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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曾經讓前鄉議
局主席劉皇發捲入僭建風波的九龍塘金巴倫道19
號屋地，昨天傳出以2.3億元易手，折合可建樓面
呎價高達3.8萬元，屬市價水平。
項目地盤佔地約10,060方呎，以最高地積比0.6

倍計算，可建樓面約6,036方呎。項目早於2013
年放盤，當時叫價一度高見2.5億元，迄今售出減
幅達8%。
據土地註冊處資料顯示，屋地的黃姓原業主於

2007年，以公司名義斥資8,300萬元購入物業，
及後一度以每月23.9萬元租予由劉皇發擔任大股
東的永同益管理有限公司，期間一度捲入僭建風
波。迄今轉手，物業期內勁賺1.47億元、升值1.8
倍離場。

金巴倫道屋地2.3億易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上周
深圳樓市延續調整狀態，根據深圳中原研究中心
的監測，深圳市規劃國土委數據顯示上周一手住
宅成交1,470套，成交面積為15萬平米，環比下
降了12%。均價約為3.47萬元（人民幣，下同）
/平方米，環比上升了0.2%。從一手市場表現來
看，雖然成交套數及面積較上周有所上升，但仍
然顯著低於6月水平。此外，成交價格也維持高
位盤整態勢，與上期基本持平。

二手住宅成交微跌
上周二手住宅共成交 3,554 套，環比下降

0.34%，均價3.5萬元/平方米，環比上升1.23%。
規劃國土局的數據顯示，成交量方面上周較前一
周上升1.3%，上周成交30萬平米，已經較此前高
峰水平有少許滑落，根據深圳中原經理指數及報
價指數已經連續四周錄得下跌。

上周深圳新房成交跌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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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大型
屋苑再錄新高成交，中原地產何文俊表
示，將軍澳居屋富康花園最新錄得6座高
層H室交投，單位實用面積592方呎，以
居二市場價470萬元成交，折合實用呎價
7,939元，創屋苑綠表樓價及呎價新高。
原業主於1998年以176.1萬元買入，持貨
約17年，是次轉手賬面獲利293.9萬元離
場。

將中高層呎價15,104元沽
同區將軍澳中心亦有新高價成交。中

原地產伍錦基表示，成交為10座高層E
室，實用面積384方呎，以580萬元沽
出，折合呎價15,104元，呎價創屋苑新
高紀錄。原業主於2012年以366.8萬元買
入單位，物業期內升值58%。
美聯物業周永業表示，已屆入伙的筲

箕灣樂融軒，其高層G室單位，實用面
積約為508方呎，以月租約2.75萬元獲承
接，折合呎租約為54.1元。業主於2013

年以約627.6萬元購入樓花，回報率約為5.3厘水
平。
不過市場亦出現零星撻訂個案，中原招錦昌表

示，沙田河畔花園A座中層7室，實用面積280方
呎，日前獲買家以395萬元承接，然而及至昨天
決定撻訂，料連同佣金、訂金在內買家損失近10
萬元。

馬鞍山迎海．駿岸最快下月推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悅琴）中小型住宅及豪宅受捧，
發展商積極推盤應付市場需求。新世界於旺角SKYPARK
昨加推5伙，本周五推售，同時推出尖沙咀名鑄61樓D室相
連單位以招標形式出售，及加推元朗溱林最後1伙洋房；恒
基地產、新世界發展及培新合作發展的馬鞍山迎海．駿岸有
機會本周上載售樓書，8月推售，首批至少90多伙；嘉里於
屯門掃管笏項目希望在本季尾獲批預售後推出。

本周有機會上載售樓書
恒基地產營業(一)部總經理林達民昨表示，馬鞍山迎海．
駿岸剛於上周獲批售樓紙，示範單位正準備中，有機會本周
上載售樓書，首批至少有90多伙，由於此盤有74%為2房
戶，首批會有一定比例包含此類單位，亦有機會包括此期只
有44伙的811方呎3房戶單位。他又稱，該盤正於馬鞍山新

港城中心及將於沙田廣場進行路演，斥資500萬元邀請知名
導演侯仲賢遠赴新西蘭北島拍攝，以鯨吞天下為概念，亦展
現樓盤有127萬方呎的自然保育地域優勢。迎海．駿岸共有
474伙，標準戶間隔兩房至三房戶，面積491方呎至823方
呎，兩房戶佔74%。
事實上，三年前買入迎海1期，如今已有逾30%升幅。中

原地產馬鞍山銀湖．天峰分行市務經理阮傲君表示，區內即
將有新供應，帶動市場交投氣氛，馬鞍山迎海一期剛錄5座
中層A室易手，實用面積496平方呎，屬兩房間隔，以
683.8萬元易手，實用平均呎價13,786元，新買家為用家，
見屋苑樓齡新，設大型會所，環境舒適，即購入單位作新居
之用，據了解，原業主於2012年以516萬元購入上址，持貨
約3年，是次轉手賬面獲利167.8萬元離場，單位升值約
32.5%。

■恒基地產營業(一)部總經理林達民昨表示，
馬鞍山迎海．駿岸有機會本周上載售樓書。

梁悅琴 攝

何文田山畔延長優惠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悅琴、蘇洪鏘）發展商延長
折扣優惠期吸客，永泰地產的何文田山畔延長餘下5伙
的5%樓價折扣優惠期至8月31日。永泰地產發展執行
董事陳玉成表示，何文田山畔再售出一伙實用面積
1,255方呎的四房一套連工人房，單位為2座20樓A
室，成交價3,061.46萬元，呎價24,394元，據悉，買家
為九龍豪宅區業主，計劃作自用，此盤推出的四房一套
戶已售出約八成，尚餘兩伙此類單位待售。同時，將本
月底到期相等於樓價5%的優惠限期延長至8月31 日，
只限新銷售安排中的2伙三房一套戶及3伙四房戶。

SKYPARK名鑄溱林齊加推
新世界昨加推旺角SKYPARK 5伙，實用面積由

404至540方呎，售價由952.5萬至1,305.2萬元，呎價
由23,076至24,171元，此批單位於本周五推售，同時
亦剔除SKYPARK 2號價單的3%特別折扣優惠至本
月31日的期限。同時推出尖沙咀名鑄61樓D室相連
單位以招標形式出售，截標日期為本周五(7月31日)
下午一時，發展商提供8.5%從價印花稅回贈。同系
元朗溱林昨加推項目最後一幢C戶型花園洋房C3，
實用面積 2,174 平方呎，連雙車位，訂價2,375.3 萬
元 。
近期豪宅新盤銷情造好，發展商密鑼緊鼓推陳出

新。嘉里發展執行董事朱葉培昨天出席一個活動時表
示，旗下屯門掃管笏項目已進行地基工程，希望在本
季尾獲批預售後推出，項目主打兩至三房戶，最細為

一房戶，另設有洋房單位。至於集團早年以百億元買
下的何文田常樂街地王，亦正申請預售，朱葉培稱項
目主打兩至三房，將提供約1,400伙，最快明年上半年
推出。

沙田玖瓏山累售逾700伙
而集團在售中的項目方面，旗下沙田玖瓏山累售逾

700伙，套現達90億元，尚餘180多伙待售，集團正爭
取在兩個月內以現樓推售，朱葉培強調項目存在加價
空間，會隨行就市。而九龍塘義德道1至3號尚有4伙
待售，自開售以來套現逾25億元。對於地政總署現正
招標的石硤尾大窩坪地皮，朱葉培表示有興趣，倘入
標會傾向以獨資競逐。

做功課增保育元素 總投資逾100億
雅居樂南丫項目再啟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顏倫
樂）商舖市場繼續受內地客消費力減弱困
擾，零售消費區租金受壓，業主新近多選
擇面對現實，願意將叫租調低於原租金水
平。資深投資者兆安地產李太新近將旗下
位於尖沙咀漢口道43至49A號02地舖，
將叫價勁減兩成以20萬元招租。

內地客消費力弱 租金受壓
中原(工商舖)何潔釵表示，該舖位面積約

300方呎，現正以意向月租約20萬元推出

市場招租，意向呎租約667元。現租客經
營相機及配件零售，月租約22萬元，租期
至今年9月。何氏指出，上述舖位早於今年
6月以約25萬元招租，惟市場受個人遊效
應減退等陰霾影響，氣氛未見踴躍，業主
因而將意向租金調低兩成至約20萬元，並
較現時租金水平低約10%。
事實上，近期核心消費區相繼錄得減租

個案，市場消息指，銅鑼灣怡和街2至6
號地下2號舖，面積約350方呎，年初原
以約100萬元推出市場招租，惟業主現已

把意向價下調至約78萬元，下調幅度約兩
成，亦較其舊租金為低。
何潔釵預期，舖位租務市場進入整固

期，業主逐步調低意向租金以測試市場反
應，反有利中小型企業趁實惠租金進駐以
拓商機，預料今年舖位租務成交會增多。

興業興勝十億購長沙灣商廈
另外，香港興業及興勝創建昨日發出聯

合公告，宣佈以9.98億元向燈芯絨大王江
達可購入長沙灣青山道476號長沙灣百佳

工商中心全幢寫字樓。第一太平戴維斯九
龍工業及商業銷售主管蕭兆新表示，原業
主早前低調獲委託出售上述物業。據了
解，地盤面積約1萬方呎，現為23層高商
業大廈，總樓面約145,394方呎。

原業主持貨3年賺近六成
據了解，是次成交以買賣公司形式進

行，可慳稅逾8,400萬元。大廈原業主江達
可於2012年向恒隆以6.25億元購入物業，
持貨3年大賺約3.73億元，獲利近六成。

漢口道舖劈租兩成招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悅琴）樓
價持續上升，車位亦跟隨上揚。美
聯物業將軍澳城中之城分行(3)營業
經理馮智堯表示，將軍澳日出康城
領都有車位摸貨成交，持貨僅約一
個半月，以約141萬元摸出，賬面
獲利約13萬，扣除印花稅交易成
本，約賺11萬元。

扣除印花稅賺約8.5%
該成交為日出康城2A期領都L3
層雙號車位，獲看好區內車位供

應緊絀的投資客承接，成交價約
141萬元，據悉，上手業主於2015
年6月中斥資約128萬元承接，是
次轉手賬面獲利約13萬元，扣除
印花稅交易成本，賺幅達約
8.5%。
此外，日出康城1期首都L3層單

號車位成交同獲投資客承接，成交
價約148萬元，資料顯示，原業主
於2009年4月斥資40萬元一手購
入，是次轉手賬面獲利約108萬
元，大幅升值約2.7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過江龍Q房網繼
續擴張分店網絡，昨天為九龍塘分店舉行開張儀
式。Q房網香港董事總經理陳坤興表示，新舖選址
位於森麻實道，面積約2,000方呎，目前租金約10
餘萬元，該舖位對上租戶亦為代理行。分店附近校
網配套完善，交通方便，豪宅林立，又有不少發展
商爭相在區內推出豪宅，遂選址該區開張。
陳坤興續指，新盤市場仍由中上價物業主導，該

行研究部指出，自今年5月至7月24日止，共售出
3,196伙，當中約337宗「一客兩食」個案，而當中
約1,611宗為700萬元以上的中上價物業，佔整體
56%。

■Q房網繼續擴張分店網絡，九龍塘分店
舉行開張儀式。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寸金尺土，中小型單位大
行其道，善用裝潢佈置妙法，成為打造安樂窩的
關鍵。美聯會上周六於九龍香格里拉酒店舉辦
「小居室大智慧講座」，供會員及巿民免費入
場，並邀得室內設計師、驗樓師、智能家居專家
與樓股達人出席並擔任主講嘉賓，從上車實戰攻
略、收樓驗樓秘訣、居室空間改造、智能家居佈
局等領域出發，分享貼身實用的小貼士，助巿民
打造舒適與品味兼備的時尚家居，講座反應熱
烈，吸引不少年輕夫婦蒞臨取經，全場爆滿。

美聯會居室佈置講座反應佳

■美聯會上周六於九龍香格里拉酒店舉辦「小居
室大智慧講座」，反應熱烈，全場爆滿。

曬地十多年的南丫島博寮港大型綜合
性項目，即將重新啟動。雅居樂發

言人昨日承認，項目規劃申請在籌備
中，預計短期內會向城規會提交。與項
目2011年的申請作比較，新申請的總可
建築面積(GFA)約18萬平方米，較上次減
少約14%，主要因為保育走廊面積增加
及住宅用地減少所致。
翻查資料，博寮港項目2011年的申

請，諮詢期內收到2,300份申述，多達4
成反對，包括多個環保團體等，城規會
同年11月否決申請，指項目的陸地部分
是廣大「自然保育區」及「海岸保護
區」地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發展更
涉及海床部分，破壞南丫島南部地區的
漁業生境，而且規模太大，與申請地點
及其周圍地區現時的天然景觀和鄉郊特
色並不相配。
為了增加通過城規會的機會，雅居樂
新項目籌備辦總經理刁展威表示，公司
在當地進行全面的生態調查及環評後，

讓具生態價值的地方及歷史文物得以
「原裝保留」，並建議透過換地，把建
築物放在生態價值較低的土地上，以避
免在高生態價值的農地上發展。
被問到項目一直備受環保人士反對

時，刁展威稱其實大家的目標一致，就
是想辦法保育生態，同時提升大眾的保
育意識。過往的反對聲音是因為當中有
誤會，公司理解各環保團體其實出於擔
心，怕當地生態受影響，在全面的生態
調查後，新方案已提高保育元素，並相
信保育走廊概念已經解決了他們絕大部
分的疑慮。

保證公眾設施「零拆遷」
而包括行山徑、海灘及古蹟等所有現

有的公眾設施，以及區內所有村屋，都
會予以保留，達至「零拆遷」，避免了
保育及發展互相矛盾的情況。此外，因
生態價值高的次生林增加，按保育原則
而取消部分住宅，改為保育走廊，住宅

單位因此由原來的900個減少至850個，
住宅高度由4層減少至3層，並會取消岸
邊的住宅，增强生境連貫性
發言人又強調，將採用融入大自然的

階梯式設計，並按生態價值的變化及避
免生境分隔的原則，保育走廊面積增加
約19%至逾19.5公頃。項目仍然會有酒
店及游艇港的部分，其中遊艇港將採用
雙重防波堤設計，減低高度、減少視覺
影響及大量增加水上活動的空間和種
類，為減少對岸邊生態影響，整個防波
堤向外移。
南丫島博寮港項目，由雅居樂（70%）

及建旺集團（30%）合作發展，預計投資
逾100億元。按照2011年舊方案，項目佔
地達918.75萬方呎，相等於4.5個維園的
大小，海面部分的462.85萬方呎，陸地部
分亦達455.89萬方呎，除住宅外，項目亦
會建120個房間度假期式酒店，及國際帆
船中心等。

業界料遭大批環團反對
雖然今次申請較3年前增加環保元素，

但業內人士指，今天社會對於保育的意
識較3年前更加提高，預料項目仍然會遭
到大批環保團體反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內地地產商雅居樂（3383）與「南

丫島島主」、建旺集團李建強合作發展的南丫島博寮港項目，短期內

將向城規會呈交規劃申請。項目3年多前亦曾向城規會申請更改土地

用途，但因規模太大及未符保育要求遭否決，今趟捲土重來，雅居樂

發言人指總可建面積將縮少14%，單位由900伙減少5.5%至 850

伙，並會增加更多保育元素，例如擴大保育走廊等，整個項目預計投

資逾100億元。

領都車位摸貨個半月賺11萬 Q房網：中上價物業主導一手市場

■零售市
道不景氣
持續，舖
位業主叫
價回落。
漢口道地
舖 招 租
意向月租
調低至約
20萬元。

■雅居樂南丫島博寮港項目短期內將向城規會呈交規劃申請。雅居樂發言人表示，會增
加更多保育元素，整個項目預計投資逾100億元。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