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顏倫樂)屋宇署
昨公布，11月批出9份圖則，按月跌
50%，為9個月的新低。最大宗批則
個案為新地在馬鞍山村的獨立屋項
目，佔地115.4萬方呎，批准興建180
幢2層至3層高洋房，另有1幢3層高
會所及1幢3層高(有2層地庫)，提供

住宅樓面34.62萬方呎，非住宅約5.05
萬方呎。

私宅「零動工」再現
屋宇署同日公布，11月未有私人住

宅項目向屋宇署遞交「動工通知」，
導致「零動工」，為近年罕見，對上

一次零動工已在2009年5月，但值得
一提，當時市場仍以鈎地方式賣地，
市場土地供應短缺，與今次政府主動
大增土地供應，並主動推地的態度迥
異。
利嘉閣地產研究部主管周滿傑解

釋，雖然政府近年積極賣地以
求增加房屋供應，但住宅項目
開展速度卻明顯脫節，造成今
次「零動工」的怪異現象。
統計去年首11個月數字，
動工量9,392伙水平，較2012
年 同 期 的 12,997 伙 減 少

28%。不過，因多個大型項目已批准
起動，只要上蓋建築工程趕及年底開
展，2013年私宅動工量仍有可能達到
1.3萬伙至1.5萬伙水平，不致令按年
動工量出現「負增長」的局面。

去年落成量難達標
落成量方面，去年11月只有 558

伙，按月大跌81%。美聯物業首席分
析師劉嘉輝表示，若以去年首11個月
落成數字合計，累計7,923伙，與差
餉物業估價署早前預測2013年落成量
13,550伙相比，暫僅佔58.5%，即差
幅仍超過4成，全年若要達標的話仍
差5,600多伙，相信12月單月將難以
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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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鞍山獨立屋項目批出

恒地八鄉地盤 謀求發大9倍

美聯：港島樓價看跌10%

CCL指數連升兩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嘉銘）二手續吹淡風，樓價指數

踏入2014年維持窄幅波動。中原城市領先指數（CCL）最新
報119.07點，按周上升0.11%；中原城市大型屋苑領先指數
（CCL Mass）報118.19點，按周上升0.29%。兩大指數雖然
連升兩周，同創四周新高，但尚未追回前三周的跌幅。
中原地產研究部高級聯席董事黃良昇指出，CCL兩周累升

0.39%，而CCL Mass兩周累升0.6%，但CCL之前三周累跌
1.48%，CCL Mass之前三周則累跌1.8%。樓價會否出現新一
輪調整，仍有待觀察。

九龍區指數24周新高
至於最新的四區大型屋苑樓價指數方面，港島、新界東及

新界西跌，但九龍獨升。九龍區指數報121.06點，創24周新
高，按周升2.2%，升幅為27周最大，並連升兩周共2.9%，
追回早前兩周累跌的2.8%。港島區指數報124.22點，按周跌
0.5%。新界東區指數報119.55點，創六周新低，按周跌
0.63%。新界西區指數報99.93點，創四周新低，按周跌
0.98%，並連跌兩周共1.97%。
此外，按正式買賣合約按周數字計，CCL去年升2.84%，

遠低於2012年19.75%的升幅；CCL Mass去年升3.46%，亦
遠低於2012年21.68%的升幅。

「中」「美」預約睇樓齊跌
同時，二手睇樓量在一手貼市價搶客下繼續一沉不起，美

聯董事及營運總監布少明指，多個新盤於本周開價，價格亦
甚具競爭力，以致2014年首周末本港15個二手指標屋苑預約
睇樓量跌1.5%，錄得約865組，連續第七個星期下跌。中原
亞太區住宅部總裁陳永傑表示，本周末十大屋苑錄得520組
預約睇樓，比上周再減3.7%，睇樓量繼續處於低位水平。

物業註冊23年新低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顏倫樂) 過去一年辣招鎖住購買力，全

年交投極為淡靜，土地註冊處昨日公布，全年整體物業只得
70,503宗成交，按年大跌約39%。成交宗數是自1991年後首
次低至僅約7萬宗水平，創23年新低，而金額則錄4,563億
元，按年跌約30%，為5年來新低。
美聯物業首席分析師劉嘉輝表示，去年各類物業宗數皆跌

其中新盤在新例實施下，推盤量一度出現真空，縱使第4季
多個新盤相繼推出，亦未能改變全年一手宗數回落的局面，
一手私樓註冊量錄9,986宗，按年跌23%。

非住宅物業跌幅超新盤
至於去年的二手市場表現疲弱，宗數更創新低。據了解，

去年二手住宅註冊量錄41,784宗，按年減少約4成。而跌幅
最多的是工商舖、純車位及其他等非住宅物業，去年錄
17,692宗，按年大減45.4%。
劉嘉輝預期，今年亦有多個新盤應市，相信可望帶動今年

一手私樓登記數字有所回升，不過，新盤持續推優惠吸客，
搶去二手購買力，加上辣招未撤，估計今年整體物業成交將
會進一步下挫至6.5萬宗，創廿四年的紀錄新低。
受惠多個新盤減價推售，土地註冊處公布上月的整體物業

註冊量，錄得6,003宗，按月升18.6%；金額錄得536.5億
元，上升23.7%。當中一手成交升幅最明顯，錄得2,008宗及
197.2億元，較11月升79.9%及19.7%。

恒地GGT工廈再錄成交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梁悅琴)九龍西活化工廈項目令市場投

資氣氛升溫，恒基地產旗下長沙灣永康街Global Gateway
Tower（GGT）高層逾半層樓面新近獲投資者斥資4,038萬元
購入，為該項目最大額單一買賣。
負責促成交易的中原(工商舖)工商部副營業董事張威光表

示，GGT高層09室至13室，總樓面5,438方呎，成交價
4,038萬元，呎價約7,282元至7,490元。據了解，新買家為區
內投資者，打算購入上址作長線投資收租，預計日後每平方
呎租金可達25元，可享租金回報逾4厘。GGT預計明年6月
前入伙，目前已沽出逾15伙。

凱德商用轉讓星國物業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黃嘉銘）凱德商用（6813）昨表

示，公司聯同凱德商用新加坡信託管理公司，授予由鼎邦房
地產私人公司及劉景發(新加坡)公司組成之財團，以5.79億新
加坡元（約35.5億港元）購買西城大廈的期權。公司指，該
財團購買權的行使期限為1月24日。
西城大廈坐落於裕廊商業區，總樓層為20層，辦公樓可出
售淨面積為30.5萬平方呎，預期將於本年底竣工。購物中心
總樓層為7層，包括250多家零售商店，淨租賃面積約41萬
平方呎。購物中心已於去年12月2日開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顏倫樂、梁悅琴）趁政府
「缺地」，恒地及相關人士申請修訂元朗八鄉東匯
路一幅佔地約27萬方呎土地發展，把地盤地積比率
由0.4倍一舉增加至4倍，可建樓面由3.98萬方呎增
加至39.78萬方呎，發展規模足足擴大9倍。
據了解，恒地及相關人士一直爭取把該八鄉「綜
合發展區」用地發展成洋房，是次大膽申請修訂分
區大綱核准圖的註釋，將地盤「小區(a)site 1」地積
比率由0.4倍增至4倍，可建樓面由3.98萬方呎增加
至39.78萬方呎，並局部將樓宇高度由3層提升至19
層，單位數量由約50洋房增至475伙分層。

乘政府檢討錦田南用地
發展商申請理由為：「主要回應政府近來積極覓
地，而且規劃申請中的『綜合發展區』位於西鐵錦
上路站旁，目前『錦田南土地用途檢討』正研究大

幅提升錦上路站住宅發展的密度，藉着鐵路車站帶
動，該『綜合發展區』和鐵路車站地皮和附近一帶
將可成為一個新住宅小區。」業界估計，申請人是
趁規劃未落實前「偷步」申請，以加快發展。
城規會資料顯示，發展商計劃將整幅地皮劃分成
小區(a)、小區(b)，其中住宅發展主要在小區(a)，小
區(b)則成為公眾休憩用地。而小區(a)內又會再分兩
期發展，其中錦匯路以西的site 1會率先發展，佔
地99,459方呎，擬以4倍地積比率，興建39.78萬
方呎樓面，會發展6幢19層住宅，單位數量約475
伙。
至於東面的site 2，佔地面積小及被道路分開，因

此建議該地盤的發展參數，可按現進行中之錦田南
整體規劃檢討報告適度修訂增加。翻查紀錄，項目
去年底亦曾遞交申請，當時的計劃是第一期先興建
52幢2層高洋房，發展樓面約72,798方呎，餘下約

3.51萬方呎會留作第二期發展。事隔一年，申請發
展的規模可謂有差天共地的變化。
據了解，申請人為 Super Asset Development

Limited，董事張煒棠及黎永堅，二人過去曾用不同
公司名義替恒地收購舊樓。

天榮站門檻降 長實嘉里叫好
另外，對於港鐵大幅修訂天水圍輕鐵天榮站招標

條款，取消分紅制及不設補地價，又列明港鐵可以
用1.6倍市值回購，發展商叫好。長實集團執行董
事趙國雄表示，港鐵修改天榮站入標條款是好事，
適合市場情況，對整體市場都有利，暫未定會獨資
或合資入標。
嘉里發展執行董事朱葉培認為，港鐵取消分紅制

的新作風屬好事，更形容是「世界變」，可以令發
展商更準確落價，集團目前仍研究會否入標。

高士台低懿山30%爭客
折實呎價22989 最快下周推售

嘉里發展執行董事朱葉培形
容，高士台首批單位為「高

興價」，訂價克己，並非受其他新
盤開價影響，主要因為是第一批單
位，期望可以有好起動，售價比同
區新盤價低，但高於二手價。

一人一票 最高15.8%折扣
嘉里物業代理市場策劃總監吳美
珊表示，公司昨日已委託地產代理
銷售及開始收票，一人一票，一票
最多可選3伙，但要入3張本票，每
張30萬元，以抽籤形式賣樓。項目
最高折扣為15.82%，首批50伙售罄
折實套現逾10億元，訂價計市值約
13億元。
吳美珊指出，首批50伙主要分

布於第1座A、B、C單位及第2座
A及C單位，包括2房及3房戶，
實用面積由 756 方呎至 1,513 方
呎，折實售價由 1,525 萬元至
4,200萬元。發展商付款方法包括
一次過付款計劃照售價減5%，以
及最高20%的第二按揭付款計劃
照售價減2%等。另外，買家於2
月 28日或之前簽署臨時買賣合
約，可獲3%折扣，同時發展商又
提供「印花稅津貼」，以新稅率
計算，最多達8.5%，綜合優惠的
總折扣高達15.8%。
朱葉培又稱，集團今年計劃推
出的樓盤還包括九龍塘義德道、

太子道西喇沙利道兩個現樓項
目，九肚項目亦期望能趕及今年
內預售。

長實DIVA推二按吸客
至於另一新盤，長實旗下北角

電氣道DIVA昨日開放示範單位
予公眾參觀，以及開始接受收
票，長實高級經理曹皎明表示，
收票至1月9日下午5時止，私人
名義買家可以每人最多入2票，而
每名公司名義買家只可入1票。
她又表示，集團為買家為推出最

高樓價20%的第二按揭，按揭利率
為P(P為5.25厘)，無論建築付款或
即供付款買家均可選用，最多20年，
一按及二按最高80%。
面對下周3個新盤同步推售，長

實集團執行董事趙國雄指出，大
家的位置及客源不同，不會有銷
售壓力。他表示，去年集團售樓
目標，因受預售樓花同意書批出
進度而受少少影響，有信心今年
所有項目均可按時獲批預售樓花
同意書，售樓目標可高於去年，
除大埔鳳園嵐山1期獲批售樓紙
外，其他有機會今年獲批售樓紙
的項目尚有荃灣西站7區、將軍澳
日出康城3期等。至於其他快將推
出的新盤會否提供優惠，他認為
要考慮市況，在付款辦法作出配
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悅琴）港島區新盤爭相出擊，嘉

里建設以送稅等優惠推出西半山興漢道高士台首批50伙，

折扣高達15.8%，折實呎價22,989元，入場費1,525萬元，

比鄰近第二街新盤懿山相近面積單位呎價低30%，最快下周

推售；長實於北角電氣道DIVA夥拍系內AMTD推出最高20%

二按，並於昨日開放中環中心示範單位，即日起至1月9日

收票，私人名義最多入2票，公司名義限入1票。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陳
楚倩、黃嘉
銘）美聯物業
港島區董事楊
永健表示，港
島樓價短期有
5%至 10%下
跌空間，上半
年跌幅更達
15%，而下半

年跌幅將收窄，甚至回升。
他指出，港島區一手市場之中，目前

已批預售樓花同意書但未發售的新盤有
300伙，待批預售樓花同意書的項目亦有
782伙。而且，港島西區樓價抗跌能力
高，加上南港島和西港島線通車，相信
可為一手市場帶來動力。
至於港島區二手方面，楊永健認為，

隨着去年累積的購買力逐漸釋放，港島
區成交量較去年活躍，料升2成。他預
期，內地投資移民客的增加及豪宅供應
量的減少等因素影響下，料有利今年豪

宅的價格及供應量上升。

長實劈價非看淡樓市
長實(0001)北角DIVA首批50伙的價位

較隔鄰維峯低 20%，優惠折扣最多
25%。楊永健認為，從長實今次提供的
優惠可反映其銷售決心，而非看淡樓
市。他預料，長實日後推盤繼續以優惠
吸客，採取積極策略以達銷售目標，但
預期優惠折扣不會超過兩成半。
美聯物業營業董事吳家棟表示，綜觀

去年，港島區一手私樓註冊量僅錄1,128
宗，較2012年下跌28.8%。

梁兆基料微跌機會大
另外，滙豐亞太區業務策略及經濟顧

問梁兆基昨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美國
退市步伐溫和，但資金由發展中國家流
向歐美市場，相信資產組合的調整將影
響本港資產價格，隨着樓市供應增加，
估計今年樓價輕微下跌。他又指出，美
國存在通縮憂慮，短期內沒有加息誘
因，最快或要等到2015年之後。

西半山部分
屋苑叫價

樓盤 實呎價
懿山 29,650元
曉譽 14,000元
縉城峰 16,650元
廣豐臺 14,630元
寧養台 14,850元
俊傑花園 13,500元

■嘉里發展執行董事朱葉培
認為，高士台訂價克己，又
與港島區其他新盤客源不
同。 記者張偉民 攝

■美聯物業港島區董事楊
永健。 記者陳楚倩 攝

■中原地產
本周末十大
屋苑預約睇
樓 量 少
3.7%。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