元 放
盤1個月 新近減價30萬元或10.7%
至250萬元沽出 實用呎價6,562元 原
業主於1996年10月以130萬元自由市場
價買入單位 現沽出單位帳面獲利120
萬元 單位升值92.3%

鰂魚涌吉祥大廈今再強拍
今日將

有兩個舊樓地盤進行強制拍賣 其中新
世界發展 周大福等收購的鰂魚涌吉祥
大廈 過去分拆成10宗個案入稟申請強
拍 繼5月首次強拍後 今日將再有一
個地段拍賣 位於禮信街16及18號與七
姊妹道217及219號 已收購96.111%
底價1.63億元 為整個吉祥大廈年內第
2次強拍
地盤註冊面積約2,263方呎 現為一
幢於1960年落成的9層高商住大廈 規
劃為 商／住 用途 第一太平戴維斯
陳超國指 日後可作商業/住宅 商業/
寫字樓或酒店用途

另外 九建作為大業主的 環字八街
重建項目 今日亦有兩個地段進行強制拍
賣 底價分別為1.071億元及7,58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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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繼續積極賣地 以填補土地
供應不足的 缺口 今日將有
兩幅土地截標 其中以九龍灣宏
照道與臨利街交界商業地規模最
大 佔約46,253方呎 地積比率
約12倍 可建樓面約555,035方
呎

由於是次地皮附有分拆限制
料發展商出價保守 多間測量師
行調低估值 預料地價由17.76
億元至28.7億元 樓面地價由
3,200至5171元
同日截標的西貢篤康村路住宅

地 地盤面積約86,898方呎 2
倍地積比率 最高樓面約
173,796方呎 限建不少於270
個 地盤不能興建超過8層高
規劃為 住宅(乙類)4 發展商
需要向地政總署提交噪音影響評
估報告及貫徹日後有關方案的落
實和安排 綜合市場資料 該地
估值由7.3億至8.35億元 樓面
地價介乎4,200至4,804元

新盤推售一
浪接一浪 加上辣招影響 整體樓市氣氛
淡靜 截至10月30日為止 整體物業(包括
一手私樓 二手住宅 一手公營房屋及非
住宅物業等)註冊量錄4,380宗 市場料10
月數字勢必不足5,000宗 連續7個月整體
物業註冊維持約4千至5千多宗水平 整體
物業註冊量繼續於低位徘徊

美聯物業首席分析師劉嘉輝表示 整體
物業註冊量繼今年第二季創出約23年的新
低後 10月亦同樣創1991年以來的23年同
月新低 更是首次出現低於5,000宗水平的
10月份 翻查紀錄 自1991年至2012年
整體物業註冊量最多一年為1991年 當年
10月份錄超過2萬宗 而最少一年則屬於
2001年 該年10月只有5,183宗 而偏低

宗數正值反映 911 事件

若以住宅物業分析 在不包括一手公營房
屋之下 10月首30日一手私樓及二手住宅註
冊量合共錄3,364宗 最終勢必低於4,000宗
同樣打破歷年10月的低位 比起2001年10月
4,534宗更少 值得一提的是 近數月發展商

已加快推盤步伐 按月計算 10月迄今一手
登記數字已創半年來第二高 否則月內住宅
註冊宗數甚至更少
不過 由於近期發展商提供折扣優惠

市場反應亦見理想 購買力投向一手 只
是鑑於簽署買賣合約至遞交到土地註冊處
註冊登記需時 因此預期本月註冊個案才
能反映近期市況 新盤增加優惠的同時
有業主又擴大議價空間 促進交投步伐
在此推算下 相信本月份整體物業註冊量
將較10月有所回升

10月物業交投創23年同月新低

浪澄灣首批80伙可望沽清
一度因先到先得方

式排隊引起爭拗 而改為抽籤的大角咀浪澄灣昨日
中午12時截票 下午2時於售樓現場舉行抽籤儀
式 由畢馬威會計師行在場監票 並有一手住宅銷
售監管局人員在場監督

抽籤由恒隆地產集團工作人員以人手負責 集團
傳訊助理董事關則輝表示 浪澄灣合共獲1,567
票 當中最大手入票者為20至30票 以首批80伙
計 接近20倍超額登記 私人及公司票都有 80%
為用家 每票只限買1伙 無論私人或公司名義
於簽定正式買賣合約前都不可以轉名 並有信心明
日80伙會全日沽清 面價可套現8億元 若全部用
18%折扣優惠 套現6.7億元

被問及上周六晚11時半才決定改抽籤賣樓 關則
輝解釋 因市場反應比預期好 為了維持秩序 作
出果斷決定 於上周六晚改用抽籤形式及延至明日
開售 但不知有否南亞裔人士 他指出 日後再加
推時都會用抽籤形式賣樓 他又稱 會視乎明日早
上10時開售反應決定加推數目 期望今趟可銷售
200至300個單位
昨日約有100多名代理到場 由於有6個號碼籌

號包括1451 1352 1453 1454 1455 及1569
號籌未有用到 因此 最後一個籌號號碼為1,573
號 頭籌為A105號 其中一個籌號為A1404 恒
隆職員現場讀A1404 但有現場人士認為是A4014
經監票的會計師行監定為A1404

地副董事總經理雷霆昨表示 Imperi-
al Kennedy 首批 50 伙 平均呎價

29,988元 當中48伙為標準戶 位於中高
層 為大3房及中3房間隔 及2伙特色
戶 項目與同系天璽一樣提供相同稅務優
惠 並作出簡化 計劃下周推售

首批50伙提供4種付款方法 採取200天即
供付款的 現金付款計劃 個人名義買家
獲10%基本折扣 10月內曾認購天璽者額外
獲1%折扣 新地會會員有3%折扣 合計有
14%折扣 有限公司名義買家選用200天付款
可獲減10%折扣 董事中有新地會會員享3%
折扣 曾認購天璽者額外獲1%折扣及於11月
15日前成交時享15%折扣 合計29% 若用
建築期付款 私人名義買家享7%折扣 新地
會會員享3%折扣及250天內提早付清樓價最
多可獲10% 曾認購天璽者額外獲1%折扣
於11月15日前成交享2%折扣 合計23%

至於有限公司名義買家採用建築期付款 可
即減15% 新地會會員享3% 曾認購天璽者
額外獲1%折扣及250天提早還款有10%折扣
合計29%
另外 新地亦向個人名義及有限公司名
義買家提供過度性貨款 分別最多相等於
樓價6.8%及14% 於成交期內清還 息率
為P+2%的二折
新地代理助理總經理胡致遠表示 項目價

錢反映樓盤質素 至於會否盡推全數161伙
要視乎市場反應 計劃下周推售 項目全部
單位可獲贈大電視機 全屋電動窗帘 及全
屋地版 樓盤示範單位共2伙 分別為交樓標
準及連傢具單位 於今日開放予公眾參觀

價單顯示 單位位於20樓至42樓 實用
面積由564至1256方呎 未計折扣前售價
由1,479.4萬至4,992.1萬元 目前同區大型
屋苑寶翠園實呎價約18,602元 料期對區

內樓價造成壓力

其他新盤方面 今早推售的觀塘觀月
樺峯昨晚6時截票 共獲246票 以首批90
伙計 超額登記1.7倍 入票的客人主要為
用家 有家庭客大手入票7張 發展商已即
場抽籤及公布揀樓次序 入票的準買家
60%以上來自九龍區 20%為新界區 近
20%為港島區 當中有數組客人考慮計劃
購入兩伙單位 九龍站天璽新推24伙昨晚

截票 共收600票 超額24倍 明日開
售
至於 THE AUSTIN 昨日新入票約148

票 大埔海鑽 天賦海灣及銅鑼灣yoo Res-
idence各售出1伙

另外 光萬投資於九龍塘耀爵臺公布新
優惠 於11月15日前首6個分層單位的買
家可獲8.5%售價折扣 變相減價8.5% 並
可以1元優先認購車位一個

西環新盤公司買平過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