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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城市」呎價首破萬
天水圍居屋貴私樓4成 鳳德邨蚊型戶創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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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置業工商舖資料研究部
稱，3月份錄得195宗商舖註冊，按月增加
33%，連跌兩個月後回升；註冊金額約24.75
億元，按月增加37%。
按價值劃分，3月價值300萬元或以下的舖位

表現最佳，共錄103宗註冊，成為成交最多的物
業組別，按月增加63%；同期註冊金額亦按月
上升77%至約2.02億元，反映細價物業持續受
市場追捧。價值介乎300萬至500萬元的舖位，
以25宗註冊位列次席，期內註冊金額約9,423萬
元，登記量值按月各跌14%。而價值介乎1,000
萬至2,000萬的舖位錄得23宗註冊成交，緊隨其
後，按月上升35%；同時帶挈註冊金額攀升至
約3.46億元，按月增加27%。

細價舖受捧成交宗數增6成
至於逾億元交投共錄6宗註冊，按月激增1

倍；註冊金額按月大升約1.1倍至約10.55億
元，成為推升上月整體商舖註冊金額的主要
動力。逾億元登記成交包括價值合共約4.5億
元的觀塘成業街10號一籃子單位、價值約
1.95億元的石門安群街1號低層舖位登記等。
香港置業至尊旺舖董事陳偉材指出，因市場

有拆場項目推售餘貨，推升3月舖位交投，令全
月註冊量止跌回升。因復活節假期影響，加上
拆場欠奉，估計今月商舖註冊量料會回落。
除細價舖外，用家近期亦轉投車位市場。

近期投資者拆售北角秀明中心合共69個車
位，不足一小時已全數沽清；以及早前柴灣
高威閣25個車位，開售不足半小時沽清，均
反映車位需求同樣殷切。

香港文匯報訊 深水埗民生區店舖一向旺丁旺財，加上部分街
道已列入市建區重建項目，極少舖位放售，相連舖位放售更是
絕無僅有。美聯旺舖區域營業董事游院玲表示，深水埗鴨寮街
81及83號相連舖位放售，總面積各1,500方呎，共面積約3,000
方呎，意向售價6,000萬元，現時交吉放售。鄰近店舖皆為特色
食店，上址舖位樓底高約18呎，適合發展飲食行業，預計未來
月租可達15萬元，租金回報率約3厘，回報可觀。

鴨寮街單邊孖舖索價6000萬

香港文匯報訊 祥益地產助理營業經理黃肇雯表示，日前天
水圍居屋天盛苑錄得一宗區內首置客「即睇即買」成交個
案，原業主於2011年以約155萬購入單位，是次轉手賬面獲
利約115萬。
上述單位為N座低層8室，實用面積650呎，建築面積828

呎，三房兩廳連套廁。買家鍾情單位內園景觀，且鄰近鐵路
站，單位價格符合預算，遂便決定以270萬(居二市場價)購入
作自住之用，以實用面積計算平均呎價為4,154元，若以建築
面積計算呎價為3,261元，稍低市場價成交。

天盛苑270萬低市價即睇即買

香港文匯報訊 藍鼎國際（0582）主席仰智慧上周五（24
日）與韓國代理總理兼韓國經濟副總理及企劃財政部部
長崔炅煥在濟州「神話歷史公園」綜合度假村項目會面。
崔炅煥於參觀時表示，觀光產業是韓國經濟發展重要

一環，近年來自中國的旅客大幅增加，為提升韓國旅遊
業的競爭力，具吸引力的國際級觀光基礎設施至為重要。
政府支持擴大濟州機場及於市內建設大型免稅店，因此，
必須盡快推進綜合度假村項目。而藍鼎國際與雲頂新加
坡合作的項目濟州神話歷史公園名勝世界，正好為濟州
提供世界最高水平的綜合觀光設施。

需盡快推進綜合度假村吸客
正值韓國總統朴槿惠於中國及南美洲進行訪問，崔

炅煥代理總理到訪「神話歷史公園」項目，顯示政府
對該項目的支持。崔炅煥代理總理又強調，遊客是韓
國旅遊業發展的核心，北京及上海等中國北方主要城
市只需一小時航程便可往返韓國，中國旅客具有極大
的發展潛力。
仰智慧則感謝崔炅煥一行的到訪及對該項目有高度評

價。他表示，項目獲得韓國政府的支持和信任，更鞭策
集團要把「神話歷史公園」綜合度假村發展成遊客天堂，
為濟州旅遊業作出貢獻，促進濟州邁向國際化。
韓國濟州「神話歷史公園」綜合度假村項目，設有

濟州最大的家庭主題公園和水上歷險樂園，以及韓國
其中一個最令人期待的零售餐飲綜合體，同時設有高
級酒店、豪華別墅、會議設施以及休閒娛樂設施。該
項目的奠基典禮於今年2月12日在濟州舉行，預計
2017年至2019年初逐步開幕。

韓代理總理訪藍鼎度假村

■（左起）元喜龍、仰智慧、崔炅煥，以及雲頂新加坡
總裁及董事局董事陳啟德。

一向被視為「悲情城市」的天水圍，由於樓價落後
大市，是本港少數住宅呎價未過萬的地區，吸引

大批上車客入區，但隨之而來是樓價急升。最新消息
指，天水圍天麗苑高層1室，實用面積只有212方
呎，以 220萬元自由市場價成交，實用呎價高達
10,377元，打破區內居屋呎價新高之餘，也貴過同區
私樓，成為區內住宅呎價首度破萬元關口的成交。

天麗苑212呎賣220萬
值得留意的是，區內即使私樓嘉湖山莊，現時平均
實用呎價也只約為7,300元；即使97年樓市高峰時，
嘉湖山莊最貴單位實呎價亦只是9,000元內。以此計
算，上述天麗苑單位的呎價竟高同區私樓價近四成。
代理指，上述單位面積細，僅售220萬元，以目前樓
價主導的市場來看，許多人均可以負擔，故雖然呎價
破萬元，但亦有「盟鼻菩薩」(意即懵懵然者)。
另外，除天水圍居屋破萬元外，公屋「蚊型戶」

亦錄破頂成交，黃大仙鳳德邨碧鳳樓高層C室，實用
面積147方呎，剛以約180萬元自由市場價成交，實
用呎價達12,245元，實用呎價創全港公屋新高。業
主2009年以 56.8萬元在自由市場購入，單位升值
2.16倍，新買家為投資者。公屋呎價舊紀錄亦由鳳德
邨保持，屋苑一個實用面積149方呎的細單位於今年
2月以179萬元成交，呎價12,013元。
反映二手樓價走勢的中原城市領先指數上周回軟，

但看來只是曇花一現，近期不乏破頂成交。美聯本月
太古城11宗成交之中，有約8宗成交均為新高，顯示
中高價優質物業有價有市。其中上周末太古城北海閣
頂層連天台特色單位以約1,055萬元成交， 實用面約

為572呎， 實用呎價約為18,444元，創屋苑兩房新
高，業主2010年以623萬元購入物業，是次賬面獲利
約432萬元，物業升值約69%。

十大屋苑周末成交升2.7倍
另一邊廂，除個別地區樓價破新高外，過去兩日十大

屋苑成交亦見回升。中原地產十大屋苑剛過去的周六日
錄得11宗成交，按周升約2.7倍。中原地產亞太區住宅
部總裁陳永傑表示，成交屋苑主要是中價樓，因部分換
樓客於一手抽籤落空，購買力回流二手市場所致。美聯
物業十大藍籌屋苑錄得約10宗成交，升43%。利嘉閣十
大指標屋苑成交增2.8倍，錄得19宗。

代理行成交按周變幅
利嘉閣 19宗 +280%
中原 11宗 +267%
美聯 10宗 +42.9%
港置 7宗 +40%

製表：記者 黃萃華

■天水圍向來是上車的首選之一，圖為天水圍樓景。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顏倫樂) 將軍澳居民有喜
訊！望穿秋水的商場部分終於有眉目。港鐵昨日公
布，啟動將軍澳日出康城7期的招標程序，項目會
於今日先邀請發展商遞交意向書，5月4日截止。港
鐵方面透露，項目將包括一個約47.9萬方呎的商
場，最快2020年落成，住宅方面提供75.63萬方呎
樓面，可提供1,250個單位，平均單位面積約605方
呎。
日出康城至今已有3期賣出，涉及6,368伙，但區內
商場配套設施欠奉，只有小量小型超市，區內居民及
區議員等一直批評興建商場進度緩慢。去年港鐵加快
招標進度，1年多內又再推出日出康城4至6期項目，
合共約6,200伙，意味整個日出康城3至4年後的單位
數量至少達12,568伙，商場的興建迫在眉睫。
據了解，擬建商場面積約47.9萬方呎，位於整個日

出康城的中心，而除了這一期會提供商場外，餘下期
數都沒有商場樓面。至於商場的上蓋將建8幢物業，
今次推出的其中2幢位置靠近日出公園，其餘6幢將於
餘下6至7期推出。

提供1250伙 料需7年後完工
港鐵發言人表示，項目地盤面積約541,881方呎，2

幢住宅的樓面涉及756,279方呎，提供單位數量不超
過1,250伙，平均單位面積約605方呎。項目的完工時
間預計2022年，而商場則最快2020年完工。意味5年
後日出康城居民終於有商場可用。
第一太平戴維斯估值及專業顧問董事總經理陳超國

表示，項目的住宅部分景觀不俗，可以望開揚景外，
位置亦最近商場，故預料其補地價金額亦較高，每呎
料約2,300元水平。而商場部分，由於主要服務日出
康城居民，難以與將軍澳站等商場相比較，商場補地
價料3,500至4,000元。而商場連住宅的補地價，估計
約34.15億元至36.55億元。

本季或會再推第8期
據港府2月公布的土地供應計劃，港鐵於財政年度

首季(4至6月)將提供約2,450伙，均位於日出康城項
目內，意味本季除7期外，港鐵尚會再推出第8期地
盤，估計亦為今次商場上蓋的其餘住宅幢數，一來
可以有協同效應，二來亦可以與商場互相配合興建
進度。
而整個財政年度，政府擬於日出康城共推出5,350

伙，扣除首季的2,450伙後，即7月至明年3月預備再
推出2,900伙；此外，西鐵元朗站約1,880伙亦預備本

財政年度內上馬招標。值得一提的是，港鐵早前申請
放寬發展密度，令將軍澳日出康城可建單位增加4,000
伙，項目總單位供應因此提升到2.55萬伙。

康城7期今招意向 2020年有商場

香港文匯報訊 截至4月22日，2015年4月份的
樓宇買賣合約登記(包括住宅、車位及工商舖物業)
暫錄3,632宗，總值254.1億元。中原預測全月登
記宗數錄5,600宗及380億元，較3月份的6,211宗
及572.1億元下跌9.8%及33.6%。料4月份的宗數
及金額是自2014年3月4,184宗及294.0億元後，
創下13個月新低。
中原地產研究部高級聯席董事黃良昇指出，早

前金管局推出第七輪逆周期措施，收緊按揭打擊
樓市，買家入市態度轉趨審慎。加上近期市場上
欠缺商舖及車位的拆售項目，預計宗數回落至
6,000宗水平以下。
一手私人住宅方面，截至4月22日，2015年4月
份一手私人住宅買賣合約登記暫錄得480宗，總值
62.7億元。預測整月達1,300宗及130.0億元，將較
3月的694宗及84.6億元，分別上升87.3%及53.7%。
4月初將軍澳兩大新盤熱賣，於4月下旬已經陸續登
記，宗數有望重回一千宗水平。
2015年4月份暫時最高登記宗數的新盤是紅磡

悅目，暫錄69宗總值4.8億元。其次為東涌昇
薈，錄55宗總值4.2億元。而將軍澳日出康城3
期緻藍天及將軍澳嘉悅位列第三及第四位，分別
錄48宗總值3.9億元及41宗總值3.1億元。

預料5月二手登記續偏軟
二手私人住宅方面，2015年4月份二手私人住宅

買賣合約登記暫錄得1,819宗，總值114.1億元。預
測整月登記為2,700宗及170.0億元，將較3月的3,325
宗及225.1億元下跌18.8%及24.5%。二手宗數連跌
3個月，累跌40.5%，金額亦結束連續11個月高於
200億元的局面。4月份的數字，將創自2014年3月
2,202宗及117.8億元後13個月新低。反映收緊按揭
令買家持觀望態度，影響二手交投。加上4月有多
個大型新盤推售，分散二手的購買力，預料5月的
二手登記繼續偏軟。
大型屋苑方面，2015年4月份嘉湖山莊暫錄得

32宗買賣登記。沙田第一城24宗，美孚新邨17
宗及太古城10宗。

樓宇買賣宗數金額齊創新低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顏倫樂)長和旗下將軍澳日出康
城3期緻藍天上周六推出8個撻訂單位重售，由於以先
到先得方式出售，而現場購買人數太多，場面混亂，最
終發展商未能決定揀樓次序，暫停銷售。發展商日前重
新上載銷售安排，該批單位於本周三(29日)晚上7時推
出，並改以抽籤形式重新揀樓。
至於中國海外馬頭角喜點連日收逾2000票，按首批

56伙，超額34.7倍。據悉，喜點首批56伙，以300餘
萬元入場作賣點，折實平均呎價13,899元，折實入場
費332萬元，較同區新盤低約20%。
另外，由於昨日市場缺乏焦點大盤，市場一手成交

零星，全日只有29宗，較之前一個周末成交580伙(緻
藍天佔516伙)大幅下跌。過去兩日最多成交的新盤，
分別為九建旗下旺角麥花臣匯、恒隆地產長沙灣碧海
藍天，分別成交7伙及6伙

緻藍天撻訂貨改抽籤揀樓

日出康城7期小檔案
地盤面積 541,881方呎
住宅面積 756,279方呎
商場樓面 478,998方呎
住宅幢數 2幢
單位數量 不超過1,250伙
平均單位面積 605方呎
截意向時間 5月4日
預計完工時間 2022年(商場最快2020年)

製表：記者 顏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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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黃萃華、顏倫樂）

「Lump Sum」(樓價)

當道的今天，港人視呎

價為無物，只要負擔得

起樓價，哪管售價合理

與否。昨天分別傳出天水圍區內居屋天麗苑一

個高層單位，實用呎價竟高達10,377元，為

區內呎價首度突破萬元成交。另外，黃大仙鳳

德邨一公屋單位以呎價12,245元成交，再刷

新紀錄。

價價癲癲 時代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