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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政治
爭拗不斷 經濟前景不明朗 加上物業價
格正處高位 高力國際最新發表的 2014
年全球投資者情緒調查 就對本港的投
資興趣方面 香港的排名由去年第2位 顯
著回落至第5位 反觀新加坡 物業投資前
景理想 排名由去年第3位躍升至第1位

高力國際亞洲資本市場及物業投資服務
董事總經理鄧文傑表示，大部分受訪亞洲
投資者相信區內物業市場於未來12個月有
改善，較去年信心水平為高；但憂慮美國
可能收緊刺激經濟措施及亞洲地區經濟增
長較預期為慢，投資者取態依然審慎。調
查發現，在未來12個月，42%亞洲受訪者
考慮以中國為投資重點，其次是新加坡、
日本、印度、香港及東南亞。
而在考慮投資地點中，香港排名下跌由

第2位回落至第5位，主要因資產價格高企
以及政府的調控措施影響。新加坡成為亞
洲投資者於未來12個月的首選投資城市。
去年居首的上海在最新的調查中名列第3，
東京和香港分別位居第4和第5。印度孟買
首次上榜，即成為亞洲投資者來年最可能
投資的熱門地點中居第2位。

高力國際亞洲研究及諮詢行政董事盧永輝表示，香港
排名下跌，主要因資產價格高企以及政府的調控措施影
響，預期未來1年本港一般住宅、寫字樓物業等跌幅將
達15%至20%，而中小型物業跌幅會更顯著，相反零售
及工廈跌幅較細。由於預期明年樓價回落，相信對外資
吸引力會有所上升。上述調查的受訪人士主要包括投基
金、發展商等，收回問卷近600份。
鄧文傑續說指，人民幣的升值和長遠增長潛力是中國

吸引投資者的因素，部分投資者亦將焦點放在新加坡寫
字樓物業市場正處於復甦周期所帶來的機遇。

一手減價戰令新盤成
為年尾樓市的暖流，但同時亦搶盡購買力，二手業主要
出貨，非減價不可。

美聯鄧百垣表示，美孚新邨萬事達廣場15號中層D
室單位，實用面積936方呎，業主最初開價918萬元，
累減90萬元後，以828萬元成交，減幅近一成，實用呎
價8,846元。原業主於2010年2月以553萬元購入上述
物業，轉售獲利約275萬元，升值約5成。
世紀21北山嚴智贇表示，北角丹拿花園3座中層E

室，以低市價一成的700萬元成交，實用面積665方
呎，實用呎價10,526元。據了解，原業主於2007年7月
以360萬元購入上述單位，持貨至今6年，轉售獲利約
340萬元。
中原周世康表示，香港仔福群大廈A座高層4室全海

景戶，實用面積483方呎，原業主最初叫價520萬元，
及後減價25萬元，以495萬元易手，減幅約4.8%或25
萬元，實用呎價10,248元。原業主於2003年11月以159
萬元購入，是次轉手賬面獲利336萬元，升值達2.1
倍。

二手淡風續吹，連帶居屋都開始有業主減價出貨，中
原陳永強表示，粉嶺居屋欣盛苑D座中層08室，實用
面積401方呎，業主早前開價190萬元，終減價10萬元
以居二市場價180萬元易手，實用呎價4,489元。原業
主於1993年10月以52.31萬元(當時單位亦未補地價)購
入上址，持貨20年多，現轉手獲利127.69萬元離場，
升值約2.4倍。

在 批出多 新申
請少 之下 地政總署最新資料顯示 累積待批預售
樓花的單位數目持續下跌 10月份進一步回落至16個
月新低 待批數量為8,281伙 期內只有嘉里建設申
請太子道西298號住宅項目 涉及單位約56伙 截至
9月底為止 建築中而未售出單位高達5.1萬個的紀錄
新高 加上近月發展商推盤步伐明顯加快 美聯物業
首席分析師劉嘉輝預期 新申請預售樓花同意書的單

位數目於未來將會回升

地政總署最新資料顯示 10月份批出灣仔皇后大道
東200號囍匯A地盤(1,096伙) 以及舂坎角環角徑2號
(7伙) 兩個項目共提供1,103個單位 按月急升逾
90% 並創3個月新高 美聯物業首席分析師劉嘉輝
表示 上月再有大型項目獲批預售樓花 令到目前已

批出預售樓花同意書但從未發售之主要項目合共涉及
3,943個單位 加上現時正在推售的項目以及貨尾
盤 預期未來新盤推售的速度將加快
市場消息指出 合和及信和合作的灣仔皇后大道東
200號囍匯A地盤 有望趕及於本年內推售 劉嘉輝
指出 連同早前已批出的東涌第55B區(1,419伙) 屯
門鄉事會道83號(911伙) 筲箕灣道333號(274伙) 粉
嶺聯和墟項目(144伙)及筲箕灣西灣臺1-10號(92伙)
合共可提供3,943個單位 不難發現 此批近4千伙的
已批單位中 超過1,400伙為港島區物業 相信隨着
項目陸續推售 有望推高港島區一手交投

待批樓花減至8281伙 16個月新低

今年初
曾表示香港賣樓目標
300 億元的長實集
團 至昨日止年內只
套現約37億元 即及
目標12% 對於今年
賣樓可否達標 長實
集團執行董事趙國雄

昨表示 從來不會擔心賣不到樓 只是成事在人 謀
事在天 只要政府一批售樓紙 便會推售 其中鄰近
剛開價的維峯的北角舊樓重建項目有機會短期內推
售 亦期望將軍澳日出康城3期的售樓紙會快批出
並笑言 期望明年還見到我
至於新盤會否加入送稅優惠 他稱 每個發展商有

不同銷售手法 優惠其實反映於地價上 未來於地價
高企時買入的項目應該不會有如此高優惠

趙國雄表示 近期同行提供多個不同買樓優惠 相
信與項目的地價有關 現時銷售的項目地價較低 令

發展商有空間提供優惠 同時仍然擁有合理利潤水
平 但隨着近期出售的土地價格逐漸回升 若要維持
合理利潤所提供優惠將收窄 甚至將其優惠成本反映
在單位價格上
他指出 雖然近月來新盤已吸納逾百億元資金 但
相比以往1個月賣樓都有200億至300億元計 只是一
個小數目 市場上仍然有充裕資金

趙國雄表示 集團旗下兩個鐵路沿線項目已由港鐵
代為申請預售樓花同意書 據現時審批進度估計 將
軍澳線康城站上蓋 日出康城 第三期 較荃灣西站
第七區 又稱環宇 更早獲得預售樓花同意書 集團
已準備銷售工作 待同意書批出後便能推行銷售 他
又稱 恒基地產於北角區新盤維峯剛公布價單 會留
意該項目的銷售情況 有機會於短期內推出集團旗下
於北角電氣道重建舊契項目 同系的荃灣昇柏山已售
出80%單位
對於有大行分析指 本港樓價會跌30% 他認為
本港現時經濟表現仍然向好 加上低息環境仍然持
續 短期內本港樓價大跌機會不大

身兼泓富資產管理(ARA Asset Management)主席的
趙國雄昨表示 早前長實出售泓富資產14.07%股權予
新加坡財團Straits Trading Company STC 主要
是期望引入有實力的合作夥伴 令泓富資產管理將來
發展更加強大 目前尚待星交所批准
至於同為置富產業信託(0778)主席的趙國雄被問及會

否再向大股東長和系買入物業時指出 置富產業無義務
買長和系的資產 長和系亦無責任出售物業予置富產業

其他新盤方面 新地於西環 Imoerial Kennedy 昨晚
截票 消息指 共收約130票 以明日推售20伙計
超額登記 5.5倍 市傳最大手入12張票 至於柯士甸
站The Austin乘勝追擊 前晚再修訂早前曾公布100
伙大單位價單 提價1.25% 平均實呎29,101元 只
限於昨日接受登記 私人名義可買最多2伙 公司名
義只可買1伙 明日進行抽籤 本周六早上10時推
售 該100伙中 3房佔64個 4房佔36個 此外
華懋於九龍沙埔道御 豪門上載售樓書 銅鑼灣yoo
Residence昨加入30樓C及E室獲車位認購權 該盤昨
售出1伙 北角維峯公佈於周日早上先推30伙

於商業核心的美利大廈 早前截標已吸引多達18個財團入
標 競爭激烈 最終由海港企業投得地皮 高緯環球大中

華區評值諮詢部董事張翹楚表示 中環核心區的資產向來為財團
的 搶手貨 而該一帶過去出售的地皮亦不多 故今次出現
搶崩頭 的情況 對於中標價錢超出預期並不意外

他估計 雖然地皮因為內部改裝限制 未必可以成為5星級酒
店 但地皮的服務對象為來往中環的高端旅客及高層管理人員
出租率可以預期九成以上 若地皮發展成服務式住宅 更可以供
公司客長租 收入穩定 呎租可以達80元以上 預計投資回報
率可以達4厘以上
翻查資料 今次美利大廈中標價錢的確 超哂班 為政府多

年來推出酒店地中 最貴的一幅 創下紀錄 而近年推出的純酒
店地 最貴一幅為今年3月賣出的北角北角邨里及書局街地皮
由新地以27.22億元投得 樓面地價7024元 以此計算 今次美
利大廈的中標價較當時高出92.69% 反映出地皮位置的價值

今次高價投得地皮的海港企業 雖然擁有尖沙咀馬可孛羅酒
店 但過去於香港鮮少買地建酒店 公司昨日與母公司會德豐發
出通告 指美利大廈是屹立近半個世紀的著名地標建築物 並可
能是在香港中區作大型酒店用途的最後一幅黃金地塊 根據該交
易的條款 發展商須保留美利大廈外牆 並最遲於2018年年底
前將之改建為酒店
美利大廈位於紅棉路 鄰近山頂纜車站及香港公園 地盤面積

約68,136方呎 可建非住宅樓面約325,073方呎 賣地章程規
定 大廈不可拆卸 只能作內部改裝 70%要用作酒店發展 其
餘30%可作零售 餐飲及展覽場地 中標財團要在投得項目半年
內遞交總綱發展藍圖 交代公共空間安排 最遲2018年尾落
成 預期改建技術複雜

回溯美利大廈的歷史 前身原為政府辦公室 於1969年落
成 樓齡約44年 樓高27層(另有層平台及地庫) 美利大廈為
2009╱2010年施政報告公布保育的7個中環項目之一 城規會
2010年7月並通過地皮改用途 但因 中區分區計劃大綱草圖
的司法覆核 有關賣地計劃一直延至今日

會德豐44億奪美利大廈

長期蟄伏於港
島東的太古地產(1972) 昨日以26.38億元投得
九龍灣商業用地 正式 進軍九龍東 樓面
地價為4,753元 韋堅信測量師行估值董事林晉
超表示 太古地產過去亦較少拆售商業物業
故今次能以更積極的出價投地 相信太古加入
發展東九龍 將有助政府發展東九龍成 新中
環 的計劃 而今次太古進駐九龍東 亦表示
發展商對該區發展前景的信心 預料日後同區

其他地皮會繼續加入全幢出售的限制條款

同日開標的西貢住宅地 地政總署公布 由
信置以8.5億元投得 樓面地價4,891元 信置
(0083)營業部聯席董事田兆源表示 項目將興建
超過270個住宅單位 發展與集團位於西貢市
中心的項目將互相裨益 業界預料 地皮日後
出售 實用呎價可達12,000元

賣樓只達標12% 長實料短期多盤齊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