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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桂園起樓 向伙記撲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內地融資仍有相當

難度，發展商為求融資扭盡六壬，甚至向員工埋手。
據DBC數碼電台報道，碧桂園（2007）最新介紹一
項員工合夥人計劃，由管理層認購新項目最多15%權
益，有關計劃員工必須參與，雖然集團表示該計劃乃
希望與員工分享成果，不過有意見認為此舉變相向員
工募資。

管理人員必須參與
報道指，碧桂園董事長楊國強於28日在廣州會見

廿多位分析員及投資者，提及到為加快收購步伐及改

善營運效率，集團推出名為「同心共享」計劃，希望
引入集團管理層為合作伙伴。集團未來收購新的項目
時，地區代表及該區的管理人員，會分別認購項目的
10%及5%，餘下的85%則由集團出資。值得留意的
是，有關計劃沒有選擇權，員工必須參與。

發言人稱分享成果
電台引述與會者稱，有關計劃表面上是和員工共享

成果，實際上是向員工集資，倘集團認為佣金分成方
法削弱毛利表現，可在分成前先扣除成本後再瓜分利
潤，不需把項目權益出售，故認為碧桂園是借機融

資。不過，碧桂園發言人則否認有關計劃是向員工集
資，只是希望與員工分享成果。
截至今年6月底，碧桂園在內地擁有200多個地
產項目；另外4個項目來自馬來西亞及澳洲。據
悉，碧桂園管理層身家甚厚，區域代表年薪可高達
1,000萬元至2,000萬元，認購項目15%股權並不困
難。
上述員工合作計劃在內房並非新鮮事，萬科今年4

月已推出事業合夥人制度，當時有1,320位員工成為首
批事業合夥人，而綠城早於2011年也曾向員工發行項
目信託集資。

新地代理助理總經理陳漢麟昨表示，對於本周六天晉IIIB首
批108伙銷情仍具信心，由於首批單位包括1房至4房戶，

適合上車以至換樓客，該盤於今晚截票，明日先作首輪抽籤，
抽出分組到場時間，本周六再作第二輪即場抽籤，抽出揀樓次
序。 部分只限香港人購買的1房及2房戶，每個香港人只可買
其中1伙。此外，首批單位亦有2伙4房1套戶。陳漢麟又稱，
會視乎本周六銷情再決定加推單位數目，及會否加價。
他又稱，天晉II的車位稍後會推售，而天晉IIIA尚有20伙未

推出，當中洋房會待改則批准後推出。九龍站天璽II尚有少於
10伙，計劃於明年農曆年後推售。

星岸分層收票超2.8倍
至於同系於荃灣西汀九星岸26伙分層戶昨晚截票，消息指，
累收逾100票，超額登記2.8倍，有準買家計劃買2伙或3伙，
於明日下午開售，至於7間洋房於明早即場入票再抽籤揀樓。

玖瓏山上載售樓書
嘉里、信置及萬泰合作的沙田九肚玖瓏山昨日上載售樓書，
項目主打兩房及三房戶，單位面積由最細的1房戶450方呎，至
最大的地下連花園複式戶2,607方呎，料於下月開售。項目提供
973伙，並有551個住客車位及57個電單車位。

逸瓏灣逾9千萬沽3伙
新世界於北角柏傲山昨日售出1伙，為第2座15樓B室，折實
價2,974萬元。信置於大埔逸瓏灣I前日以招標形式以9,242.4萬
元售出3伙逸瓏瑰寶Royal Mayfair ，分別為第2座8樓A、B及
12樓B室，實用面積合共5,075方呎，平均呎價18,212元。

新地天晉收票大縮水
IIIB首批收553票 差IIIA近5000票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悅琴)「佔中」行動影響

下，市民入市變審慎，新盤入票數目亦未如早前般

瘋狂。新鴻基地產於將軍澳天晉IIIB首批108伙於今

晚截票，消息指，截至昨晚累收約553票，超額登

記4.1倍，相比今年8月底天晉IIIA首批192伙錄逾

5,500票明顯大縮水。

日本城老闆蝕沽換貨

帝華軒97貨蝕323萬

何文田扣車中心改劃闖關

逾500萬一手註冊 超去年九成
香港文匯報訊 美聯物業資料研究部昨日發

表報告指出，綜合土地註冊處資料，本港一手
私樓年內迄今（截至10月28日）註冊量已達
13,677宗，比起去年全年高出37%，暫創五年
新高。當中，逾500萬元一手私樓註冊量表現突
出，同期已錄11,152宗，較去年全年5,809宗高
出92%，更是首度超過萬宗水平，創紀錄最
高。
美聯物業首席分析師劉嘉輝表示，今年新盤
的大部分單位樓價超過500萬元，在不包括一手
公營房屋之下，年內迄今一手私樓註冊量已達
13,677 宗，逾 500 萬元錄 11,152 宗，即佔約
81.5%，為有紀錄以來首度超越8成水平。

宗數逼近同類二手
逾500萬元一手註冊量表現突出的同時，同類

銀碼的二手表現平平無奇，僅較去年全年微高
4.5%。正因如此，年內迄今逾500萬元一手私樓
註冊量錄11,152宗，僅較同銀碼的二手市場
11,729宗少約4.9%，差距是2003年後的十一年
最少，並遠遠少於過去數年相差4成至5成的差
幅。當中，新盤以荃灣環宇海灣、大埔逸瓏灣I
及逸瓏灣II、將軍澳天晉IIIA、馬鞍山迎海·星
灣、西九龍GRAND AUSTIN及大埔嵐山等登
記較多。至於二手住宅方面，太古城稱冠，錄
289宗逾500萬元個案。其次為美孚新邨，亦有
273宗。
劉嘉輝認為，今年有不少樓價逾500萬元的一

手單位應市，加上發展商貼市價推盤，又提供
優惠，導致購買力流入一手市場。同時，儘管
政府收緊按揭成數措施，惟發展商可提供二按
等協助。反觀，二手業主未能與發展商看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樓價是否正摸頂？具豐
厚實力的大老闆似乎不甚關注，蝕手換貨亦無所謂。零售
連鎖店日本城老闆劉栢輝上月蝕手2,000萬元沽何文田半山
壹號套現，昨日再斥8,578萬元買入東半山肇輝臺6號。消
息指，劉氏對後市相當樂觀，故購入單位作自住用途。

8578萬購肇輝台高層
利嘉閣馮偉強指，經營「日本城」品牌的國際家居

（1373）主席劉栢輝，最新購入由嘉華發展的肇輝台6號
的高層B室單位，實用面積2,805方呎，外望馬場景觀，作
價約8,578萬元，折合呎價30,581元。
據了解，該單位價單定價為9,776.8萬元，今次成交售價
低近12%。

回顧上月，市場錄得劉氏沽出何文田豪宅盤半山壹號1
期第10號頂層複式戶，單位實用面積2,646方呎，附獨立
泳池，連車位以6,500萬元沽出。

甩半山壹號蝕逾2千萬
據土地註冊處資料顯示，劉栢輝於2010年以8,500萬元
購入上址，持貨達4年，轉手賬面虧損2,000萬元，期間物
業貶值24%，料扣除使費後蝕手更高達2,400萬元，成為
「佔中」行動後最大額蝕讓個案，消息傳出一度讓市場關
注，而劉氏今趟套現換貨，或釋除市場猜測。
事實上，劉氏甩貨離場的半山壹號，今年可謂「月月有

血滴」，最近一宗為半山徑38號一個四房戶，最新連費使
蝕手逾500萬元，以3,200萬元易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二手市場進入調整期，市場
錄得深井帝華軒業主蝕沽「97蟹貨」離場，損手逾300萬元。
同時，屯門疊茵庭出現造價及呎價連環破頂，沙田蔚景園呎價
衝1.24萬元創新高，樓市可謂冰火二重天。
利嘉閣姚頌溏說，該行錄得深井帝華軒1座高層C室，實用
面積約1,085方呎，屬三房套加工人房設計，享全海景觀，最新
以860萬元易主，折合呎價約7,926元。原業主早於1997年以
1,183.4萬元「摸頂」買入上址，持貨17年後仍未「返家鄉」，
需賬面虧蝕323.4萬元離場。

疊茵庭連環破頂成交
惟另一邊廂，屯門疊茵庭出現連環破頂，美聯陳智生表示，
該屋苑9座低層E室，實用面積376方呎，以370.8萬元成交，
折合呎價9,862元，刷新屋苑呎價新高。而6座一個頂層戶，實

用面積575方呎，以約528萬元成交，折合呎價約9,183元，創
下屋苑造價新高。
美聯吳梓鋒表示，沙田蔚景園1座中層C室，實用面積369方

呎，新近以460萬元成交，折合呎價達12,466元，創屋苑呎價
新高。

太古城凶宅同層每呎9653
另有市場消息指，鰂魚涌太古城翠榕閣一個極低層戶，實用
面積約922方呎，新近以890萬元易手，折合呎價9,653元，為
屋苑為數不多呎價低於萬元之成交。市場消息指，物業相較同
類單位造價低約25%。原業主於2007年以約515萬元買入，今
番轉手賬面升值約375萬元。
據了解，該盤與一凶宅同層，涉及2008年一名住戶在寓所上

吊。據網上銀行估價，同層的全數8個單位均未獲提供即時估價。

香港文匯報訊 「佔中」行動持續超過一個月，示
威者佔領核心商業地段下，港島市中心非住宅物業買
賣持續，上至整幢唐樓，下至車位陸續放售，測試市
場「水溫」。
美聯物業周永亨表示，該行獲委託獨家代理銅鑼

灣謝斐道新時代中心車位放售事宜，一共33個私家
車位，分佈2樓、3樓（不包括3A1、3A2及3A3）
及 5樓，意向售價約6,600萬元，折算每個車位約
200萬元。現連租約出售，租戶為帝豪停車場，月租
約 145,000 元，不包括管理費，租期至明年 8月 1
日。
周永亨表示，銅鑼灣車位一向搶手，毗鄰告士打道

212號尚匯，該屋苑共有177伙但只得26個私家車
位，住客車位比例為7比1，7伙爭一車位，而鄰近有
大型酒店及住宅項目，可見需求甚大。

駱克道地舖8800萬放售
同一時間，美聯物業倫銘智表示，該行代理放售灣

仔駱克道裕安商業大廈地下B及C號舖，建築面積
1,200方呎，業主同時放售及放租單位，意向價約
8,800萬元，折算呎價7.3萬元；月租叫價約13萬元。

威靈頓街唐樓叫價億二
另一方面，中環威靈頓街有唐樓招標出售，意向價

1.2億元。第一太平戴維斯表示，獲業主委託以招標形
式出售中環威靈頓街57號唐樓（包括地庫），物業樓
高6層，總樓面面積3,667方呎，鄰近中環至半山自動
扶手電梯，以「現狀」出售，11月27日截標。
第一太平戴維斯投資及銷售部董事周鎮邦指出，威

靈頓街近年不乏相關買賣，如威靈頓街53號於2013年
8月以9,300萬元成交，而威靈頓街96號於今年6月以
1.05億元易手。至於租金方面，位於威靈頓街17-19號
的翠華餐廳最近以每月230萬元續租，升幅逾60%，
可見此地段的租金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 中原地產研究部高級聯席董事黃良
昇昨日指出，本港9月錄得商舖「摩貨」買賣合約登
記共12宗，總值2,819萬元，較8月的1宗及800萬元
明顯上升。至於商舖「摩貨」佔整體買賣比例為
6.8%，較8月的0.8%下降6個百分點。
值得注意是，9月近七成的商舖「摩貨」登記來自
英皇道亞洲大廈商舖，共8宗總值1,893萬元。

上季摩貨量額齊挫
按季統計方面，今年第三季商舖「摩貨」買賣合約

登記錄得94宗，總值1.37億元，較第二季的176宗及
4.65億元下降46.6%及70.5%，當中登記金額連續兩季
錄得逾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顏倫樂)規劃署就何文田常盛街地皮，
向城規會申請發展房屋。地盤早前已諮詢九龍城區議會意見，
現址為警務處車輛扣留中心，佔地約0.91公頃，建議由「休憩
用地」改劃為「住宅(乙類) 3」地帶，擬以6倍地積比率，興建
樓面約586,853方呎，可提供約910個單位，順利改劃土地用
途後，預料可加入賣地表內。

邵氏片場起樓料放行
另外，復星國際、邵氏基金及南華早報等機構早前聯合向城

規會申請規劃許可，本周五審議。地盤涉及清水灣道舊電視城
及邵氏片場，主要延續2006年批出的發展方案，新方案除發
展佈局有些微變動外，發展參數大致不變，擬提供642個豪宅
單位及115個宿舍單位。規劃署認為申請合乎規劃意向，不反
對申請，預料明日可獲城規會批准1申請。
房委會早前就禾上墩街居屋發展計劃，向城規會放寬建築物

高度及地積比率，總樓面由469,310方呎增加至536,908方
呎，增幅14.4%，單位增加246伙，令總單位供應達806伙。
由請明日審議，規劃署亦不反對，預料可獲城規會批准。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顏倫樂)大鴻輝銳意發展其酒店
王國，最近就上環干諾道西項目向土地審裁處申請強
制拍賣。
是次強拍申請涉及干諾道西101及102號地盤，現址
地盤面積為2,716方呎，大鴻輝等已集齊84份業權，
佔約97.67%，餘下1個有遺產問題的單位未能收購，
故申請強拍。項目現位處商業地帶，預料日後會發展
為酒店。
申請文件顯示，大鴻輝相關人士，過去曾經與遺產

管理人達成買賣協議，惟其後因文件問題告吹，而上
址舊樓已在2013年拆除。消息指，大鴻輝過去曾獲答
辯人同意，可以先拆除已有47年樓齡的商住舊樓，亦
屬強拍條例容許範圍。

擬合併鄰地建酒店
至於申請人所呈交估值報告，顯示地盤價值2.6066

億元。另須留意的是，物業毗鄰的地盤大鴻輝亦有收
購，地盤預計最終擴大至99至103號，地盤面積亦可
擴大1倍左右，大鴻輝早前曾言明，項目預料能提供
約360個房間。

銅鑼灣33車位索價6600萬

商舖上月摩貨飆升

大鴻輝強拍上環舊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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