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盤搶客 二手難言復活
香港文匯報訊 據美聯物業分行統計，一連五天復活

節長假期(4月3日至7日)，按十大屋苑統計，合共錄得20
宗成交，較去年的四天復活節假期錄得約42宗成交，仍
下跌約52.4%。若單以剛過去的周六、周日兩天計算則錄
約12宗成交，較對上一個周末約8宗上升50%。至於中
原、港置及利嘉閣期間錄得13宗至21宗成交，按年下跌
42%至61%。

美聯港島區屋苑「捧蛋」
美聯十大屋苑各區指標屋苑成交量分布統計，於五天長

假期間，港島區3個指標屋苑包括太古城、康怡花園及海
怡半島，全數「捧蛋」。九龍區4個指標屋苑，包括麗港
城、黃埔花園、新都城及美孚新邨，錄得約8宗成交。另
外，新界區3個指標屋苑包括荃灣中心、沙田第一城及嘉
湖山莊共錄得約12宗成交。
美聯物業住宅部行政總裁布少明表示，將軍澳焦點新盤

於復活節長假期成功搶灘，沽出約740伙，連同其他新
盤，吸去市場大部分購買力，加上二手業主開價仍未因

「加辣」而有所軟化，與準買家的預期出現明顯落差，買
賣雙方呈拉鋸局面。但單計算過去兩天，十大屋苑的成交
量創8周新高，個別屋苑更出現破頂價成交，二手市況較
前已有回暖跡象，亦可見市場正逐步消化「加辣」影響。
隨着更多大型新盤推出，預料二手「價升量跌」的情況仍
將持續一段日子，成交量暫難回復舊觀。

陳永傑：新盤耗近千買家
中原地產亞太區住宅部總裁陳永傑指出，不少市民於復

活節長假期離港外遊，影響二手成交表現，加上將軍澳有
兩個新盤於假日期間開售，搶盡市場焦點，亦消耗近千名
買家購買力。除假期及新盤開售因素影響外，政府加辣令
到二手物業買家承造樓按較以往困難，致二手成交淡靜。
香港置業高級執行董事伍創業稱，復活節假期仍然是新
盤「天下」，令各區二手交投表現平平。鑑於近期一手開
價貼近二手，相信樓市短期焦點將持續放在一手，期望在
新盤向隅客「回籠」及業主逐漸擴闊議價空間下，二手交
投才有望穩步向好。

香港文匯報訊 中原地產研究部最新資料顯示，3月十
大藍籌屋苑的二手買賣合約登記錄得196宗，總值12.99
億元，較2月的307宗及19.51億元，分別下跌36.2%及
33.4%。宗數是創去年2月143宗後的十三個月新低，而
金額是創去年3月10.31億元後的十二個月新低。

中原地產研究部高級聯席董事黃良昇指出，3月登記是
反映2月期間的市況，顯示農曆新年長假期，節日氣氛濃
厚，買家減慢入市步伐，影響十大屋苑交投買賣回落。2
月底政府收緊樓按壓抑樓市，市民的買樓意慾審慎，二手
市場成交轉淡，預期4月十大屋苑登記將會放緩。

十大屋苑上月量值齊挫逾三成

B3 文匯財經地產新聞 ■責任編輯：劉理建 2015年4月8日（星期三）

湯文亮：新盤將越賣越平
香港文匯報訊 長實新盤緻藍天熱賣，推出的740

伙「一Q清袋」，有地產界人士估計約有3,000準買
家「食白果」，不少地產代理以及同區業主期望這批
向隅客回流二手巿場。紀惠集團行政總裁湯文亮昨在
網誌撰文指，相信這批向隅客中絕大多數不會轉買二
手樓，原因是現時新盤價錢與二手樓相若，沒必要買
二手樓。再加上這批緻藍天買家不是上車客，他們可
等第二批單位或第二個新盤。而更重要一點是，以目
前的樓市狀況來看，新盤只會越賣越平。

籲二手樓業主現實一些
湯文亮表示，緻藍天向隅客不買二手樓的理由很簡
單，因為新樓與二手樓同價，他們沒必要買二手樓，
可以等樓盤下一次發售，或者買另外一個新樓盤。他
形容，情況就似較早前有名牌大減價，也有很多人買

不到，難道會有名牌二手店的老闆認為，搶不到減價
貨的買家會去買二手？更重要的是，新樓與二手樓同
價，所以他認為，同區二手樓業主應該現實一些，若
果不減價就很難賣出物業。
湯文亮指出，今次該新盤提供的是中型單位，消費
群與買細價樓的人不一樣，買細價樓的人大多數是初
次置業者，他們心存恐懼，害怕樓價再升買不到樓，
所以寧願付溢價都迫不及待買樓，造成細價樓樓價飆
升。他們是買了貴樓還不知道，日後樓價下跌他們就
損失慘重。但今次新盤的買家大多數已經有一個甚至
多個單位，若非符合他們要求的價格，絕不購買，但
若果符合就絕不手軟。
他又說，據新聞報道指，這個新盤的一些買家不

但不需要二按，甚至全數繳付也可以。因此或者有
人會有問：既然可以全數繳付，為何去年不買現在

才買？湯文亮認為答案也很簡單，就是現在比去年
抵買。

貼市價賣樓料非單一行動
他指出，地產商賣新樓一般都會比市價貴兩成，過
去有一些新盤比二手貴五成甚至一倍；大家可能會發
現最近有一些2010年入伙的樓盤，那些業主雖然是一
手買入，但等了五年，仍然要蝕讓，這便是過去新樓
盤的定價特色。現時長實以貼市價賣新樓，這不會是
單一行動，估計其他地產商亦會採取相同策略，未來
新樓盤將會越賣越平，所以那些向隅客又怎會看中二
手樓，除非很便宜。要二手樓回升到市價，他指唯有
等地產商的新樓盤賣得七七八八，相信這要一段長時
間，但小業主常不忿以低價賣樓，因此樓市又不會下
跌，只會冰封。

香港文匯報訊 利嘉閣地產研究部昨日指出，整體
樓市交投自去年中以來穩步向好，樓價迭創新高，在
過去的四個季度，二手交投每季均維持在至少接近
13,000宗或以上的水平，平均每月有多於4,300宗買賣
登記，金額方面亦隨樓價上升而維持在高水平。
據土地註冊處最新數據，今年第一季﹙截至3月31
日為止·下同﹚全港共錄13,685宗二手住宅買賣登
記，成交總值約864.94億元，較去年第四季的12,993
宗及731.62億元，分別上升5%及18%。雖然登記宗
數維持在萬多宗的水平窄幅徘徊，但隨着過去一季樓
價持續創高，成交金額之升幅明顯跑贏宗數升幅，創
下11個季度新高。若與去年首季度的7,838宗比較，

本季登記宗數更大升近75%，金額亦大增1.2倍。

屯門區交投量最活躍
按地區分析，從買賣交投量最活躍的十個地區觀

察，共有6個地區登記量報升，增幅介乎3%至15%不
等，其中將軍澳區二手住宅登記量升15%至810宗，
增幅最高；至於屯門區首季的二手住宅登記量雖較對
上一季有7%的跌幅，但仍以904宗，成為交投量最活
躍地區之首。
按屋苑分析，第一季十大活躍成交屋苑累錄1,114

宗買賣登記，較去年末季的1,051宗增加6%，其中嘉
湖山莊登記量最火熱，按季再增10%，累錄213宗買

賣登記，遠遠拋離其他屋苑；至於按升幅計，稱冠的
屋苑為日出康城，首季買賣登記量大升60%至158
宗，而緊隨其後者為美孚新邨的 119宗，升幅達
27%。

利嘉閣料新盤登場抑制
該行研究部主管陳海潮指出，金管局在2月底出招

收緊中細價物業按揭成數，窒礙二手市場成交，買家
入市首期成本增加，而業主持貨能力強，亦不急於減
價放盤，有關拉鋸情況仍未消散，料持續反映在第二
季的登記數字上。再加上第一季尾以及第二季開始，
新盤魚貫登場，更以貼近二手價開售，料第二季新盤
將搶佔二手市場，令二手交投難有起色，故推算第二
季二手住宅買賣登記量將會回落約10%至約12,300宗
水平，至於物業成交總值則約達795億元，預計跌幅
約8%。

首季二手登記額11季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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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冠流沽屯門舖賺19倍

復活節新盤沽826伙
緻藍天佔九成 不加價添食398伙

香港文匯報訊 一連五天復活節長假期，
本港各大商場紛紛舉辦不同活動，吸引留港
市民及來港旅客。當中，新鴻基地產旗下九
大商場累積人流高達690萬人次，較去年上
升15%，營業額升至4.02億元，增長21%。
至於信和集團旗下商場合共錄得360萬人
流，當中黃金海岸商場人流升23%。又九倉
旗下鑽石山荷里活廣場舉行的台灣牛肉麵節
亦吸引逾80萬人次，帶動商場人流上升12%

新地9大商場生意破4億
新地代理租務部總經理馮秀炎說，今年復

活節五天長假，不少市民均選擇留港消閒購
物，本地零售市道保持穩定。新地旗下九大
商場，包括Mikiki、wtc more世貿中心、上
水廣場、將軍澳東港城、將軍澳中心、屯門
卓爾廣場、屯門錦薈坊、荃錦中心及新領域
廣場，累積人流高達690萬人次，較去年上
升15%，營業額達至4.02億元，增長21%。
其中，上水廣場及東港城營業額更大升20%
及28%。
新地代理租務部總經理鍾秀蓮表示，4月3

日至7日五天復活節假期間，上水廣場的營
業額上升20% ，當中化妝品的營業額更上升
20%至25%，預料4月銷情在復活節長假期
帶動下將進一步揚升，人流可達3,412萬人
次，營業額可達13.75億，比去年同期分別
上升11%及14%。

黃金海岸人流升逾兩成
其他商場同樣人流不斷，信和集團旗下屯

門市廣場、奧海城及黃金海岸商場三大商場
一連5天復活節合共錄得360萬人流，其中屯門市廣場
及奧海城的每日平均人流分別達36萬及32萬人次，而
黃金海岸商場的人流更較上年同期勁升亦23%，每日
平均人流亦達4.2萬人次。
信和集團租務部總經理陳欽玲指出，不少留港的市

民要找節目與家人共聚天倫，其中到戶外郊遊成為港
人熱門地點之一。為此，黃金海岸商場節日期間設有
多款以恐龍為主題及一眾備受歡迎的充氣遊戲，包括
極具離心力及30呎高的「變色龍世界」巨型滑梯；彈
床滑梯兼備的「恐龍遊樂園」等十多種遊戲，刺激人
流較去年同期升逾兩成。同時，奧海城及屯門市廣場
分別舉辦「We嘩!充氣嘉年華」及大型嬰兒與玩具展
銷，吸引客人到訪。

荷里活廣場牛肉麵節旺場
另外，九倉(0004) 旗下鑽石山荷里活廣場今年跟台

灣觀光局合作在復活節假期舉行台灣牛肉麵節活動。
荷里活廣場高級商場經理陳炳堯表示，活動共吸引逾
80萬人次入場參觀，並帶動商場人流按年上升12%，
而商戶在五天的整體生意額亦較去年同期增長高達
10%，以時裝和旅行社的生意最受惠。

代理復活節長假成交
代理行 成交 按年變化
利嘉閣 19宗 ↓61%
美聯 20宗 ↓52.4%
港置 13宗 ↓45.8%
中原 21宗 ↓42%

香港文匯報訊 盛產舖王的銅鑼灣近日租金大跌，不少
投資者即轉投民生區，資深投資者伍冠流早着先機，2007
年以低價5萬元買入屯門龍門居街市一地舖，近日以102萬
元賣出，勁賺19.4倍。據悉，該單位實用面積為102呎，
向內街，賣出前租戶經營中藥材，以每月2,500元租出。

蔡志忠購爵祿街相連舖
此外，資深投資者陳秉志、蔡志忠及羅珠雄再度攜手，

斥資3,000餘萬元購入新蒲崗地舖。香港置業至尊旺舖助理
營業董事吳嘉寶表示，該行剛促成一個爵祿街啟德工廠大
廈第二期B2及B2A相連地舖買賣成交，兩舖位成交價約
3,200萬元。成交舖位面積約2,600方呎，現時舖位分別租
予五金行及韓國餐廳，每月收租合共約5.25萬元。

黃思聰表示緻藍天首兩張價單共740伙
單位已沽清，套現56.3億，第三號價

單單位昨日已緊接推出，共涉398伙，包括
首次推出的第三及第五座單位。有關單位
將於本周六發售，以定價計算，總值逾35
億元，當中以三房戶為主，佔343伙，另外
55伙為四房戶。是次銷售安排有所改變，
不論選購多少伙數，所有買家將於同一輪
抽籤揀樓，「這次不分A組（兩伙以上）
及B組（兩伙或以下），因不想B組買家買
不到心水單位，希望讓所有買家早點完成
銷售過程。」

新貨折實590萬入場
新一批單位以原價加推，未有如早前所料
加價，定價介乎720萬元至1,400.1萬元，折
實後入場費為 590.4 萬元，折實最貴售
1,127.1萬元，而折實呎價介乎約8,033元及
9,930元。黃思聰表示，若今批398伙亦沽
清，項目將合共售出逾千伙，超過原先的銷
售目標，集團有機會暫停推售，並考慮日後
加推時加價。
另外，英皇國際（0163）續推新盤貨尾，
旗下西環維港峰於復活節假期售出4伙，全

部為C單位，分別位於26、28、29及 30
層，實用面積1,053方呎，成交價介乎3,085
萬至3,338萬元，買家皆為香港居民。

維港峰貨尾套現逾億
英皇集團主席楊受成昨午會見傳媒時，

對銷情笑言「好滿意」。維港峰至今累計
出售 91 伙，佔可供發售單位 117 伙約
78%，套現約23.23億元。
英皇國際執行董事張炳強透露，維港峰

買家中，約兩成為非香港居民。約九成買
家選擇一次性付款，僅4位選用二按付款。
發展商最快下月申請項目入伙紙，取得後
將在安全情況下開放現樓。項目累計售出
64個車位中17個，套現約3,650萬元。

溋玥長假累計沽5伙
至於由信置、南豐、嘉華及永泰發展的

大埔溋玥．天賦海灣於長假期間共沽5伙，
當中包括3伙地下連花園特色戶，大部分買
家為本地用家。其中，昨日沽出的第十六
座地下E室，折實售價約1,600萬元，實用
面積1,097呎，平均呎價14,586元，而天賦
海灣一期於假期亦沽3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曾敏儀、張易）上月一手住宅市場水盡鵝飛，復活

節假期緻藍天及嘉悅兩盤一開，引頸以待的買家即如駿馬奔騰，五天長假

期一手住宅累售826伙。嘉華發展的嘉悅於假期前推318伙，昨日累沽

272伙，其中假日期間售出33伙；長實發展的緻藍天於上周六開售即日沽

清740伙，創下今年內單日最多宗數成交，長實地產投資董事黃思聰昨日

宣布加推398伙，但單位未有乘勢加價。

復活節假期
一手表現

項目 銷量（伙）
緻藍天 740
嘉悅 33
極御星灣 10
尚悅 5
溋玥．天賦海灣 5
維港峰 4
天賦海灣一期 3
其他新盤 26
總計 826
資料來源：市場消息

製表：記者曾敏儀

■湯文亮指，現時新盤價錢與二手樓相若，緻藍天向隅客
沒必要買二手樓。 資料圖片

■長實地產投資董事黃思聰及長實高級營業經理何家欣公布緻藍天最
新銷售計劃。 記者曾敏儀 攝

■英皇集團主席楊受成（左）笑言對維港峰
銷情「好滿意」。旁為英皇國際執行董事張
炳強。 記者張易 攝

■美聯港島區3個指標屋苑包括太古城、康怡
花園及海怡半島，復活節期間全數「捧蛋」。

資料圖片

■新地9個商場總人流達690萬人次，較去年同期升
約15%。圖為apm。

■黃金海岸商場節日期間設有多款以恐龍為主題及一
眾備受歡迎的充氣遊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