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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地價低
迷，更有官地出現流標，但未影響新地
的投地計劃。新地副董事總經理雷霆昨表
示，公司對本周五截止投標的馬鞍山白石地
皮感興趣，更肯定地說「會入標」。據了
解，地盤位置優越，前臨康樂地帶，幾乎
可以說永久海景，而發展亦具規模，可
建樓面 430,560 方呎，市場估值由17.2億
元至21.5億元，樓面地價約4,000至5,000
元。

官地流標好過賤賣
問及最近大埔白石角地皮流標造成的影

響。雷霆表示，從另一角度看，政府最近表
明不會賤賣土地，對將來的樓價會有支持，
而且兩周前啟德地皮才剛以高價成交，更加
創出該區新高，認為大埔白石角流標屬於
「個別事件」，難以從單一事件去評論對後
市的影響。
即將截標的馬鞍山白石角地皮佔地

405,803方呎，屬住宅（丙類）用地，日後
預料建低密度住宅，地積比率約1.06倍，可
建樓面約430,560方呎。

具潛力估值低鄰近17%
利嘉閣地產研究部主管周滿傑表示，由於

地皮貼近吐露港及港鐵烏溪沙站，項目落成
後大部分單位可享寬闊海景，而且有交通及
社區配套，具潛在發展價值，然而，經濟前
景欠佳兼且息口趨升，則削弱日後單位承接
力，綜合各項因素，地皮每呎估值4,300
元，數值較年半前售出的彩沙街地皮低
17%，地皮市值約18.51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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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訊報（記者 黃子慢）本港工商物業交投量
在連續兩個月走強後，有回軟的跡象。據土地註冊處
的數據顯示，2月份工商物業總註冊量（主要反映去
年12月份市況）僅錄得122宗，涉資約9.27億元，按
月分別下跌約42.5%及33.8%。而反映工商物業價格
的「美聯工商物業售價指數」（MII），2月份收報
249.4點，平均呎價報$4,225.6，按月大跌4.6%。

料資金轉戰工廈保值
美聯工商董事陳偉志指出，2月份數字為反映1月份

市況。當時，樓市辣招未獲三讀通過，加上受春節假
期影響，市場投資者均處於觀望階段，令價格有下調
的趨勢。但隨着美聯儲局對量化寬鬆措施表態逐漸明
朗，低息期亦延至2015年中；同時，政府亦於最新的
《財政預算案》表明，將繼續推行活化工廈措施及加
快規劃步伐。在內、外政策市同時刺激下，投資者傾
向把資金轉投較保值的工廈市場之上。
此外，規劃署預計今年內將會研究進一步將部分非

必要工業地更改土地用途，令商用土地供應增加。因
此，相信入場費較低的工商物業將於本年繼續受市場
追捧，並預料3月份的註冊量有望上升至200宗水平。
另據土地註冊處資料顯示，2月份工廈市場共錄得122
宗註冊，涉資約9.27億元，按月份分別下跌約42.5%及
33.8%。陳氏指，觀塘及九龍灣區雖受惠於政府「起動
九龍東」的政策，惟早前區內炒風過熱，2月份觀塘
區僅錄得12宗成交，涉資約2.09億元，九龍灣區更錄
得零成交。2月份東九龍工廈註冊量及註冊金額，合計
分別跌45.5%及2.3%，反映該區交投有所冷卻。

2月工廈成交價量齊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慢）中國人民銀行日前下
發通知，要求暫停線下條碼（二維碼）支付、虛擬信
用卡等相關支付業務和產品。日前公布剛與騰訊
（0700）、阿里巴巴支付寶聯合微信聯名信用卡及淘
寶異度支付聯名信用卡品的中信銀行（0998）昨日表
示，上述兩款金融產品均處於測試階段，尚未上線運
行。
該行將嚴格遵守監管機構的監管要求，進一步加強

相關產品的合規性和安全性的評估工作及正式推廣前
的測試工作，完善產品的管理制度，控制風險，保障
本行客戶的合法權益。但同時強調，網絡銀行業務仍
是該行戰略重點。

信行：虛擬信用卡未上線運作

香港文匯訊報（記者 黃子慢）市場消息指，哈爾濱
銀行已引入多個基礎投資者為其在港上市計劃護航，
其認購金額達5億美元（約39億港元），相等於其集
資額78億元的一半；當中中信資本及富邦人壽分別佔
上述金額的28%及15%，即約兩者分別認購了約10.9
億元及5.8億元。消息更指，是次有新加坡機構入飛，
惟未知認購金額。

基礎投資者購39億哈銀
香港文匯報訊 人民銀行日前發出通知，要求暫停線
下條碼（二維碼）支付、虛擬信用卡等相關支付業務和
產品，因為相關支付產品存在風險隱患。有消息指，第
三方支付行業或將面臨更加嚴厲的監管環境，央行正準
備出台文件，規限第三方支付轉賬單筆不超過1,000元
（人民幣，下同）。若方案正式出台，將對第三方支付
和電商帶來重挫。

個人轉賬單筆最多千元
南方都市報引述消息指，央行日前向第三方支付企業
下發《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業務管理辦法》、《手機支付
業務發展指導意見》草案，該草案對第三方支付轉賬、
消費金額進行限制。
這份草案的要點，在於對第三方支付和轉賬額度給出

了更加小額度的限制。根據《管理辦法》徵求意見稿草
案，個人支付賬戶轉賬單筆不超過1,000元，年累計不
能超過1萬元；並要求支付機構應對轉賬轉入資金進行
單獨管理，轉入資金只能用於消費和轉賬轉出，不得向
銀行賬戶回提。個人支付賬戶的資金來源僅限於本人同
名人民幣央行借記賬戶。
報道指，過去央行對於第三方支付轉賬也有限制，但

在執行上並不嚴格，而且額度也沒有新草案中這麽小。

餘額寶累計月上限1萬
除了對轉賬的影響外，草案還對消費額度進行了限

制，個人支付賬戶單筆消費金額不得超過5,000元，同
一個人客戶所有支付賬戶消費月累計金額不得超過1萬
元。超過限額的，應通過客戶的銀行賬戶辦理。
對於去年剛剛興起的互聯網金融，草案也有涉及，指

出支付機構不得為金融機構以及從事融資、理財、擔
保、貨幣兌換等金融業務的其他機構開立支付賬戶。
報道引述業內人士表示，草案若通過，將對用戶造成
使用上的影響，如餘額寶的轉入轉出將受到較大的限
制，用戶對餘額寶等產品的累計申購不能超過1萬元；
此外，餘額寶等產品資金將不能直接用於消費；利用支
付寶等第三方支付渠道進行轉賬也將被叫停。對於電商
和第三方支付的衝擊將更大。
據悉有關徵求意見稿引致「各方激烈博弈」，第三方

支付企業在盡力在與央行就草案內容進行溝通。

倘實施第三方支付重挫
南都引述第三方支付獨立研究員指，如果草案實施，

用戶在轉賬、互聯網理財、網購等方面將造成較大影
響，重挫第三方支付行業及電商。
有相關企業指，草案與目前第三方支付的發展態勢幾
乎逆向而行，能否具體出台是個疑問。也有第三方支付
企業高管認為，從央行叫停二維碼（條碼）支付和虛擬
信用卡，到管理辦法草案，反映出了第三方支付在經過
一段時間的野蠻生長後，央行已經開始動手對其進行全
面規範和整頓，第三方支付行業所面臨的政策環境進一
步收緊。

央行擬狠招限第三方支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一手未有焦點新盤開
售，綜合市場資訊，過去兩日僅賣出29伙，按周下跌
32.65%。其中新地元朗爾巒售出4個地下複式花園大
宅，新地副董事總經理雷霆昨日表示，項目本周將推售
92伙，並分批在周四及周五開賣。現時樓盤累售近500

伙，套現38億元。市場消息指，其中周四開賣的65個
標準戶，截至昨日收票已近200張。

爾巒再推92伙 周四五開賣
雷霆昨稱，本周五開賣的27個特色戶，包括首次曝

光的「名門望族，至尊府邸」 。據悉整個項目只有10
幢提供該類型單位，每幢8伙，本周五會推出其中兩幢
共16伙。項目日前加推2個特色單位，為地面加地面高
層複式單位，被問及有否加價，雷霆指，由於貨種不
同，難於直接比較，定價方面，每次只有少部分單位有
輕微加幅，大部分維持原價。
新地代理助理總經理陳漢麟表示，整個項目只有6個地

面加地面高層複式單位，上周推出4伙，其中2伙有泳池，
另外2伙有按摩池，全部於單日內沽出，買家均為香港人。
樓價由1,624萬元至1729萬元，餘下2伙亦會於本周五發
售，花園面積更大，更有私人泳池，相信有機會於即日售
出。
據了解，該65個標準戶將在明晚8時截票，27個特色戶

會於周三晚八時截票。其他新盤方面，由於沒有焦點新盤，
只有貨尾盤錄得零星交易。其中宏安深水埗薈悅、爾巒、

新世界元朗溱柏、南豐東涌昇薈、恒地等馬鞍山迎海1期，
錄得3至6宗成交，合共售出約21伙，佔一手成交量72.4%。
另外，近日有消息指恒地短期內將開售的尖沙咀棉登
徑8號，並命名為凱譽，項目提供約262伙。

■消息指，第三方支付行業或將面臨央行更加嚴厲的監
管，規限支付轉賬單筆不超過1,000元人民幣。 資料圖片

中原地產亞太區住宅部總裁陳永傑表示，辣招通過
後，樓市方向確認，業主面對現實擴大減幅，大

型屋苑業主亦肯減價，刺激買家入市步伐加快。其中新
界區為住宅新供應重鎮，業主減價壓力較大，減幅大加
上盤源選擇多，刺激成交量急升，按照中原統計數據，
十大屋苑中新界區錄得11宗成交，佔成交量逾60。預
計二手市場將繼續呈量升價跌局面。

麗湖居複式1個月減80萬
其中嘉湖山莊由於業主議價空間持續擴大，過去周末
交投量急增，兩日就錄得8宗成交，按周升300%。有
單位更不惜大劈價賣樓，中原謝明亮表示，麗湖居10
座頂層複式戶，實用面積1,002方呎，建築面積1,200方
呎，業主2月份原先叫價680萬元，見鄰區新盤低價開
售後持續減價，最後減至600萬元終獲承接，減幅近
12%，折合平均實用呎價5,988元。
屯門區亦出現多宗減價。祥益地產陳光表示，屯門大興
花園2期8座高層B室，實用面積447呎，建築面積583呎，
由於原業主擴大議價空間，累積減價32萬，減幅約10%，
一名上車客遂決定以278萬購入作自住，以實用面積計算
平均呎價為6,219元。另外，屯門嘉悅半島1座低層B室，
原業主亦於1個月內累減22萬，獲區內分支家庭以308萬
承接。祥益林英傑表示，單位實用面積463呎，建築面積
668呎，換算實呎價為6,652元。

美聯：10大屋苑成交升7%
美聯物業住宅部行政總裁布少明指，「辣招」塵埃落
定後，業主態度明顯軟化，近日有地皮流標與低價成交
意味樓價或進一步受壓，減價風呈蔓延跡象，令積存購
買力持續釋放。美聯周末十大屋苑錄約15宗買賣成
交，按周上升約7%，為22周新高。
不過，目前巿場置業需求仍然受到限制，交投上升主
要受樓價下調所帶動。而低息環境下，業主去貨壓力不
大，隨着減價盤陸續被消化，未來升勢能否持續要視乎
業主的減價幅度。
但亦有代理行錄得交投量下跌，港置按照旗下分行統
計十大屋苑兩日假期錄得約7宗成交，較之前一周約16

宗減少逾56%。港置高級執行董事伍創業表示，最近市
場利淡因素充斥，包括大埔白石角地皮流標、近期內地
公布之經濟數據差強人意及人民幣匯價偏軟等，二手市
場瀰漫一片負面情緒，而業主見經濟前景不明朗亦傾向
減價放盤離場觀望。

利嘉閣：十大成交23宗升28%
利嘉閣地產十大屋苑過去兩日則錄得23宗買賣個
案，按周升28%。公司總裁廖偉強指出，一手市場早前
牽動市場氣氛，惟近日暫時未再有全新大型中下價項目
推出，促使買家回流二手市場，交投按周再現升幅。
他又指最近更多業主減價，將會形成骨牌效應，二手

樓價將會出現真正回落。目前二手市場已經囤積了接近

一年的購買力，在對物業有實際需求之下，這股力量隨
時一觸即發，並集中在中小型二手物業市場，豪宅則會
暫時維持牛皮表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全球局勢

不穩影響投資環境，加上近日又有住宅官地

流標，樓市充斥負面因素，業主面對現實擴

大減幅。其中新界區減價盤大量湧現，天水

圍大型屋苑嘉湖山莊，有業主短短1個月內

減價12%沽貨，屯門區亦錄多宗減價成交。

減風蔓延下積存購買力持續釋放，加上近日

未有新盤推售，令周末二手成交增加，中原

地產統計十大屋苑過去兩日就錄得18宗，

按周升12.5%，已連升兩周。

■新地副董事總經理雷霆(左)，右為新地代理助理總經
理陳漢麟。 顏倫樂 攝

周末一手僅賣29伙跌三成

各代理行周末成交各代理行周末成交
代理行代理行 成交成交 按周變幅按周變幅
利嘉閣利嘉閣 2323宗宗 ↑↑2828%%
中原中原 1818宗宗 ↑↑1212..55%%
美聯美聯 1515宗宗 ↑↑77%%
港置港置 77宗宗 ↓↓5656%%

製表製表：：顏倫樂顏倫樂

自減自減1212%%甩貨甩貨
屋苑周末兩天成交飆屋苑周末兩天成交飆33倍倍

嘉湖業主認命

十大屋苑過去兩日交投十大屋苑過去兩日交投
屋苑 過去兩日成交宗數 上周末成交宗數 平均實用呎價(元/方呎)
太古城 2 2 12,600
康怡花園 0 0 -
海怡半島 0 0 -
美孚新邨 0 5 -
麗港城 2 0 10,055
黃埔花園 2 1 10,701
新都城 1 1 10,427
沙田第一城 3 5 9,861
嘉湖山莊 8 2 5,667
映灣園 0 0 -
總數 18(↑12.5%) 16
資料來源：中原地產 製表：顏倫樂

■■新界區減價盤大量湧現新界區減價盤大量湧現，，天水圍天水圍
大型屋苑嘉湖山莊大型屋苑嘉湖山莊，，有業主短短有業主短短11
個月內減價個月內減價1212%%沽貨沽貨。。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中原地產香港仔中心副
分區營業經理周世康表示，香港仔順景
閣新近錄得一宗歷史新高價買賣，涉及
單位為高層A室，實用面積258平方呎，
建築面積418平方呎，擁兩房間隔，望海
景，現以318萬元易手，折合實用呎價

12,326元，創同類單位造價歷史新高。
據了解，新買家為區內上車客，見香港
仔區近日交投活躍，為免合適單位被其他
用家早一步買走，遂決定斥高價購入上址
自住。上手業主於12年以240萬元購入，
是次轉手賬面獲利78萬，升值33%。

香港仔順景閣破頂成交

過去兩天一手銷情
地區 樓盤 售出（伙）
深水埗 薈悅 6
元朗 溱柏 5
元朗 爾巒 4
東涌 昇薈 3
馬鞍山 迎海1期 3
筲箕灣 樂融軒 2
觀塘 觀月．樺峯 2
天后 DIVA 1
跑馬地 雲暉大廈 1
西營盤 高士台 1
深水埗 The Avery 1

總數：29
製表：顏倫樂

香港文匯報訊 美聯旺舖營業董事梁
偉安表示，該行剛促成沙田河畔花園地
下28號舖位，成交價約2,390萬元，舖
位面積約783平方呎，呎價約3.05萬
元。原業主於93年以430萬元買入舖
位，持貨21年，升值4.5倍。

舖位現租予OK便利店，月租約6萬
元，前租為食肆。買家入市作長線投資，
若按現時買入價計算，租務回報率約三
厘。梁氏表示，該屋苑民生舖一向承接力
強，放盤甚少，毗鄰面積相若的27號舖
位於2012年8月以1,360萬元成交。

河畔花園地舖2390萬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