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緻藍天熱過股市
516 伙搶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易、曾敏儀）港股上
周高位調整無減一手盤氣氛。長和（0001）旗
下新盤將軍澳的日出康城緻藍天昨推出 516 伙，
包括重推的 6 伙撻訂，再吸引千餘準買家排隊搶
樓，龍尾排到港鐵紅磡站 B 出口，於下午 3 時半
該批單位獲全數認購，加上首兩輪沽清單位，合
共套現逾 100 億元。有未中籤市民難掩失落，直
言「不會再考慮其他新盤」。長和執行董事趙國
雄對銷情喜上眉梢，相信近日股市暢旺，市民心
情不錯，令銷售速度加快。在緻藍天帶動下，剛
過去的兩日一手樓共錄得 578 宗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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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推售的
個單位分布

人龍排至紅磡站 合共套現逾百億

第1、2、3、5座，
實用面積 680 方呎
至 1,120 方呎。該
盤前晚截飛時累收
約 1.3 萬票，超額
認 購 逾 24 倍 ， 凍
資 約 13 億 元 。 項
目昨早 9 時半以抽
籤揀樓形式發售，
人龍由紅磡置富都
會商場沿行人天
橋，延綿至港鐵紅 ■趙國雄認為股市旺令銷售加快。
磡站 B 出口，場面
張易 攝
壯觀。

■售樓處現場人頭湧
湧。
張易 攝

剛過兩日一手成交
項目
銷量（伙）
將軍澳緻藍天
516
元朗尚悅
21
長沙灣碧海藍天
11
東涌昇薈
8
紅磡悅目
3
其他
19
總計
578
資料來源：市場消息
製表：曾敏儀

A 組買家劉小姐，昨早成功買入 3 房戶及 4 房戶各一伙，
用以自住及供胞弟居住。單位均位於第 3 座低層，其中一
伙以逾 800 萬元購入。另一來港 11 年的印度籍金融才俊
Nick，以 700 萬元購入三房單位，他與太太現時租住同區
日出康城系的領都，認為交通方便。
另外，市場消息稱，藝人林芊妤（Coffee）擬斥資 800 萬
元購入該盤 4 房戶，打算與家人同住，主要是現時租住的
單位快將約滿。對於有疑似尼姑到場抽籤，趙國雄指宗教
人士亦有置業需求，集團開門做生意，不會區分買家宗教
背景，「各個界別都歡迎」。長實地產投資董事黃思聰補
充指，今次為緻藍天第三輪銷售，但出席率較前幾輪為
高，反映買家購買慾更強。
另外，一手銷售資訊網資料顯示，新地（0016）等合作
發展的紅磡昇御門，剛售出第一座 31 樓 A 室示範單位，連
車位成交價 3,700.8 萬元，該單位實用面積 1,593 方呎，折
合呎價約23,232元。

黎先生：斥資近 700 萬元以單 Nick：來港 11 年，現租住同為 黃小姐：成功以約 700 萬元
筆付款購入一伙 3 房戶。現居將 日出康城系的領都，認為地方方 購入 3 房戶自住，完成買賣手
軍澳區，過去三四年一直租樓， 便，斥資約 700 萬元購入緻藍天 續後即四萬咁口，見到記者難
見樓價高企，擔心愈遲買愈貴。 3房戶。
掩心中喜悅；現居北區。

高水平。反觀，在大量購買力被一手盤消耗下，本月二
手市場表現相形見絀，交投量更顯遜色，預期二手交投
仍然會在低位反覆。

樓市料隨股市變動
利嘉閣地產總裁廖偉強表示，市場上大型新盤相繼推
售，並於剛過去的周末揀樓，搶盡市場上一眾買家的目
光，令二手市場成交淡靜；加上深圳 A 股下跌，或有波
動，本打算獲利後入市的投資者改持觀望態度，拖慢入
市步伐，料隨股市走勢去向，或有所變動。
香港置業行政總裁李志成則認為，新盤吸客戰持續，
購買力仍聚於一手市場，無論是將軍澳或油塘等大型新
盤，還是售價逾億元的赤柱村道 50 號豪宅，均開出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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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
5宗
3宗
7宗
5宗

按周變幅
↓50%
↓50%
↑16.7%
↑4倍

盤，凍結大批市場資金。二手續受新盤影響下仍未能
「解凍」，雖成交量較上周末上升，但數字仍徘徊個位
數，各區二手受壓，交投氣氛表現淡靜，預期新盤銷售
完畢後，部分新盤向隅客將會回流二手市場，帶動二手
屋苑交投。

淘大花園兩房戶 1.28 萬承租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置業楊潤彬表示，近期區內
租務交投暢旺，該行剛促成一宗淘大花園A 座租賃
成交，租客為外區客，因鍾情屋苑地理位置靠近公
司，方便上班，故以月租約1.28萬元承租單位。
楊潤彬表示，承租單位為淘大花園 A 座低層 4
室，實用面積約 375 呎，兩房間隔望內園景。若以月租
約 1.28 萬元計算，實用呎租 34.1 元。業主於 2010 年 7 月
以約215萬元買入單位，租金回報率高逾7.1厘。
香港置業張國炳表示，剛促成的一宗鯉景灣實用面積
約 539 呎單位租賃成交，租客為區內客，原本有意購置

■淘大花園
A 座低層 4
室以月租約
1.28萬元獲
承租。
資料圖片

周末二手成交
代理行
利嘉閣
中原
美聯
港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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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惟見近期樓市升勢過急，故決定買轉租靜觀樓市
發展，單位有靚裝修，且叫價合理，故即時決定以月租
約2.2萬元承租單位。

鯉景灣低層 2.2 萬承租
張國炳表示，獲承租之單位為鯉景灣怡海閣座低層 E
室，實用面積約 539 方呎。兩房間隔望內園景。若以成
交月租約 2.2 萬元計算，實用呎租約 40.8 元。原業主於
2011 年 1 月以約 460 萬元購入單位，租金回報率逾 5.7
厘。















長和歡迎各類買家

對於尼姑入票買樓，見慣大場面的長和
執行董事趙國雄稱，「都係買樓啫，每個
人都有置業需要」，並指集團歡迎任何種
類買家，不會刻意標籤買家。
其實前日（周六）亦有尼姑到尖沙咀港
景匯售樓處參觀緻藍天示範單位，吸引代
理爭相撈客，與今日出現售樓現場的疑似
同一人。樓市怪象日日新鮮，繼公屋王呎
價高逾私樓、30方呎廁所劏房出租、霸氣
哥無懼房貴輕鬆 Full pay 之後，現在又多
一單師太也買樓，不愧是「大時代」。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曾敏儀）近
日二手細價樓交投
淡靜，大碼物業則
租買兩旺。美聯物
業陳純琛表示，區
內大碼物業成交趨
活躍，沙田曉翠山
莊罕有放盤，一個
1,178 方呎單位近日
獲換樓客以約 1,270
萬元連車位購入，
折合建築面積呎價
■曉翠山莊外貌。
約為9,052元。
資料圖片
租賃市場同樣活
躍。美聯物業鮑頴鴻表示，君臨天下 3 房戶獲租
客以每月租金約 4.8 萬元承租，實用呎租逾 47
元。資料顯示，業主 2014 年 9 月斥資約 2,325.3 萬
元購入，按是次租金水平計，物業回報率約 2.5
厘。
上述單位為君臨天下 1 座低層 A 室，實用面積
約 1,015 方呎，屬 3 房 1 套連多用途套房設計，外
望海景，由於項目位置以至單位質素不俗，吸引
睇樓多時的租客租住。
另外，元朗爾巒一個 1,043 方呎高層單位，獲
外區租客以 2.25 萬元承租，折合實用面積呎租約
為 21.6 元。美聯物業營業經理黃鈞煥表示，爾巒
樓齡新，加上優質作賣點，故租賃暢旺。業主於
去年以約940萬元購入上述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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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敏儀）自
從本港樓價飆升，許多人均以「剛
性需求」去解釋。到底港人需求有
幾熾熱？宗教界人士入市或可帶來
啟示。
昨日於緻藍天的售樓現場，竟然有一尼
姑現身等待抽籤，想不到連尼姑亦有置業
需要。雖然她拒作回應，未知用以自住或
投資，但據消息人士指，師太確有入票參
與抽籤，屬意購入約 600 萬元的 3 房戶，
可惜未能中籌，無機會同緻藍天住戶傾佛
偈。

曉翠山莊連車位1270萬沽

一手搶客 十大屋苑 9 個捧蛋
香港文匯報訊 中原地產統計顯示，過去兩天十大屋
苑僅錄得 3 宗成交，按周大跌五成，交投量重返今年農
曆新年周末之水平，零成交屋苑多達 9 個，僅得嘉湖山
莊錄得交投。中原地產亞太區住宅部總裁陳永傑表示，
一手新盤訂價吸引，周日單日已搶逾 500 宗成交，二手
屋苑交投即時受壓；二手業主普遍睇好後市，不願大幅
降價，令二手交投極度膠着。
美聯物業分行統計顯示，按 15 大屋苑統計，過去兩日
則錄得約 11 宗買賣成交，較上一個周末微升 3 宗。美聯
物業住宅部行政總裁布少明指出，4 月一手盤銷情熾
熱，市場注意力聚焦新盤，以過去數日推售的
PENINSULA EAST 及緻藍天單位為例，已吸納數百單
位購買力，帶動本月新盤銷售量有機會創出近期單月新

大動凡心

Coffee 斥 800 萬購 4 房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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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消息指，認購 2 伙或以上的 A 組大手買家，半小時
內極速完成100個單位認購手續，第二輪揀樓的B組買家則
於 11 時半起揀樓，兩組買家不到 12 時完成 400 個單位認
購。昨日推售的516伙，於下午3時半獲全數認購。
大部分買家由地產代理陪同到場抽籤。中原地產亞太區
住宅部總裁陳永傑認同部分買家套股換樓，資金鬆動下，
換樓活動增加。該行 A 組出席率達八成，當中大多有投資
考慮。美聯物業住宅部行政總裁布少明則透露，該行向隅
客入票比例佔約六成，新客戶佔四成，反映樓盤熱賣，吸
引大批新客戶追捧，估計70%買家為自住。

■周六有尼姑到尖沙咀港景匯參觀緻藍天示範單
位，與昨日現身售樓現場的疑似同一人。

尼姑六百萬買樓 消息指抽唔中

買家套股換樓個案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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