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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本港1月H按計劃使
用比例大幅增加11.2個百分點至41.7%，經絡按揭轉介
首席經濟分析師劉圓圓更預期，各銀行將會加大力度
推廣較具競爭力的H按計劃，吸引業主鎖定低息尾班
車，令其使用比例有機會挑戰P按計劃領先地位。

經絡料銀行積極吸客
事實上，為力爭按揭市場佔有率，中銀香港首推與

銀行同業拆息(H)糅合的存款掛鈎按揭計劃予元朗爾巒
買家，其鎖息上限可媲美P按計劃實際按息，帶動H按
使用比例創出28個月新高。根據金管局住宅按揭調查
數據顯示，1月H按計劃使用比例大幅增加11.2個百分
點至41.7%，經絡按揭轉介首席經濟分析師劉圓圓預
期，銀行今年將會加大力度推廣較具競爭力的H按計
劃，吸引業主鎖定低息尾班車，相信H按計劃使用比
例有望進一步上升，不但與P按計劃平分秋色，甚至挑

戰P按計劃領先地位。
金管局住宅按揭調查數據顯示，1月P按計劃回落11.6
個百分點至56.1%，至於定息及其他按揭計劃則只有
2.2%。中原按揭經紀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王美鳳亦稱，
按揭競爭越趨激烈，在按息下調空間無幾的情況下，今
年初相繼有銀行積極加入H按市場，由於目前H按實際
息率低至1.91%，低於P按之2.15%，加上銀行將H按
封頂息率降低至與市場最優惠之P按息看齊，即使未來
拆息抽升，H按用家亦可享有與P按用家一樣的按息供
樓，令H按的波動性降低，H按吸引力因而大大增加。

新取用按揭下跌8.1%
劉圓圓指出，受到樓市辣招以及美國退市消息影

響，新取用按揭貸款出現下調，金管局住宅按揭調查
數據顯示，1月新取用按揭貸款錄得4,117宗，按月下
跌8.1%，涉及金額按月減少6.2%至112.97億元。

不過，1月份出台的《施政報告》沒有再為
樓市加辣，亦沒有減辣措施，因此樓市氣氛好
轉，成交量略為回升。新申請按揭貸款宗數，
按月增加17.6%至8,927宗，期內新批出按揭貸
款宗數及金額分別錄得5,799宗及 172.65億
元，按月分別大升19.3%及25.4%，至轉按方
面，1月份轉按貸款額按月微升0.8%至25.6億
元，宗數亦較去年12月增加3.2%至1,287宗，
由於按揭計劃之間的息差相差有限，因此轉按增加主
要是業主將物業轉按套現所致。不過，2月份為農曆新
年傳統樓市淡季，由於不少業主及準買家暫緩買賣，
二手成交較為淡靜，屆時按揭貸款數字有機會再次回
落。

平均還款年期25.5年
新批按揭當中，涉及一手物業按揭貸款金額按月急

增53%至60.29億元，而二手物業按揭貸款額亦按月增
加18.9%至86.75億元，但已持續半年不足100億元水
平。發展商加推及增加優惠促銷奏效，一手比例持續
上升，其貸款金額佔比例更由去年7月不足10%，上升
至今年1月的35%，並創2004年2月後新高，而二手比
例則回落至只有50%。同時，1月平均按揭貸款額按月
增加15萬元至298萬元，創出歷史新高，平均還款年
期亦重返306個月(即25.5年)的歷史高位。

鎖定低息 H按比例升破四成

香港文匯報訊 利嘉閣地產研究部主管周滿傑表示，次輪「白居
二」購買力出台後，不但刺激居屋第二市場成交大增，正面效應同時
亦惠及公屋市場，帶挈公屋第二市場物業買賣量值同創近半年新高。

1月暫錄43宗成交
根據香港房屋委員會及房屋署網頁最新數據，1月全港暫錄43宗公
屋第二市場買賣成交個案（按簽署臨時買賣合約的成交為準），涉及
金額約7,095.8萬元，較去年12月份的12宗及1,947.3萬元，分別大增
2.58倍及2.64倍外，表現勝過同期居屋第二市場量值錄1.73倍及1.63
倍的增幅外，單月成交量值更同時創出近6個月新高。
大市交投顯著回升外，熱門屋邨交投步伐亦跟隨加快，黃大仙鳳德

邨上月累錄5宗成交，涉及金額約為885.5萬元，量值分別按月急漲4
倍及3.92倍，表現最佳。同時，上月市場成交金額最高個案亦是來自
鳳德邨中層戶，實用面積489方呎，作價235萬元，折合每呎4,806
元。另外黃大仙黃大仙下（一）邨、沙田廣源邨及將軍澳寶林邨上月
各錄3至4宗成交，齊齊打破12月「零成交」悶局。
周滿傑續指，農曆新年期間樓市活動幾陷停頓，物業交投氣氛相當

薄弱，加上普遍用家觀望財政預算案，限制成交出現，預期今月成交
量未必如上月般理想，估計2月份公屋第二市場成交或會滑落至30宗
以下水平。

白居二帶挈
公屋買賣增逾2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隨立法會落實
印花稅草案，樓市前景逐漸明朗化，加快買家入市
步伐，加上一手新盤減價潮影響，二手業主減價壓
力增加，元朗加州花園及灣仔尚翹峰出現劈價百萬
元易手個案。

中原龍智烽表示，元朗加州花園翠松路雙號屋，實用
面積1,367方呎，業主開價1,150萬元，見近日二手市況
疲弱，遂減價110萬元，減幅9.6%，成交價1,040萬
元，實用呎價7,608元，屬市價，新買家為換樓客。原業
主於2009年8月以742萬元買入上址，持貨約5年賬面獲
利298萬元，單位升值40.2%。

尚翹峰中層臨場減50萬
灣仔尚翹峰亦錄劈價100萬元減價個案。中原李志豪

表示，尚翹峰第1座中層A室，實用面積470方呎，擁兩
房間隔，遠眺郵輪碼頭景。據悉，上址於去年6月放盤
叫價1,150萬元，後跟隨市況調整，本月回調至1,100萬
元，不久即獲用家查詢，雙方議價後，原業主同意再微
減價至1050萬元將單位易手，實用呎價22,340元，累積
減幅達8.7%，新買家為用家。原業主於2007年7月以

638.2萬元入市，是次轉手賬面獲利411.8萬元，單位升
值65%。

翠華閣細單位減價一成
其他減價個案方面，利嘉閣張嘉榮透露，西營盤翠華

閣高層A室，單位實用面積224方呎，業主原開價368萬
元放售，經議價40萬元，最終以328萬元易手，減幅約
10.9%，實用面積呎價約14,643元。據了解，業主於
2009年9月，斥資162萬元購入，是次成功轉手，帳面
獲利166萬元，其間升值逾1倍。
利嘉閣鄭健沐透露，將軍澳中心第1座高層C室，實

用面積673方呎，業主在去年11月以780萬元於市場放
售，近日見雙辣招草案三讀通過，即擴闊議價空間，削
價逾6%後終以730萬元成交，實用呎價約10,847元。賣
方在2003年11月斥資247萬元購入，帳面獲利近2倍。
在新界區，中原王創偉表示，沙田半山壹號雲頂第7

座中層B單位，實用面積1,400方呎，業主開價1,800萬
元，議價時願減價50萬元(減幅2.7%)，連車位以1,750
萬元沽出，實用面積呎價12,500元。原業主於2008年12
月以1229萬元購入上址連車位，單位升值42.4%。

內地客傳3.5萬呎價購天匯
海鑽沽特色戶 32274呎價創次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仲量聯行發佈
去年第四季度《亞太區物業市場報告》指出，與
首三季度相同，區內房地產市場在去年第四季度
的表現好壞參半；儘管去年商業房地產投資創新
高，但寫字樓和高端住宅租賃活動依然疲弱，香
港上述的租金水平更錄得下跌。
報告指出，去年亞太區商業房地產投資創新

高，成交量達1,270億美元，按年上升29%，其
中去年第四季度，成交量達370億美元，按年增
長38%，創下自2007年第三季度以來的新高。

仲行：復甦利寫字樓租賃
區內寫字樓租賃依然疲弱，出於節約成本的考
慮，企業的租賃活動僅錄得輕微增長。由於企業
主要進行遷址活動，第四季度的寫字樓擴展需求
疲弱。儘管區內年度淨吸納量按年下降15%至
2009年以來的最低水平。隨今年全球經濟逐步
復甦，預期租賃活動將有所提升。
去年第四季度，區內僅有三分之一的市場其淨
有效租金較上季度有所增長，其中新加坡表現最
佳，較上季度上升4.2%，而北京、香港及澳洲的
淨有效租金則錄得下降。年內，位於東南亞的雅
加達、曼谷和新加坡市場增長最為強勁，分別達
25.8%、11.5%及8.4%。預計今年大部分市場的
租金將會錄得個位數增長，其中新加坡、東京和
雅加達市場的增長預計最為顯著。
高端住宅租賃需求在第四季度仍然低迷，大部
分市場租金保持穩定，只有香港和新加坡市場的
租金小幅下滑，分別下降0.8%和0.6%。九個主
要市場當中，不足一半的市場其資本值於第四季
度錄得增長，其中上海和馬尼拉錄得最大的按季
增幅，分別按季上升4.1%和4.2%，而雅加達在
2013年表現最佳，資本值按年上升18.5%。由於
政府於各個市場繼續推行樓市調控措施，2014年
住宅價格上漲空間有限，預計北京、上海和東南
亞多個城市的住宅價格仍會溫和上升，但香港和
新加坡市場則面臨樓市下調的壓力。

北京零售租賃需求強勁
零售商需求維持穩健，中端零售商和餐飲營運商的強勁需
求抵銷奢侈品牌擴張速度放緩的影響。去年第四季度，除中
國和馬尼拉市場外，區內租金大致持平，北京租賃需求增長
最為強勁，按季增長2.5%；香港的購物中心及街舖的租金
仍然為區內最高。在中端零售商和外國品牌需求的推動下，
2014年零售市場預計將保持強勁，大部分市場的租金預計將
錄得溫和增幅。詳情請瀏覽2013年第四季度亞太區零售指
數
零售商帶動工廈物業的租賃需求，區內租金平均按季上升
1%，在出口及零售環境不斷改善下，預期今年大部分市場
的租金將會錄得輕微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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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置等於大埔海鑽．天賦海灣昨早
推售新一批32伙，信和置業營業

部聯席董事田兆源表示，昨日售出海
鑽．天賦海灣售出5伙，包括2伙特色
單位，其中第1座10樓A室，實用面
積 2,610 方呎，折實售價 8,423.43 萬
元，平均呎價32,274元，成交呎價創
項目第二呎價新高。此外，第1座地下
A室花園大宅，亦折實以3,666萬元售
出，單位實用面積2,087呎，平均呎價
17,566元。他稱，海鑽．天賦海灣累
售109伙，套現逾25億元。

海鑽天賦海灣累售109伙
此外，信和系內於灣仔囍滙第二期

亦錄成交，沽出第2座高層J室，實用
面積530呎，折實售價1,160.52萬元，
平均呎價21,897元。

另一方面，恒基地產營業(一)部總經
理林達民表示，烏溪沙迎海1期下周二
晚先推出第5座50伙，主攻3房戶（佔
43伙），1房至4房單位實用面積由
484方呎至985方呎，呎價由11,174元
至14,540元，平均呎價12,193元。為
配合此批現樓單位重推，昨日起至3月
4日於新港城中心及於3月5日至3月
10日於沙田廣場進行路演。他表示，
此50伙沽清，售價總值約4.9億元。

迎海1期50伙下周二推
對於新一份財政預算案以增加土地

供應墨，政府重申10年提供47萬個
單位，他指出，此舉對大環境是好
事，令發展商有比較長的計劃，對新
增土地計劃、施工成本控制較好，交
付單位數目亦會準確一些，而置業人

士亦可以早一點知道供應，對其心儀
地區的供應亦有時間表。
至於剛開標的啟德地皮再有內地發

展商中標，林達民認為，做生意無分
內地或本地行家，內地發展商於內地
亦興建不少好物業，只要符合香港法
例措施便可，香港多一、兩間內地發
展商亦無所謂 。
其他新盤方面，綜合一手住宅銷售

網頁及市場消息指，大坑上林、跑馬

地雲暉大廈、北角DIVA及大埔富．
盈門各售出1伙。

元朗爾巒錄撻訂成交
同時，新地於上周二開賣的元朗爾

巒首錄撻訂成交，該單位為茵娜大道
第7座6樓6B室，實用面積649方呎，
折實售價593.4萬元。爾巒新一批85
伙標準戶於今早推售，另外21伙特色
戶於明日推售。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悅琴) 發展商增優惠令各區豪宅新盤亦

受捧，市場消息指出，恒基地產於西半山天匯昨日以7,456萬元

售出16樓A室，實用面積2,123方呎，呎價35,120元， 市傳買家

為內地客。嘉里於西半山興漢道23號高士台售出3伙，其中第1

座23樓C及26樓C由同一買家斥資約4,576萬元買入。至於信置

等於大埔海鑽‧天賦海灣售出5伙，其中第1座10樓A室單位特

色戶，平均呎價達32,274元，創項目第二呎價新高。

內地樓市內地樓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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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花園雙號屋減價近一成。 資料圖片

加州花園加州花園尚翹峰尚翹峰劈價百萬劈價百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嘉銘）雅
居樂（3383）昨表示，以總代價6.66
億元（人民幣，下同）取得廣東省佛
山市一幅住宅地塊之土地使用權。佔
地面積為4.5萬平方米，預計總建築
面積為14.3萬平方米，樓面地價為每
平方米4,647元。

雅居樂6.66億買佛山地

香港文匯報訊 東南國際 (0726)
宣佈，公司於本周三（26 日）就
建議收購事項與獨立第三方訂立框
架協議，擬收購兩項位於深圳市羅
湖區的物業項目，獨立估值師就該
等物業所作初步估值約為4億元人
民幣（約5.12億港元)。
是次擬收購物業位於深圳市羅湖

區，兩個物業面積分別約 15,000
平方米及約4,400平方米，而該區
為深圳市其中一個發展最為完善之
繁華地段。

東南國際擬購深羅湖區2物業

■恒基地產營業(一)部總經理林達民介紹迎海1期第5座25樓D室景觀。
記者梁悅琴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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