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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俞晝杭州報道）特斯拉官方微
博近日宣佈，特斯拉為「天貓」顧客提供的Model S
限量現車截至當日（8日）已經售罄，目前「天貓」特
斯拉旗艦店已關閉，所有車型信息均已下線。
據了解，10月20日特斯拉中國宣佈進駐天貓商城，

並宣佈參戰天貓「雙11」購物狂歡節。但這一計劃很
快遭到特斯拉美國總部的否決，特斯拉擔心網上賣車
對此前下訂單的消費者不公平。
目前，「天貓」特斯拉旗艦店已關閉，所有車型信

息均已下線，今後消費者若需購買Model S或預約試
駕，需登錄特斯拉官方網站。而此前已交付定金的用
戶，特斯拉表示會繼續為其服務直至整個服務完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青霞 長沙報
道）裕田中國旗下長沙環球奧特萊斯購物
公園上月初正式開園。據統計，「十一黃
金周」期間購物公園人流量達50萬人次。
裕田中國長沙項目包括環球奧特萊斯購物
公園和奧萊小鎮，總佔地面積1,587畝。
截至目前，項目投資額達18億元(人民幣，
下同)，預期整個項目的投資額將達50多億
元。
長沙環球奧特萊斯(簡稱環球奧萊)總建築

面積50萬平方米，一期開放約10萬平方
米，集購物、休閒、娛樂、餐飲於一體。
目前購物公園內已開業店舖120多家，包
括GUCCI、Burberry、Nike、Adidas等品
牌。奧萊小鎮包括別墅、洋房和高層住
宅，佔地1,000畝。首批推出的271套別墅
包括獨棟、雙拼、聯排，面積219至360
平方米不等，每平方米售價 8,000 元左
右。

項目股本回報率30%
裕田中國執行董事、主席及行政總裁馬

俊預計，整個長沙奧特萊斯項目的股本回
報率約25%至30%。他又表示，受國家調
控政策所影響，公司今年銷售額估計只達

全年目標的60%。
除長沙項目外，裕田中國還分別在河北秦皇島、懷來
和吉林長春開設項目。秦皇島項目佔地1,077畝，投資
額預期為40億元；長春項目一期佔地462畝，預計投資
額為20億元；懷來酒莊項目佔地面積156畝，估計投資
額20億元，相關投資額將於未來數年逐步投放。
今年一月，裕田中國引入中國金盛置業投資集團董

事長總裁王華成為大股東。金盛集團業務涵蓋裝飾建
材、傢具、百貨、房地產開發、路橋建設、建築施
工、國際貿
易、文化傳
播等，集團
總資產 400
多億元，在
全國有17家
家居建材連
鎖店，年銷
售 額 超 過
200億元。

對於事件，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昨日罕有地就事
件發明聲明，指對墨西哥政府取消招標結果感到

意外。發改委強調，取消招標結果是由於墨西哥國內
因素，與中方企業無關，並希望此事盡快得到妥善處
理。又指中國政府鼓勵企業本互利共贏的原則參加
墨西哥基礎設施合作，希望墨政府為這些企業創造公
平的競爭環境。
中鐵建強調，投標過程始終遵守墨政府公開招標程

序和要求，投標內容也符合墨方標書規定。公司在獲
知取消中標結果消息後立即啟動了應急預案，並向墨
方提出質詢。

強調遵守招標程序要求
為此，中鐵建已組成法律專家團隊，對該事件進

行法律層面的深入評估，目前正密切關注事件的進一
步發展，必要時將通過法律途徑維護企業合法權益。
中建與中國南車及4家墨國本土公司組成的聯合體

於本月3日贏得相關高速客運鐵路合同，價值37.4億
美元。但墨西哥在11月7日以得標團隊是唯一競標者
為由，宣布取消合約。當日中鐵建H股股價跌近5.8%

項目或月底重新招標
外電報道指，墨國預計11月底將重新舉行招標。墨

國交通部長Gerardo Ruiz Esparza表示，中鐵建財團
可以參加新的招標，並可以因墨西哥政府取消協議要
求賠償。

十大屋苑成交低位橫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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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國高鐵「煞停」中鐵建或索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萃華）中國鐵建(1186)和中國南車(1766)昨公告，確認墨西哥

通信和交通部取消公司中標該國墨西哥城至南雷塔羅高鐵項目。中鐵建稱公司對結果「異

常震驚」，對墨方取消中標，「必要時將通過法律途徑維護企業合法權益」。

由嘉里、信置及萬泰共同發展的沙
田九肚玖瓏山，上周六開賣首批

210伙，嘉里發展執行董事朱葉培表
示，首批單位已全數售罄，套現逾20
億元，樓盤昨日已上載第二張價單，涉
173伙，總市值10億元，其中內園單位

加價1%至2%。未來數天將公佈銷售安
排。
朱葉培表示，新推的173個單位，分
佈於日瓏閣第1、2座；月瓏閣第1座；
傲瓏閣第1、2、3座及天瓏閣第1座，實
用面積由約650方呎至1,538方呎，分別
屬兩房、兩房一套房、三房一套房及四
房兩套房間隔，當中位於天瓏閣第一座
四房兩套的A單位為項目首度登場。

玖瓏山折實呎價萬三
根據價單顯示，加推單位售價833萬
元至2,968萬元，呎價介乎12,210元至
19,298元，平均呎價約15,040元，折實
後呎價為13,077元。他續說，上周六
購入首批單位的買家中，六成至七成為
用家，另外約有8組買家購入兩伙，反
映市場剛性需求大。綜合市場資訊，由
於大型新盤開賣帶動，過去兩日一手共
成交231伙，當中玖瓏山佔當中逾九
成。

PARKSIDE加推68伙
另外，會德豐地產常務董事黃光耀昨

表示，旗下將軍澳THE PARKSIDE截
至昨晚 8時，已累收近 1,100多票登

記。發展商昨晚加推第二批68伙價
單，分布於第1座A及C單位，售價由
557 萬元至 1,563.7 萬元，平均呎價
13,754元，折實後平均呎價11,668元。
折實後加推單位最低消費由477.8萬元
起。
黃光耀補充，今年會德豐累積銷售金

額逾145億元，金額創歷年新高，去年
為100億元，當中未計及THE PARK-
SIDE，該項目市值逾50億元。而與新
世界及港鐵合作發展的尖沙咀
GRAND AUSTIN，昨日售出最後一伙
後，已全數沽清，套現逾158億元。
此外，恒地營業（一）部總經理林達

民昨表示，曉悅截至昨午三時半，已收
到632票，以本周六率先發售的38伙計

算，超額15.6倍。登記的準買家，以用
家為主，但亦有為數約10%的準買家擬
購入投資，主要因項目入場銀碼細，而
投資回報亦達3厘至4厘。項目本周六開
賣，預料周五截止登記前，可以收到超
額20倍以上，公司對樓盤銷情有信心。

星灣御新貨或月底售
由於市場反應理想，林達民認為反映

市場對市區小型戶有需求，本周內或會
加推，至少加推20伙，亦會包括定價
200萬元至300萬元的細碼單位。問到
恒地系內其他新盤的部署，林氏指，系
內合作項目烏溪沙迎海．星灣御第
16、17座，會緊接曉悅後推出市場，
預料最快本月底發售。

玖瓏山添食 加價1至2%
PARKSIDE收近千票 原價加推截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陳楚倩 顏倫樂) 年底前新盤戰進入「白熱

化」，發展商推盤意慾高漲。嘉里等旗下沙田玖瓏山首批210伙上

周六開賣全數沽清。發展商「食住個勢」，昨日公布第二批單位

173伙，平均呎價15,040元，其內園單位加價1%至2%。另外，

會德豐將軍澳THE PARKSIDE昨晚亦宣佈加推68伙，平均呎價

13,754元，屬原價加推，預料本周新盤勢必又牽連場激戰。

一手樓盤
過去兩日銷情

樓盤 成交
沙田玖瓏山 210伙
大埔嵐山第II期 4伙
長沙灣曉盈 3伙
北角柏傲山 3伙
大埔逸瓏灣I及II期 2伙
大埔嵐山第I期 1伙
九龍城御門．前 1伙
烏溪沙迎海II期 1伙
深水埗晉嶺 1伙
大埔海鑽．天賦海灣 1伙
將軍澳天晉IIIB 1伙
紅磡城中匯 1伙
尖沙咀GRAND AUSTIN 1伙
元朗溱柏 1伙
總數： 231伙
製表：記者顏倫樂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顏倫樂) 新盤接連推出市場，
攤薄市場購買力，加上二手樓價繼續乾升，買賣雙
方持續拉鋸，拖累周末二手成交量未見起色，各代
理行十大屋苑成交宗數僅8至13宗，持續低位徘
徊。其中，美聯物業錄得的成交紀錄跌幅最多，過
去兩天十大屋苑錄得約9宗買賣成交，重返單位數水
平，較上周末約11宗再跌逾18%。

一手「先量後價」搶客
美聯物業住宅部行政總裁布少明表示，年底一手

戰白熱化，發展商趁低息全速推盤，新供應傾巢而
出，定價成競爭關鍵，面對發展商「先量後價」強
勢搶客，二手抗衡力有不逮，樓價料現調整壓力。
中原地產十大屋苑周末成交量本星期錄得13宗成

交，按周增幅86%，雖然在連跌2周後回升，但主
要因之前基數低，市場仍有4個屋苑零成交，當中包

括兩個新界區屋苑，可見新盤開售搶去同區二手客
源。
利嘉閣地產總裁廖偉強表示，「佔中」行動影響

下，買家入市態度仍然觀望，加上近日多個新盤接
連登場，成為市場焦點，以致本周末二手交投步伐
放緩。該行十大屋苑在剛過去的兩天僅錄8宗二手買
賣個案，較之前一個周末9宗減少11%。

廖偉強：買家心態「執平貨」
廖偉強指出，市場上普遍業主持貨力強，放盤議

價空間收窄，叫價不跌反升；買家則抱持「執平
貨」心態，令買賣雙方的拉鋸維持較長一段時間，
對二手交投造成窒礙。而且，最近不少一手新盤列
隊登場，吸引準買家注視。由於市場上仍有不少具
實際入市需求的用家，相信二手交投的恢復，將隨
時間而改善。

香港文匯報訊 據土地註冊處資料顯示，本年10月之
一、二手住宅註冊合共錄6,357宗，相比9月的6,146宗
上升約3%，比本年7月8,000多宗的高位仍然有段距
離。但統計首10個月，一、二住宅註冊共錄55,207宗，
按年增加28.2%，此數字更超越去年全年的住宅註冊
量。

金額升幅拋離宗數升幅
港置高級執行董事伍創業表示，從今年首10月的住宅
註冊量分析，可見今年的住宅交投較去年突出。資料顯
示，本年首10個月一、二住宅註冊共錄55,207宗，相比
去年首10個月的43,074宗按年升近3成(即28.2%)，此數
字更超越去年全年，可見本年之住宅交投表現不俗。
金額方面，其按年升幅更為明顯，共錄約3,550.9億
元，較去年同期約2,374.3億元大升近5成(即49.6%)，此
數字同時超越去年全年數字，可見本年度住宅註冊宗數
及金額同時表現突出。
伍創業續指，本年首10個月一手註冊共錄13,917宗，

較去年同期升逾1倍外，更超越去年全年；至於平均每
宗註冊金額亦有所上升，本年平均每宗一手註冊金額暫
錄為約1,055萬元，相比去年約925.8萬元上升，重上逾
千萬元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麗新製衣(0191)及麗新發展(0488)公布，
麗展透過旗下全資附屬Frontier Dragon Ltd以1.07億英
鎊 (約13.17億港元) 向第三者收購英國倫敦市中心一項
物業，並已交5%訂金。該物業提供約12.65萬方呎之辦
公室及配套住宿，目前正在出租，每年租金收入折合約
7,694萬港元，租金收益率約5.8%。

麗新逾13億購倫敦物業

住宅首10月註冊超去年

台灣繪本畫家幾米的名作《地下鐵》駛出書頁，變身
成「幾米號聖誕列車」，由昨日起「駛入」德福廣場，
列車不但乘載小紅帽、鐵皮人、企鵝仔等一系列童話
人物，還帶來逾萬個充滿夢幻色彩的波波燈泡，妝點商
場每個角落，還有逾 20 呎高的聖誕樹屋和灰姑娘的浪
漫馬車，期以港人熟悉但又充滿童話感覺的聖誕布置，
吸引到訪。

「幾米號」駛入德福廣場

各代理行周末成交各代理行周末成交
代理行 成交 按周變幅
港置 8宗 ↑100%
中原 13宗 ↑86%
利嘉閣 8宗 ↓11%
美聯 9宗 ↓18%

製表：記者 顏倫樂

■美聯布少明
認為二手樓價
現調整壓力。

資料圖片

■裕田中國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馬俊介
紹情況。 記者李青霞攝

■中鐵建等一星期內從墨西哥高鐵項目中經歷「天堂」
與「地獄」。 資料圖片

■嘉里朱葉
培指，玖瓏
山首批單位
套現逾 20
億元。旁為
吳美珊。

■曉悅收票超額
15.6倍。圖為曉
悅售樓處現場。
記者顏倫樂 攝

香港文匯報訊美聯黎燦強表示，天水圍嘉湖山莊7期
6座景湖居高層E室，剛錄成交，單位建築面積約581
呎，實用面積約446呎，由用家斥約350萬承接，建築面
積呎價約6,024元，實用面積呎價約7,848元。據悉為屋
苑97後分層呎價新高。原業主於2011年10月以約213.8
萬元購入上址，是次轉手帳面賺約136.2萬元。

嘉湖再創97後分層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