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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灣3小時沽清176伙
施政報告不加辣 新盤繼續熱銷

淡馬錫37.6億奪觀塘商地

尚悅月底入伙 同區租盤受壓
香港文匯報訊 元朗大型屋苑尚悅預計將於本月底入伙，
由於屋苑擁有大型會所，加上交通方便，令不少租客及用家
趨之若鶩。隨入伙期將至，不少業主已將單位推出市場放
租，租金更較區內其它大型屋苑相宜，甚至與舊式單幢洋樓
租金相若，吸引力大，至今速錄約40宗預租個案。
中原地產蔡世鵬表示，尚悅最新錄得13座中層F室之租務
成交，單位實用面積356方呎，兩房間隔，原本叫租每月
9,500元，日前減至8,100元租出，減幅近15%，折合平均實
用呎租22.8元。按買入價約351萬元計，上址租金回報率約
2.8厘。
蔡世鵬指，現時尚悅約有150個待租盤，兩房單位月租叫

價約8500元起，三房套房單位月租約1.6萬元起，預計屋苑
收樓後租盤供應將會遞增至數百個，租金將有下調空間，料
對租務成交帶來幫助，刺激租務成交量。

租金下行 全年累跌0.7%
事實上，租盤需求續減，50屋苑租賃創新低。利嘉閣地產
研究部主管周滿傑指出，聖誕月二手市場則租買兩閒，綜合
該行數據，上月全港50個指標屋苑僅錄810宗租賃成交，較
11月份的826宗減少2%，數字不僅連跌5個月外，單月租賃
成交量更創下近10個月新低；屋苑租金則按月再跌0.1%，
令平均建呎呎租下滑至25.24元水平，按全年計，整體租金
則下跌0.7%，連升4年後終於首度錄得下跌。
新界區二手租賃最為淡靜，該區21個指標屋苑上月僅錄
297宗租賃個案，較11月的329宗減少10%；九龍區20個指
標屋苑上月亦僅錄338宗租賃成交，按月減少5%；反觀，港
島區9個指標屋苑上月累錄175宗租賃個案，則較11月的141
宗倒增24%，成為靜市奇葩。
租金走勢方面，九龍區屋苑租金跌幅稍大，21個屋苑上月
加權平均成交呎租報25.22元，按月跌0.2%；港島區9個指
標屋苑的租金，則按月下跌0.1%至每方呎28.96元；至於新
界區，20個屋苑租金按月亦跌0.1%至平均每方呎20.22元。
周滿傑預期，今年首季將有兩、三個大型項目入伙，由於
數量多達數千伙，新舊租盤競爭將更加激烈，租金有機會加
速下跌，估計首季完結前整體住宅租金將下調3%至5%。

業主轉租客 映灣園呎租22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嘉銘）昨日出爐的《施政報告》
未有為樓市「加辣」或「減辣」，強調繼續增加供應方面，
並表明將致力發展大嶼山，為區內樓市增添動力，有區內客
早前沽出東涌物業後，再購入同區新盤一個三房戶，昨日又
以20,500元承租映灣園套3房戶。
美聯田國輝表示，新《施政報告》強調將致力發展大嶼
山，為區內樓市增添動力，業主信心加強下，樓價料有支
持。一名區內客早前沽出東涌物業後，再購入同區新盤，昨
日又以20,500元承租映灣園套3房戶，於入伙前暫住。單位
為11座中層H室套3房戶，實用面積927方呎，望機場海
景，以20,500元租出，實用呎租22.1元。業主於2005年1月
以409萬元購入物業，租金回報率達6厘。
同時，同屋苑亦錄得低層戶成交。中原曹嘉華表示，6座
低層C室，實用面積560方呎，業主原先開價435萬元，最
終減價10萬元，以425萬元沽出，實用呎價7,589元。原業
主於2011年6月以358萬元購入單位，持貨2年多獲利67萬
元，升值19%。

海怡半島543呎578萬
另一方面，美聯葉志偉表示，《施政報告》指會放寬薄扶
林南的限制，並重建華富邨，預期周邊區域樓市潛力看俏。
其中鴨脷洲海怡半島33A座中層B室，實用面積543方呎，
獲投資客以578萬元承接，實呎價10,645元。原業主1995年
3月以約341萬元入市，升值約七成。
同一時間，同屋苑25座低層H室，實用面積724方呎，獲
投資客以820萬元承接，實呎價11,326元。原業主於2007年
12月以572萬元購入物業，轉售升值43%。

黃埔花園低層減62萬
此外，代理普遍認為一手供應持續增加及發展商繼續貼市
推盤下，二手市場成交量會繼續積弱，減風應繼續盛行。利
嘉閣余美寶指，九龍藍籌屋苑紅磡黃埔花園10期5座低層C
室，減價62萬元以1,138萬元易手，實用面積909方呎，呎
價約12,519元。中原陳燮佳亦表示，粉嶺置福圍豪峰嶺2座
高層A室，實用面積927方呎，業主開價738萬元，經議價
後連車位以660萬元易手，平均呎價7,120元，共減78萬元
或10.6%。

恒基地產營業(一)部總經理林達民表示，施
政報告提出私樓每年有萬多個供應，亦

是過去10年的平均數，相信市場可消化。他
又指政府是考慮到因應需求而增加供應，是
合理的計劃，料需求及供應平衡下，未來樓
價平穩發展。

林達民：施政報告合理
林達民稱，作為發展商亦不希望樓價大上

大落，若地價因供應增加下調，發展商的土
地成本減輕，樓宇亦可以平買平賣。至於施
政報告提出增加公屋及居屋供應60%，他
稱，此舉可以令社會各項結構都有一個市
場，政府應考慮到社會需要作出配合，以往
公屋、居屋與私樓的單位類別對其影響不會
好大，相信不會造成惡性競爭。
對於昨日迎海．星灣次批的銷情，他指
出，昨日下午5時開始揀樓，首100號籌出席
率高，首1小時已售出88伙，銷情比上周六
更快，當中2伙相連特色戶已於首小時內沽
出，分別為第19座28樓A室，實用面積1,380
方呎，售價1,943.8萬元，及第19座27樓A
室，實用面積1,378方呎，售價1,931.2萬元。
此外，亦有不少是向隅客，並有1客買入2
伙，售樓處於高峰期時有約1,200至1,300人
在場，反映市民好鍾意買樓。迎海．星灣昨

晚推售的176伙，實用面積由481至1378方
呎，售價由516.6萬至1,943.8萬元，呎價由
10,451 至 14,809 元，發展商提供的即供付
款、額外優惠及稅務等最高達16%折扣優
惠。

加推相連特色戶應市
林達民又稱，基於市場對相連特色戶有需

求，因此昨晚加推第三批價單亦包括此類單
位。
美聯物業董事及營運總監布少明表示，迎

海．星灣昨晚推出之一房至兩房細單位佔逾
百伙，當中門檻較低之山景戶對市場吸引力
極大，亦不乏向海之優質貨，故吸引到大批
外區客，其所佔比重更有40%，較首批之
30%明顯上升。布少明稱，有一組客連環購入
此盤兩個單位自用，涉及1個兩房戶及1個三
房戶，資金約1,600萬元。

買家4540萬購高士台2伙
其他新盤方面，一手住宅物業銷售資訊網

顯示，大埔海鑽．天賦海灣昨日以4,081.5萬
元沽出3座9樓B室；西營盤高士台昨亦沽出
2伙，為一買家大手購入1座19樓B室及C
室，涉資4,540.7萬元；北角DIVA亦沽出1
伙。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梁悅琴）新一份施政報告不撤招增供應，以送稅等優惠

促銷的新盤持續刺激買家入市意慾，恒基地產、新世界及培新合作發展的馬鞍

山迎海．星灣次批176伙昨午揀樓，成為施政報告後首個發售新盤。市場反應

持續良好，截至昨晚8時15分沽清，前後銷售時間短短3小時。發展商昨晚隨

即加推202伙，售價由532.8萬元至2,066.4萬元，將於周日開賣其中192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嘉銘）新
加坡主權基金淡馬錫昨日以37.69億元
中標觀塘商業地，計及最高樓面面積
66萬方呎計，折合呎價5,708元，高出
市場預期上限約8%，刷新東九龍商業

地呎價新高，並高於去年年底太古地
產投得同樣禁拆售的九龍灣商業地(呎
價4,753元)20%。

呎價5708元 高預期8%
地政總署昨公布觀塘商業地及火炭

住宅地皮的招標結果，兩地分別以
37.69億元及2.101億元批出，總地價
39.791億元。該署昨日指，兩幅用地
的批租期為50年，當中觀塘內地段第
761號的商業用地，以37.69億元批予
新加坡主權基金淡馬錫的全資子公司
豐樹產業旗下 Sunstone KB（HK-
SAR）Limited。翻查資料，豐樹產業
是繼去年5月以近17億元，高市場估

值近5成下投得青衣物流地後，再次以
高價在香港買地。
事實上，該地市場估值只是介乎

26.41 億元至 35 億元，樓面地價約
4,000元至5,300元，現時成交價若計
及最高樓面面積66萬方呎，折合呎價
高達5,708元，高出市場預期上限約
8%。同時，自政府於2011年提出「起
動九龍東」後，「牛仔褲大王」劉漢
松於 2012 年 11 月以每呎樓面地價
5,458元投得九龍灣常悅道、宏泰道及
宏遠街交界商貿地，但是次觀塘商業
地呎價高出近半成。
美聯測量師行董事林子彬表示，雖
然項目存在禁拆售條款，但仍獲不俗

的入標反應，並獲新高價購入，顯示
發展商及外資均睇好東九龍及啟德發
展區一帶日後的發展前景。

樂林路住宅地2.1億批出
至於另一幅位於火炭樂林路的沙田

巿地段第 603 號的住宅用地，則以
2.101億元批予Eltara Limited，母公司
為 AG Acquisition O （BVI） Limit-
ed），即是國際另類投資基金管理公
司安祖高頓旗下的安祖高頓亞洲。計
及最高樓面面積約2.7萬方呎，折合呎
價7,811元，較市場估值上限為8,200
元為低，估計將可發展為低密度分層
豪宅及部分洋房。

泓富尋內房項目投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泓富產業信託

(0808)主席趙國雄昨透露，泓富正與內地房地產商洽
談投資項目，內房企業有部分手持優良收租物業，
建議香港政府應利用接近祖國優勢，引進內房企業
來港發展房託基金市場。

股東通過收購創業街9號
他指出，目前新加坡交易所為房託基金提供多項稅

務優項，反觀香港未有積極在此方面提供優惠，本港
可考慮提供稅務優惠，簡化及加速審批程序，以提升

本港房託基金市
場發展潛力。

泓富早前宣布以10.1億元向和黃收購觀塘創業街9
號全部權益，並於昨日的股東特別股東大會上獲
94%股東通過。他指出，收購將可提升集團回報，
公布收購項目將可提升每基金分派單位由0.0744元
至0.0755元。問及有否憂慮收購對負債比率帶來壓
力，他指，目前負債仍屬低水平，是次收購將全數
利用銀行借貸支付，利息方面固定，相信項目今年
加租機會頗大，集團未來仍有空間進行其他收購。
根據通告，泓富通過收購後負債比率將由20.9%

升至29.4%。他指集團將積極洽談收購，相信今年派
息比率可增加。
身兼長實集團(0001)執行董事趙國雄表示，日出康

城III期緻藍天仍有待港鐵申請售樓紙，預期難以趕
及在農曆年前獲批，因項目涉GIC用地，故審批程
序較繁複。問及會否因此對今年銷售目標有壓力，
他坦言雖然「誠哥（長實主席李嘉誠）」早前提及
今年銷售目標要追回成績，但他相信香港人「鍾意
買樓」，故對銷售目標無太大壓力。

日出康城III料短期難售
對於施政報告持續辣招，他對此表示並不失望，

辣招主要針對需求管理，政府辣招有助樓市平穩發
展，長遠對本港經濟帶來穩定，發展商並不重撤
招，反而更重經濟基調平穩。
被問及集團投地計劃，他指出，集團對大型項目

把握較大，因這些項目可降低發展成本。對政府近
期推地項目，屬中小型項目，故較適合中小型發展
商，但集團未來仍會積極投地。

穗廣鋼新城推5地 總起始價155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古寧廣州報道）進入2014年，廣州
再度開閘賣地。廣州至今最大規模的舊改項目廣鋼新城於日
前正式掛牌出讓，首批5幅商住用地總起始價高達155億(人
民幣，下同)，成為繼2009年的廣州亞運城後，起拍總價最高
的住宅地塊。

每平方米或叫價2萬
方圓地產首席分析

師鄧浩志初步評估表
示，該地塊預計能拍
到 2萬元/平方米。
而以此計算，再考慮
到限最高地價的因
素，5地總成交價最
後可能會突破200億
元。
掛牌文件顯示，是

次出讓涉及荔灣區芳
村大道南以西鶴洞路
以南的兩宗居住用地
和三宗商住綜合用
地，總用地面積 28
萬平方米，總建築面
積120.5萬平方米，
起 始 樓 面 地 價 為
13,000 元/平方米，
總起拍價155億元。

所有土地均採用限地價、競配建拆遷安置房的方式出讓。
作為廣州中心六區內規模最大之一的舊改項目，廣鋼新城

土地出讓受關注是意料之中。在主城區土地資源日益稀缺的
廣州，「三舊改造」早已成為盤活存量土地的主要途徑，同
時也給開發商機會。根據規劃，到2015年穗將對13,834公頃
「三舊」用地實施改造。業界人士表示，2007年富力、合景
首試獵德村舊改、2009年保利拿下琶洲村、2010年新鴻基接
下林和村，2011年富力再獲楊箕村項目。不過，近兩年廣州
城中村改造似乎已趨停滯，複雜的改造難度和龐大的利益牽
扯下，推進城中村改造一直是頗具難度的挑戰。

■穗廣鋼新城開閘賣地。

■現住觀塘的王先生：「目前
香港樓價已平了」，計劃以
400萬元買星灣2房戶自住。

記者梁悅琴 攝

■現住沙田區的陳太：第二次
入票星灣，計劃買入單位自
住；香港住宅需求強勁，不擔
心樓價跌。 記者梁悅琴 攝

■恒基地產
營業(一)部
總經理林達
民表示，施
政報告提出
私樓每年有
萬 多 個 供
應，相信市
場可消化。

記者
梁悅琴 攝

■淡馬錫旗下豐樹產業繼去年5月投
得青衣物流地後，再次成功中標觀塘
商業地。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