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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晉特色戶呎價2.57萬新高

南灣道屋地登南區最貴

中原5樓價指數破頂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悅琴)本港樓價升勢未止下，
中原地產旗下有五個樓價指數昨日公布創出新高。
反映二手樓價走勢的中原城市大型屋苑領先指數

CCL Mass昨報128.06點，連續兩周創歷史新高，按
周升0.43%，而中原城市領先指數CCL報127.46點，
亦創歷史新高，按周升0.52%。CCL Mass 及CCL連
升兩周，分別累升1.16%及1.04%。

新界西連續3周創新高
從分區來看，中原地產研究部高級聯席董事黃良昇

昨指出，新界西區連續3周創歷史高位，繼續領導第
二輪樓市升勢循環，帶領全港樓市向上。指數最新報
110.99點，按周升1.44%，連升3周共2.86%。這是
首次升穿110點，上次升穿100點水平是2012年2月
10日(101.18點)。即上升10點(10%)，需時兩年半。
由今年6月1 日微調DSD起計，17周累升10.04%，
跑贏港島、九龍及新界東，更跑贏過去兩年半的升
幅。
九龍區指數報126.35點，創歷史新高。指數按周升

0.25%，連升2周共0.70%。港島區指數報137.32點，
為歷史次高。指數按周升0.65%，連升2周共2.18%。
新界東區指數報130.45點，按周跌0.99%，上兩周創
歷史新高(131.92點)後正常回軟。
他續稱，中小型住宅單位樓價持續上升，CCL(中小

型單位)報126.20點，創歷史新高，按周升0.55%，連
升2周共1.13%。CCL(大型單位)報130.83點，按周升
0.29%，連升2周共0.51%，繼續累積上衝力量。本周
七大指數齊升，五大指數齊創新高，目前樓市升勢由
用家主導，他預料，會持續反覆向上。

周末預約睇樓少5.8%
中原地產亞太區住宅部總裁陳永傑昨表示，一手新

盤在港九新界接連開售，加上發展商推出多項優惠，
成功搶去不少二手客源。新界區大型新盤更以細單位
作主打，吸納不少區內的上車客，令中小型單位的二
手成交量大受影響。業主叫價過分樂觀，期望以高市
價將單位易手，議價空間收窄，使不少睇樓客卻步。
預料在一手新盤頻推下，二手成交持續受壓，睇樓量
亦會再下跌。中原地產十大屋苑錄得540組周末預約
睇樓，按周跌5.8%。
另外，利嘉閣地產昨日亦估算，全港50個指標屋
苑共錄約1,590組客戶在本周末預約睇樓，較上周末
的1,655組進一步下跌2.2%，連挫六周，睇樓邀約中
仍以換樓買家為主導，佔整體客源客量比重約
34.7%。

聯和墟限量地 投資細多人爭
23份標書競逐 萬科獨資投

德星里地改劃全數反對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顏倫樂）西營盤德星里1至7

號舊樓業主因地皮被劃作休憩用地等，早前向城規會
申請改劃作住宅用途，發展1幢25層高商住大廈，總
樓面逾3.6萬方呎，提供約80伙。 諮詢期內共接獲40
份申述，全數反對，有區議員指，當區休憩用地不
足，不應再減少，興建25層高大廈將影響居民景觀，
亦增加樓宇密度。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梁悅琴)美麗華酒店(00071)昨公
布，以4.8億元出售位於九龍諾士佛臺6號之全幢酒店
大樓予劉芝茵等，預計交易於明年1月9日完成，料從
出售事項產生的收益淨額約為1.2億元，董事會擬將出
售事項所得款項用作一般營運資金及為未來發展提供
資金。
通告指出，九龍諾士佛臺6號為一幢多層商業大

樓，該公司一直使用該物業作為投資物業，以產生租
金收入。自去年起，該集團將該物業重新規劃為酒店
大樓。該物業之地面、1樓、3樓及4樓之樓面自今年
6月尾租予租戶作餐飲食肆，因而受現時之租約限
制，而該物業其他某部分受現時之特許協議限制，而
其餘5樓至22樓之樓面則規劃為酒店。
於完成交易日期後，該公司將就該物業之酒店牌照
轉讓或出讓予買方，惟該公司不提供任何對轉讓及出
讓時間之擔保及/或表述，以及不能保證及/或表述政
府是否會批准及/或同意上述出讓及/或轉讓。

美麗華4.8億售九龍物業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梁悅琴)細價樓瘋狂，加上政府
計劃興建屯門南延線，刺激屯門碼頭區二手市場氣氛
進一步升溫，區內海景居屋美樂花園一個三房戶剛以

483萬元(自由價)破頂價沽出。
中原地產陳漢文昨表示，屯門居屋美

樂花園2座中層E室，實用面積695方
呎，剛於前晚以新高價483萬元(自由價)
成交，創出此屋苑3房戶的新高價，實
用呎價6,950元。原業主自住20年，現
沽出單位賬面獲利321萬元，單位升值
近2倍。
荃灣萬景峰亦有2房戶高價成交。美

聯物業林載發昨表示，單位為5座中層
D室，實用面積約520呎，兩房間隔，
以約698萬元成交，實用面積呎價約
13,423元，屬屋苑同類型戶近三年半以
來新高價。

新申請貸款月跌7.9%
另外，香港金融管理局昨日公布8月

住宅按揭統計結果，8月新申請貸款個
案較7月按月減少7.9%，至11,719宗。
回顧8月新批出的按揭貸款額為274

億元，較7月減少3.2%。當中，一手市
場交易所批出的貸款增加1.8%至69億
元，二手市場交易所批出的貸款減少
6.4%至166億港元。至於轉按交易所批
出的貸款則增2.9%至39億元。
同時，8月新取用按揭貸款額按月增

加1.4%，至189億元。

屯門美樂483萬元破頂

粉嶺聯和墟限量地昨日截標，現場所
見，除長實、新地、恒地、信置等

幾間大型發展商入標外，多家中小型地產
商亦主動出擊，包括香港興業、華置、嘉
華、百利保及富豪、K&K Property、宏
安及錦華實業、遠東發展等。

不乏新血 培新首沾官地
值得留意的是，除以上一班「見慣見

熟」的投地老手，昨日入標財團中不乏
「稀客」，例如佳明、培新、漢國置
業、德祥地產、萬科，其中培新更屬首
次入標政府官地，萬科則繼今年初夥拍
永泰地產競投啟德第1I區3號地盤後，
再次出手入標，但今次首度以獨資身份
出擊。

漢國料建成每呎賣萬三
萬科置業(香港)地產發展助理董事林力

山表示，雖然地皮位於新界區，但睇好
該區發展，接下來數年供應不多，故入
標競投。佳明集團執行董事袁英偉表
示，項目須興建停車場對成本有輕微影
響，但已計算在出價內，擬建約300伙。

漢國地產策劃董事李振彪昨稱，由於目
前每呎發展成本已超過1萬元，預期落成
後售價至少1.2萬至1.3萬元。
美聯測量師行董事林子彬表示，項目

規模適中，投資金額有限，故除大型發
展商外，昨日亦見不少中小型發展商參
與。他又說，近年粉嶺區缺乏新土地供
應，令聯和墟地皮具一定吸引力，惟新
界區未來整體供應充裕，相信發展商的
入標價仍會傾向審慎。綜合市場資訊，
測量師對地皮估值由 5.25億至 6.93 億
元，樓面地價約2,500元至3,300元。
資料顯示，粉嶺聯和墟聯興街、和豐

街與聯盛街交界住宅地皮，佔地約
30,441方呎，可建樓面209,914方呎，其
中最多可建7.4萬方呎商業樓面，但商業
樓面包含100個公眾停車位。項目亦設限
量條件，日後提供不少於250伙。扣除商
業樓面後，項目住宅樓面約135,885方
呎，即平均單位面積約544方呎。

油塘屯門2住宅地招標
另外，地政總署昨推出兩幅地皮招

標，其中油塘鯉魚門徑地皮，佔地

34,875方呎，可建樓面為313,878方呎。
受賣地章程約束，發展商需於可建樓面
內提供263個車位，再加上限建最少345
伙，將影響出價。理想城市集團企業估
值部主管張聖典對地皮估值約13億元，
樓面地價約4,100元。
至於同日推出招標的屯門第4區景秀里

地皮，佔地118,921方呎，可建樓面約

475,683方呎，限建最少735伙。章程內
列明發展商需自資鋪設附近的行人路並
負擔起鄰近斜坡的岩土檢查及保養工
作，同時項目附近亦有氯氣及液態石油
氣等危險品儲存設施，可能對項目構成
影響。張聖典對地皮估值7.1億元，樓面
地價為1,600元，地價有機會創區內新
低。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顏倫樂） 本港地價持續下滑，加上細單位需
求大，發展商近期積極投標趁低吸納。粉嶺聯和墟限量地昨日截標，
由於投資額細，市場估值最高亦不過6.93億元，截標反應非常熱烈。
地政總署發言人指，項目收到23份標書。除大型發展商外，佳明、
漢國置業、德祥地產等多間少有投地的發展商均主動出擊，當中內地
龍頭房企萬科更首度獨資投地，而培新亦首次涉足官地投標，市場呈
現百家爭鳴的盛況。為增供應，政府同日再推屯門油塘兩地招標。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梁悅琴)新盤熱賣，呎價屢創新
高。新地於將軍澳天晉IIIA昨推售4伙頂層特色戶全部
沽清，當中第2B座的成交實呎價達25,745元，創項目
推售以來新高，媲美港島區新盤呎價。該盤另外151伙

標準戶今早推售。
將軍澳天晉IIIA昨日沽出的4伙頂層特色戶，分布於

第1B座33樓A室、2B座33樓A室、3A座33樓A室及
5A座的33樓A室。消息指，第3A座33樓A室的買家為
內地客，實用面積702方呎，價單售價1,329.2萬元，其
他3伙買家為香港人，第2B座價單成交價為3,166.1萬
元，實用面積1,230方呎，實呎價達25,745元，為項目
推售以來新高。

永泰瑆華加價推貨
趁近期港島區新盤熱賣，地產發展執行董事兼營業及
市務總監陳玉成昨表示，銅鑼灣瑆華尚餘23伙，集團
會保留6伙至7伙作收租用，基於市況轉旺，因此決定
全部尚餘單位，並於下周二先推出其中10伙高層單
位，實用面積由383方呎至610方呎，售價由1,087.9萬
元至2,069.2萬元，呎價26,627元至36,398元，平均呎
價31,637元。發展商提供3.5%首年租金津貼優惠，以

及30萬元的傢俬優惠，扣除優惠後，實際加幅約2%至
3%，折實平均呎價29,771元。他預期，此10伙沽清可
套現逾1億元。
陳玉成表示，永泰將於10月底推售上海尚濱江，11

月會上載紅磡何文田山畔的售樓書及推售。
他認為，美國聯儲局即使加息，幅度仍會較為溫和，

而且未來3至5年供應仍然不足，因尋找地皮較為困
難，相信買家亦認為短期內息口仍然較為穩定，加上上
車盤供應不會 大幅增加，因此買家仍會繼續入市，預
期全年一手及二手成交有望回升至7萬至8萬宗，而樓
價亦會平穩發展。

嘉里傲名上載樓書
另外，嘉里建設於九龍喇沙利道傲名昨日上載售樓說

明書。根據售樓書資料，此盤單位實用面積介乎577方
呎至1,708方呎，發展商將安排傳媒於下周一參觀傲名
現樓示範單位，料快開價推售。

全港最貴洋房呎價排行榜
洋房 實用面積（方呎） 成交價(元) 實用呎價
山頂普樂道10號 5,989 8億 133,578
山頂歌賦山道3號 5,145 6.5億 126,336
南灣道35號 7,294 8.08億 110,776
山頂加列山道12號 3,771 4.13億 109,424
山頂白加道28號8號 6,863 7.4億 107,825

製表：記者顏倫樂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顏倫樂)樓價持續攀升，尤其供應
極之匱乏的超級豪宅，「食正」樓市大升浪，價值水漲船
高。土地註冊處資料顯示，何世柱家族持有的淺水灣南灣
道35號南灣別墅以8.08億元成交，以單一成交金額計，
為3年來最大宗屋地成交，實用呎價11.08萬元，更創南

區呎價新高紀錄，並打入本港最貴豪宅紀錄第三位。

何世柱家族手持57年
南灣道35號佔地1.88萬方呎，現為一幢兩層高獨立

屋，另有一層地庫停車場，實用面積約7,294方呎，物

業由何世柱家族之福利集團興建，於1957 年落成，一
直持有至今。以成交價計算，實用呎價達11.08萬元。
但項目為獨立屋地，買家可以約0.6倍重建項目，可建
樓面約11,280方呎，每呎樓面地價則為71,631元。
今次成交價8.08億元，更為2011年華置主席「大

劉」劉鑾雄斥資8.88億元買入深水灣道3號後，3年多
以來最大宗屋地成交。項目並創南區洋房呎價新高紀
錄，同時打入本港最貴豪宅紀錄第三位。
南灣道一帶洋房地皮一向罕貴，毗鄰之南灣道近35

號住宅官地，於2011年10月時便以4.9888億元批出，
以可建樓面12,962方呎計算，每方呎樓面地價約3.84萬
元，而大昌地產於2012年以16.68億元購入附近的淺水
灣道近110號官地，每方呎樓面地價約4.2萬元。
土地註冊處資料顯示，今次買入屋地的登記買家為

SALATA JEAN ERIC，與霸菱亞洲投資行政總裁姓名
相同。翻查資料，何世柱家族今年已積極放售多項物
業，涉及資產市值共達50億元。 4月時就曾以招標方
式，以8.09億元售出灣仔福怡大廈全幢。

■■淺水灣南灣道淺水灣南灣道3535號南灣別墅打入號南灣別墅打入
本港最貴豪宅紀錄第三位本港最貴豪宅紀錄第三位。。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永泰地產陳玉成(左)表示，紅磡何文田山畔有望11月
上載售樓書及推售。 記者梁悅琴 攝

■■粉嶺聯和墟住宅地皮可建樓面粉嶺聯和墟住宅地皮可建樓面209209,,914914方呎方呎，，
提供不少於提供不少於250250伙住宅單位伙住宅單位。。 記者張偉民記者張偉民攝攝

萬科代表萬科代表
■多間少有投地的發展商均主動出擊。 記者張偉民攝

佳明集團代表佳明集團代表 漢國置業代表漢國置業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