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鴻基地產於元朗商場「YOHO MALL形點」首階
段（約60萬方呎）於昨日正式開業，提供約200間商
舖，包括雲集著名餐飲品牌，佔地3萬方呎的戶外餐飲
長廊。新鴻基地產代理租務部總經理林家強（中）預
期，商場昨日單日人流約10萬人次。 ■記者 梁悅琴

形點開業

香港文匯報訊 政府活化工廈政策將於明年4月叫停
下，第一集團最新把旗下位於九龍灣宏泰道的第一集團
中心申請活化，並以全幢形式放售，叫價約14億元。
第一集團董事霍偉良表示，該中心為集團於2009年
向房地產基金以約2.34億元購入，總樓面面積近18萬
方呎，部分樓面作自用外，其他樓層一直作出租用
途，現時租金叫價約每平方呎15元。同時，根據中原
(工商舖)資料顯示，過去一年該廈共錄得8宗成交，平
均呎租約16元；地廠樓面最近亦獲意大利超級品牌車
行承租，呎租約42元。
霍氏指出，隨着市場對九龍灣區的商業及零售項目
需求增加，集團為物業作兩手準備，一方面追趕活化
政策的「尾班車」，另一方面該中心鄰近地鐵站及區
內大型購物商場，預料活化後，每年淨租金收入可逾
8,000萬元，大大增加物業的價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顏倫樂） 恒地早前向政府申
請於新界東北發展區內「原址換地」，地皮位於粉嶺
北馬屎埔內，今年中獲地政總署批准進一步處理後，
恒地一方立即馬不停蹄，近日再向城規會申請於地盤
旁邊先興建「高架行人天橋」，連接馬適道及日後擬
建的公共交通交匯處，另附一個細小面積的商店及服
務行業用途建築申請，涉及商業樓面2,080方呎。

馬屎埔申建天橋連商店
恒地近日向城規會申請，於上述馬屎埔項目內的西
面，興建1條高架行人天橋，將24小時開放，其伸延
部分將與未來政府所實施通往粉嶺北新市鎮的行人天
橋網絡連接。申請內涉及一個細小面積的商店及服務
行業用途建築，涉及樓面約2,080方呎，其附屬用途則
約4,148方呎，總建築面積約6,228方呎。
申請人指，商店是為方便規劃區第18區的早期居民
所設，由於其位置正好連接馬適道及規劃區第15區的
公共運輸交匯處，具有策略性功能，所以應予提前落
實。
據了解，恒地馬屎埔項目位於綠悠軒對面，緊貼馬
適路，屬於新界東北兩個新發展區之內，佔地約17.33
萬方呎，現規劃為「住宅(乙類)」用途，可以地積比率
3.5倍發展，預計可建樓面約60.66萬方呎，可建約20
層高住宅大廈。恒地早前向政府申請原址換地，今年
中並獲批進一步處理，成為首個發展商獲准在區內進
行換地發展。

合興大廈「轉商」料遭反對
另一方面，本周五城規會將審議合興集團旗下元朗
合興大廈「工轉商」的申請，但規劃署報告不支持，
認為該地用途是希望保留做工業，以保證市場供應，
預料周五難以通過城規會。此外，政府將軍澳第67區
的政府辦公大樓發展計劃，早前申請放寬高度限制，
規劃署不反對，指放寬輕微，相信會獲通過。

恒地東北換地全速推展

第一集團中心全幢索14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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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統計處日前最新公佈今年7月零售
業銷貨額數字，首7個月貨值按年下

跌1.8%，單是7月就按年下跌2.8%，創今
年4月以來最弱的表現。當中「重災區」珠
寶首飾、鐘錶及名貴禮物跌勢未止，按年
下跌5%。新近就連實力雄厚的鐘錶業都難
抵貴租，宣告遷出。

英皇羅素街內部大整合
英皇國際昨日公佈關於英皇鐘錶現租賃

協議之補充租賃協議，將旗下5項物業一律
減租三成，均位處一線核心零售區，包括
銅鑼灣羅素街50至52號多層物業、羅素街
54至56號多層物業、羅素街8號地下1及2
號舖，以及尖沙咀廣東道4至8號之物業。
以其中羅素街54至56號為例，項目連同外
牆展示屏及9個廣告牌等，總樓面面積為
5,138方呎，由10月起每月實際租金由約
511萬元減至約375.5萬元。
與此同時，集團亦公佈退租協議，英皇國

際所持有的銅鑼灣羅素街8號英皇鐘錶珠寶中
心地下3及5號舖，現英皇鐘錶將於今年10月
後退租，現租金約276萬元。市場消息指，
該地舖已獲連鎖化妝品店卓悅以160萬元承
租，按此計算，新租將較現租大減42%。據

了解，物業面積約3,068方呎，按新租計算呎
租約 522 元。英皇國際昨收報 1.48 元跌
2.6%；而英皇鐘錶則收報0.265元跌5.4%。
自從去年底，經歷反水貨客抗議、內地收
緊自由行及內地客消費模式轉變等後，本港
零售數字不斷下跌，核心街舖減租個案不絕。
上月銅鑼灣恩平道44至48號恩平中心地下1
及2號舖以80萬元放租，較舊租金減16%。
而區內二線吉舖情況未見改善，更出現俗稱
「夜冷檔」的散貨場短租。
另一邊廂，新鴻基地產代理租務部總經
理林家強昨亦表示，新地旗下以區域性商
場為主，大部分做本地客，整體銷售數字
及租金收益上仍有輕微升幅，但旗下商場
珠寶及手錶店舖銷售額按年跌7%至8%。
反映出本港奢侈品消費的弱勢。
為此，他希望透過加強推廣活動「將大
氣候影響減到最低」。

高力料全年舖租跌15%
高力國際日前就指出，近年街舖租金屢
創新高，預計有個別業主將會減租留客，
或減至2011年中水平，預計全年整體街舖
舖租累跌15%，並以銅鑼灣、尖沙咀等核
心區跌幅最大。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悅琴）9月新盤大混
戰，正當東涌東環II及紅磡環海．東岸首批單位
將於明早及本周六推售之際，長實執行董事趙國
雄昨日表示，朗屏站住宅項目世宙可望短期內獲
批售樓紙，有望月內推售。
長實高級營業經理何家欣表示，世宙由4幢大
廈組成，提供1,129伙單位，主打2房及3房，面
積分別由420方呎及650方呎起，其中2房數目佔
逾半，預計明年底入伙，項目地下有特色商店街
道，以吸引地道美食及國際餐廳。

趙國雄：開價一向貼市
趙國雄指出，世宙首批單位數量將視乎市場反

應，強調開價一向貼市。他又指，項目商業部分
預計於交樓時開幕，現時傾向收租，若有客出價
吸引亦不排除出售。他表示，集團下半年除了推
售「世宙」外，亦有機會推出亞皆老街項目。
對於近期股市波動對樓市看法，他認為，股市

波動會影響投資性參與，但市場仍有用家需求，
本港經濟基調仍良好，認為樓價仍可平穩上升。
他又稱，大家不用過份憂慮美國加息對本港樓市
影響，相信今年不一定加息，即使加息幅度亦很
小。另外，他表示，長實有意入標港鐵日出康城8
期項目。

東環II收票超額17倍
至於新地於東涌東環II首批328伙昨晚9時截

票，消息指，累收約6,000票，超額登記17倍，
該盤於今日進行抽籤、明早揀樓。

環海東岸再加推110伙
九龍建業於紅磡的環海．東岸昨再以原價加推

110伙。九建市務及銷售部總經理楊聰永表示，此
批單位包括60伙開放式、40伙1房及10伙1房連儲
物房，面積197方呎至362方呎，平均呎價20,539
元，計入最高14%折扣後，折實平均呎價17,663

元，折實售價由300萬元
起。該盤已推出422伙，
發展商公佈，本周六將先
推售當中的368伙。消息
指，該盤至昨晚已累收逾
1,300票，超額2.1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白居
二」才剛接受申請，已有置業人士無懼股災
來襲「偷步入市」，天水圍及屯門再有居屋
破綠表價新高。當中，屯門兆麟苑有面積
401方呎單位以呎價6,147元易手，創出屯門
綠表居屋呎價新高。
祥益地產亦表示，屯門兆麟苑A座高層8

室，實用面積401方呎，在居二市場以246.5
萬元易手，折合呎價6,147元。雖然原業主
較開價時的268萬元減達8%，但呎價仍創屯
門綠表居屋呎價新高。原業主於2003年以
36萬元買入，持貨十餘年大幅升值5.8倍。

龍門居天盛苑貴絕區內
無獨有偶，祥益地產黃慶德表示，同區龍

門居5座中層D室，實用面積592方呎，獲
首置客以居二價360萬元承接，折合呎價
6,081元，創下屯門綠表居屋造價新高，較
同區兆麟苑早前刷新的335萬元舊紀錄再高
出7.5%。原業主於2012年以約143萬元購入
單位，是次轉手賬面賺217萬元離場。
鄰區天水圍天盛苑亦出現同區新高，房屋

委員會資料顯示，天盛苑一個中層戶，實用

面積約650方
呎，上月在居
二市場以386
萬元成交、直
撲 「4 球 」
（400萬元），
呎價5,938元，
貴絕天水圍綠
表居屋造價，
較6月同屋苑
創下的360萬
元舊紀錄再高
7.2%。

東旭苑綠表連錄「6球」
在港島區，香港仔嘉隆苑則錄屋苑新高，

據房委會資料顯示，一個實用面積約645方
呎的低層戶，上月在綠表市場以533萬元成
交，折合呎價8,264元。至於「綠表居屋
王」筲箕灣東旭苑再錄「6球」綠表成交，
該屋苑兩個低層單位，實用面積同為650方
呎，上月分別以綠表價620萬元及616萬元
成交，折合呎價分別9,538元及9,477元。

兆麟苑刷屯門綠表呎價王

英皇羅素街舖劈租四成
英皇鐘錶退場 卓悅頂上進駐

長實朗屏站世宙或月內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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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悅琴）面對經濟轉
弱，連帶豪宅造價亦受壓。南豐集團昨日突然散
貨，將作收租用的西半山豪宅「羅便臣道80號」
53伙單位以貼市價重推，包括47伙3房連套房單
位及6伙複式特色戶，提供最高17.65%折扣，
867方呎單位折實1,910萬元入場，而最貴單位
呎價達60,739元，折實呎價達5萬元。

首批53伙 1910萬入場
南豐發展公司地產部總經理鍾志霖表示，項目

重售首張價單主要提供3房連套房標準單位，實
用面積由865方呎至2,356方呎，售價2,320萬元
至4,400萬元，呎價由26,759元起。另提供複式
特色戶，售價由7,420萬元至1.43億元，呎價由
48,433 元至 60,739 元。此批單位最高折扣
17.65%，折實價由1,910萬至1.17億元，銷售安
排將於稍後時間公佈。
鍾志霖表示，羅便臣道80號一直受用家及本地

長線投資客歡迎，大部分為外籍人士及公司管理
層，集團一直保留部分單位收租，有見不斷收到查
詢推售安排，故集團特意翻新部分未售單位，並於
昨日公佈重售，以回應市場需求。此外，部分現樓
示範單位將於本周五開放予公眾預約參觀。

紅山半島推29洋房
另一方面，由華懋等發展的大潭紅山半島昨日

亦公佈B區3期合共29幢洋房價單，實用面積由
2,788方呎至3,142方呎，定價由8,797萬元至
1.25億元，以最高折扣11.5%計，折實入場費由
7,786萬元起。仲量聯行香港董事總經理曾煥平
表示，項目有機會在周內推售。
華懋集團發展部副經理黎倩玲表示，今批洋房

市值26億元，每伙洋房均重新裝修，合共裝修費
約2.5億元。未來會視乎市場反應或再推售C區
及D區的洋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本港零售持續萎縮，街舖業主都禁
不起衝擊。在租金貴絕亞洲的銅鑼灣羅素街內持有多個舖位的英皇國
際（0163）昨日宣佈，將旗下租予同系英皇鐘錶珠寶（0887）的4個
羅素街街舖，以及1個位於尖沙咀廣東道街舖一律劈租三成。另外，
英皇鐘錶珠寶將退租羅素街8號物業，並由連鎖化妝品店卓悅以約
160萬元承租，較舊租金勁減逾四成。

英皇國際對同系英皇鐘錶劈租舖位
物業 總樓面 舊月租 新月租* 減幅 新呎租

(方呎) (萬元) (萬元) (元)
羅素街50-52號德發大廈地下 2,667 189.8 138.6 30% 520
(B舖連後院)及1樓B室(連露台)
以及2樓B室(連露台)
羅素街50-52號德發大廈地下 1,807 186 130.2 30% 721
(A舖連後院)及1樓A室
(羅素街50號)
羅素街54至56號 5,138 511.1 375.5 30% 731
連外牆展示屏及9個廣告牌使用權
羅素街8號英皇鐘錶珠寶中心 3,367 309 228.4 30% 678
地下第1及第2號店舖
連同部分外牆廣告牌等使用權
廣東道4-8號地下及1樓、3樓A室 6,261 515 384.7 30% 614
及B室、4樓A室部分及天台
連外牆廣告牌使用權
*10月1日起實行 製表：記者 蘇洪鏘

■天盛苑有單位登上天水圍
綠表居屋造價王。資料圖片

■長實趙國雄(右)及何家欣主持世宙命名儀式。
記者梁悅琴 攝

■九龍建業楊聰永表示，紅磡環海‧東岸已公佈
422伙價單。 記者梁悅琴 攝

■英皇鐘錶在羅素街有4個舖位獲英皇國際減租，另1個位於羅素街8號的
舖位則會退租。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