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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悅琴)新盤推售未有停，九龍
建業於堅尼地城加多近山尚餘單位最快今日開價；新
地於明日推售的東涌東環第四批204伙昨日截票，消

息指累收約8,500票，超額登記40.6倍。

加多近山或今開價
九龍建業市務及銷售部總經理楊聰永昨表示，堅尼
地城加多近山最快今天開價，有機會月底開售，首批
推出的50個單位，不包括複式戶，複式戶不排除以招
標形式發售。他指出，此盤實用面積每方呎建築成本
近7,000元，創集團有史以來新高，而整幢建築成本
逾7億元。該盤的現樓示範單位於本周末開放公眾參
觀。他又說，此盤已累售124伙，去年底起業主已陸
續開始收樓，現接近尾聲，目前尚有73伙待售。

海鑽洋房6500萬沽
信和等於大埔海鑽．天賦海灣以招標形式售出8號

洋房，售價6,500萬元，實用面積2,785方呎，另有花

園面積1,464方呎，天台面積797方呎，並有長逾9.3
米泳池，及4個睡房(包括主人房)，呎價23,339元。該
盤已售出170伙，套現39億元，所有標準單位沽清。
此外，由培新集團發展的南區環角道7至11號昨日
上載售樓書，此樓盤共有3座洋房，分別為A、B及C
號屋，實用面積分別為2,705方呎(另花園面積1,134方
呎)、2,542方呎(另花園面積1,004方呎)及2,542方呎(另
花園面積1,251方呎)。

Austine Place加價
根據一手住宅銷售網頁資料，尖沙咀The Austine

Place昨更新價單，其中5伙售價調升約5%至8.4%，
當中5樓A室屬兩度加價，繼上次調升1.4%後，今次
再加8.4%至1,757.5萬元，呎價升至約20,201元，兩
次累積加幅約10%。

東環收票超逾40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顏倫樂） 今日將有兩幅政府
官地截標，其中以觀塘商業用地較矚目，地皮規模龐
大，可建總樓面達883,897方呎。綜合業界估值，地價
預測介乎44.19億至48.61億元，每方呎樓面地價介乎
5,000元至5,500元。

地皮可拆售增吸引力
觀塘地皮位於鴻業街、偉業街、順業街與海濱道交

界，地皮面積約73,658方呎，前身為九龍灣工廠大
廈，可建總樓面達 883,897方呎。不同於最近多幅商
業地皮設限制轉讓的條款，上述觀塘地皮日後可以拆
售，令地皮價值提升。
中原地產測量師黎堅輝表示，項目料可建約30層，

地皮前面為九龍貨倉，日後項目停車場及少部分低層
寫字樓的景致會被遮擋，不過大部分樓層可享開揚海
景，相信市場對於海景寫字樓尤其是九龍東地段之寫
字樓有一定的需求，而觀塘繞道落成已令區內近年交
通大為改善，料是次地皮會得到不少發展商青睞。
另一幅同日截標土地為葵芳興芳路地皮，對面為葵

芳邨，前身是水務署員工宿舍，日後興建高密度的住
宅連商業項目。該地佔地僅8,719方呎，以最高6.4倍
地積比發展，可建總樓面為55,525方呎，其中商業用
樓面最高為8,719方呎。

葵芳地額細料有競爭
地皮原為政府宿舍，中標發展商需負責拆卸現有建

築物，並自資鋪設項目附近的公用道路，並進行噪音
及排污問題環境評估。不過，地皮面積不大，加上發
展商對市區地皮有一定需求，造價有支持。市場估值
最高約2.78億元，樓
面呎價約5,000元。
黎堅輝表示，住宅

部分最高可建樓面則要
視乎商業樓面多寡而
定，料地下作商舖、樓
上作住宅發展之價值較
高，預計地舖樓面面積
約8,719方呎，住宅部
分最高可建樓面約
46,806方呎，由於地
皮規模不大，預計吸引
中小型發展商競投，亦
不排除會有內地發展商
入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高緯環球昨
日發布最新零售市場報告指，今年上海預計將有超過30
家購物中心開業，多分布在近郊區域，諸多新增供應或
令相關業態受壓，競爭也將更為激烈。

社會零售總額增8.7%
高緯環球的統計顯示，明年1月至11月，上海實現社
會消費品零售總額7,959億元（人民幣，下同），比上
一年同期增長8.7%。10月中心城區購物中心營收佔總
營收 54.8%，同比減少 3.5%；郊區營收同比增長
14.0%，佔總營收27.7%。其中，餐飲及大型綜合超市
業態營收同比增幅最大，分別為14.7%及12.0%，其餘
業態穩定增長。

去年第四季上海中心城區共有三家購物中心入市，分
別為晶品購物中心、金光綠庭廣場及虹橋南豐城（改造
項目），總體量供應達到26萬平方米。據指，國際快
銷品牌以可與電商相匹敵的價格優勢，令其在新購物中
心招商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雖然國際快銷品牌承
租能力一般，但租用面積較大，現常以主力商家形式進
駐購物中心，並預期吸引更多年輕消費人群。例如，
ZARA、Massimo Dutti及Oysho等國際快銷品牌紛紛入
駐虹橋南豐城，與周邊購物中心及百貨形成差異化；晶
品購物中心則已與Forever21和H&M簽約。
去年以來，上海老牌商圈淮海中路呈現「空舖潮」。

儘管如此，在高緯環球亞太區零售商租戶代表部董事寧
孝言看來，淮海中路各段租金表現不一，但長期仍看好

前景。他指，受制於政府的保護性改造計劃，如尚賢坊
的改造計劃，淮海中路東段短期內很難有新的長期租賃
交易，未來整體規劃建設完成後，新天地有機會向北拓
展至淮海中路，營造更強的商業氛圍。

電商攻勢壓力更大
由於電商與大量新增供應令購物中心承受更大壓力，

高緯環球研究部大中華區執行董事林榮傑表示，未來購
物中心不僅要突出主題特色，增強體驗購物感，還需更
加精細化、智能化，Wi-Fi將更多地以基礎配置形式融
入購物中心，一方面給消費者帶來便利，另一方面記錄
消費者購物路徑，隨後通過大數據分析出消費者喜歡的
品牌，為定位提供參考信息。

滬購物中心超飽和掀激戰

談到歐洲央行預料將推量化寬鬆放
水，會否再進一步推高本港樓

價，趙國雄認為，日本及歐洲兩大經濟
體均調低利率，反映市場資金充裕，利
率或有機會進一步調低，故相信香港今
年的息口仍低。他對今年本港樓市仍持
樂觀看法，相信樓市仍然活躍，相信
「低息環境下，財務成本咁低，市民都
會想置業保值。」

收緊按揭難阻入市意慾
對於金管局收緊收租客的按揭要求，
他相信，有利減低銀行承擔樓市的風
險，惟現時投資者手頭資金充裕，料新
措施對收租客的實際影響不大。
被問到長實去年推盤速度較快，是否
與看淡後市有關，趙國雄指，長實樓盤
一取得預售樓花同意書便會有秩序推
盤，去年獲售樓同意書的樓盤比前年
多，令賣樓量較多，今年亦計劃推售

3,000個至4,000個住宅單位。

不介意參與發展「棕地」
對於《施政報告》中提到引入私人發

展商參建資助房屋及發展洪水橋等「棕
地」，他指出，長實不介意參與其中，
並指長實有發展天水圍的經驗，而且本
港土地資源不多，基建配套及交通不斷
加快，支持政府增加長遠房屋供應迎合
市場需求。
被提到長和系重組後，長地會否加快買

地，趙國雄指，長實每次都好積極入標，
只是別人的出價比長實高而已，早前長實
亦投得市建局深水埗海壇街住宅項目。

暫無具體計劃注資置富
身兼置富產業信託(0778)主席的趙國
雄又指，長和重組後，置富及泓富產業
信託（0808）會屬長地旗下公司。被問
到長地未來會否增持置富或再注入長和

系內商場，他指：「我都係生意人，唔
係Fortune Teller（預言家），好難講幾
時會增持減持。」他表示，置富的業務
穩定，相信置富未來不會受加息周期影
響。趙國雄表示，未來置富仍會積極尋
找長和系以外的商場作收購目標，而長
和系任何時候都有注入資產到置富的機
會，「長和一直都關注置富產業的增
長，作為一個Sponsor（發起人），會
好支持置富發展。」
對於去年底收購麗港城商場會否有資

產增值計劃，置富產業副行政總裁趙宇
表示，商場今年只有少於20%的租約到
期，暫時未有計劃進行翻新工程。至於
計劃今年底至明年初進行翻新的置富嘉
湖目標投資回報為15%。
趙宇指出，旗下商場今年有37%的店

舖租約到期，現時評估續租租金調整幅
度應該不錯，期望繼續保持雙位數升
幅。她又指，收購是公司重要的增長策
略，未來會積極尋找本港私人屋苑商場
為收購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悅琴) 特首新一份《施政報告》着力增加

資助房屋，又提出洪水橋等「棕地」計劃。長實集團執行董事趙國

雄昨認為，施政報告的房屋政策大方向正確，因為近年樓價上升是

因為早幾年供應不足而累積需求，而政府亦已不遺餘力推地增加供

應，做到供求平衡，但個人相信今年利率仍低企下，樓價繼續上

升，只是增速不會如此快。他又稱，長實今年計劃推售3,000至

4,000個住宅單位。

長實年內擬推4千伙
趙國雄：利率續低企 樓市難下調

港置：港島區註冊逆市大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市區

屋苑交通便捷，備受追捧，帶動九龍灣
老牌居屋麗晶花園實用呎價衝破5位
數。利嘉閣鮑允中說，麗晶花園15座
中層B室，新近以約410萬元自由市場
價成交，單位實用面積407方呎，折合
呎價達10,074元。翻查市場資料，這是
該屋苑呎價首度衝破萬元，登上屋苑新
高。
至於原業主於2005年以95萬元買

入，今趟轉手料大幅升值離場。
至於港島東藍籌屋苑南豐新邨亦錄破

頂，市場人士指，1座高層B室，實用

面積391方呎，新近以572萬元成交，
折合呎價14,629元，刷新屋苑新高紀
錄。原業主於2007年以約200萬元入
市，今番轉手物業賬面升值近1.9倍。

海麗花園「雙破頂」
屯門屋苑價格再創高峰，祥益胡志偉

表示，海麗花園一個連天台特色戶，該
單位實用面積412方呎，以380萬元成
交，折合呎價高達9,223元，成交價及
呎價創出「雙破頂」。
原業主於2012年約218萬元入市，賬

面獲利162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置業高級執行董事
伍創業昨日表示，據土地註冊處最新資
料顯示，1月一、二手住宅註冊暫錄（截
至21日）4,298宗，數字相比上月同期微
跌約1.5%，料全月將錄按月跌幅，惟估
計本月註冊仍然超越6,000宗水平。

新界區宗數暫跌20.3%
以三區劃分作分析，港島區暫錄最少
註冊個案，惟升幅卻最多，港島區一、
二手住宅註冊合共錄860宗，相比上月
同期的605宗升42.1%。九龍區亦錄按
月升幅，暫錄1,231宗，升24.3%。相反

暫錄最多註冊個案的新界區卻錄按月跌
幅，暫錄2,207宗，下跌20.3%。
伍創業指出，一、二手港島區住宅註

冊均錄升幅，當中一手註冊升幅更為明
顯，主因數個新盤如維港峰御及AVA
128等銷情不俗。事實上，本月至今港島
區一手註冊暫錄156宗，相比上月同期
的36宗按月上升約3.3倍之外，更超越
上月全月的45宗，創過去3個月新高。
至於二手註冊方面，本月至今港島區暫

錄704宗，與上月同期的569宗按月上升
約23.7%，同為三區升幅最大之類別，料
數字有機會進一步上升至近千宗水平。

麗晶花園呎價破萬

香港文匯報訊 受惠於經濟及樓市向好，住宅租金
連續六年上揚。中原地產研究部高級聯席董事黃良昇
昨日指出，根據中原地產新簽租約統計，去年12月全
港100個大型私人住宅屋苑的建築面積平均租金每平
方呎錄得25.4元，與2013年12月的23.0元相比，全年
租金上升10.4%。

全港私宅普升一成
回顧過去十九年，私人住宅租金錄得十四年升市，

五年跌市。在十四年升市中，私人住宅租金的升幅介
乎在0%到20%，中位數為10%。2014年的租金上升
10.4%，顯示去年租金升幅在合理溫和範圍。
去年租金走勢方面，首季租金微跌1.3%，其後樓市暢
旺帶動第二季租金轉勢向上升2.2%。到第三季暑假租賃
旺季，租金顯著上升6.9%。而第四季受傳統租務淡季影
響，租金升2.4%。反映全年租金走勢平穩向上。
按月方面，去年12月私人住宅建築面積平均呎租錄

25.4元，較11月的25.2元上升0.8%。租金連續七個月
創歷史新高，自2014年5月開始，呎租連升八個月，
累積升幅為12.4%。因為每年聖誕節到新春期間為傳
統淡市，所以租金升幅連續兩個月少於一個百分點。
樓市氣氛旺盛，樓價上升，在市民對住屋需求增加及
付租能力強勁的因素之下，預期今年第一季租金升勢
持續，升幅保持在溫和水平。
十大屋苑方面，去年全年有七個屋苑的建築面積呎租升

幅達一成以上。黃埔花園的呎租升幅最多，全年累積上升
18.5%。麗港城的租金按年上升17.5%，排名第二位。太
古城的呎租累升15.8%，位列第三。其後則有杏花邨(升
15.7%)、嘉湖山莊(升15.3%)、康怡花園(升13.1%)及美孚
新邨(升12.5%)。至於升幅少於一成的屋苑有沙田第一城
(升8.7%)、海怡半島(升5.5%)及匯景花園(升5.1%)。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高緯
環球昨日預計，今年住宅需求仍高於供
應，從而支持樓價，1,000萬元以下物業
的價格將有5%至10%升幅。至於投資物
業方面，倘今年市場基本因素不變，工
商廈格價亦有約5%增幅。不過在個人遊
消費模式轉變下，一線零售街舖價格受
壓，料今年有5%跌幅。

供應滯後 細價盤領升
高緯環球大中華區評值及專業顧問部

董事及主管張翹楚說，雖然未來3年住
宅供應達7萬多伙，不過不少項目最快

要在兩至三年後方能應市，暫未能冷卻
入市意慾，相信對壓抑樓價幫助不大。
展望今年住宅樓市，張翹楚預料在需

求帶動下，樓價持續向上，中小型單位
仍是帶領大市的火車頭，料500萬元以
下的單位有高達一成的升幅。不過他亦
提醒置業人士，據政府數據顯示去年供
款佔入息比例約57.6%，較去年初高出
1.6個百分點；倘今年再加息3厘，該項
比例將劇增至74.9%，與1997年的高峰
期相近。
歐洲央行擬再推向市場「揼水」，高

緯環球香港投資部執行總監方智傑認

為，本港市場資金流動量本身很大，倘
歐洲量寬措施落實，將令本港資金流動
更充裕，對物業價格構成支持。

九東商廈供應多抑租金
至於今年商廈租金走向因區份而異，方

智傑預料港島核心區如中環及金鐘等寫字
樓租金可升5%，不過九龍東一帶則由於
未來供應充裕，料有多達一成的跌幅。
金管局早前收緊空殼公司對投資物業

的按揭指引，他指出，實力雄厚的公司
往往以本金購置物業，措施對他們影響
不大，反而令小型投資者卻步。

高緯：住宅價格料升10%

黃埔花園呎租
累升18.5%最勁

觀塘商地估值最高48億

■發展商中標葵芳興芳路地皮
需自行負責拆卸現有建築物。

記者劉理建 攝

■位於港島區的海怡半島，呎租升幅不及新界區的嘉
湖山莊。 資料圖片

■大埔海鑽‧天賦海灣所有標準單位沽清。 資料圖片

■高緯環球方智傑(左)及張翹楚。
記者蘇洪鏘 攝

■長實趙國雄(中)認為施政報告的房屋政策大方向正確。旁為趙宇(左)。
記者梁悅琴攝

■高緯環球指，上海實現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
8.7%。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