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復活節假新盤成交未復活
4日睇多買少 僅沽160伙周跌1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復活節4日長假期結束，新盤行情睇多買少，埋單計數4日只錄得

約160宗一手成交，按周下跌15%，市場反應差強人意。其中新盤主要「戰場」何文田，各發展商

賣樓再有新進展，新地的天鑄2期昨日公佈第三張價單，涉及28伙，價單定價約2,284.8萬元至

6,615.27萬元，價單呎價約1.83萬元至3.8萬元。二手成交則表現回暖，中原地產十大屋苑錄得30

宗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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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業錦囊
吉隆坡市中心房產吸引

最近，某馬來西亞樓盤廣告一直推介
城市森林概念，更主打新加坡地域相近
因素，到底馬來西亞房產是否適合投
資？
投資之前，我們應該先從風險說起，

現時馬來西亞最大的風險是其國債比率
非常高，外債額佔國內生產總值比例超
過60%，居亞洲國家之冠。當美聯儲加
息時，很多外資會選擇把資金撤離馬來
西亞，造成該國的走資及金融風暴風
險，此外，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的世紀
貪污醜聞，也確實令不少國際投資者卻
步，令外商愈來愈不信任這個國家。

「樓價仍有上升空間」
可幸的是，馬來西亞房的地產表現，

是近年在亞太地區之中，其中一個增幅
最強勁的國家，房價上升的主因是由於
城市化、市民年輕化及人口上升所帶
動，我認為吉隆坡未來的房價還有上升
的空間。仔細一看，吉隆坡目前與內
地、香港、新加坡相比下，價格仍然很
低。例如大馬的平均投資回報率有
6%，加上永久地契產權，此外馬來西
亞的地理位置也不錯，中國坐飛機到馬
來西亞只需3個小時，又鄰近新加坡和
泰國。由於價格優勢，未來5年至10
年，馬來西亞房地產在我眼中仍看高一

線。

「經濟轉型帶來機會」
讀者可能會問，馬來西亞那麼大，哪
裡才值得投資？筆者認為，只有吉隆坡
市中心的地段才值得投資，原因是馬來
西亞近年受油價下跌所影響，因而要經
濟轉型。經濟轉型的計劃重點之一，是
從新加坡把高鐵連接到吉隆坡，高鐵的
建成會令原本約6小時的車程大大縮短
至大約90分鐘。目前馬新兩地樓價差距
達700%，想像一下，日後高鐵一旦落
成，預計吉隆坡市中心的房價勢必將會
大幅上升。再者，政府已經有意在2020
年開展大吉隆坡地區人口計劃，計劃從
現有的640萬人口增至1,000萬人口，假
設打個五折，也能增長到820萬，加上
外來人員帶動大量的住房需求，未來大
吉隆坡地區將會聚集馬來西亞十分之三
以上的人口，住房需求非常大，投資住
宅房地產前景非常樂觀。
說起馬來西亞的城市，大部分香港人

首先會想到首都吉隆坡，其次就是檳
城。在檳城買房的外地人，要麼就是買
來自用度假，要麼就只能空着等待升
值。如果我們從投資的角度去考慮，我
認為選檳城倒不如選吉隆坡更為實際，
城市森林樓盤就更加缺乏投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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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樓市交投
有回暖跡象，本港四大代理行過去周末（3
月26及27日）的十大屋苑成交數據全數上
升，分別錄得15宗至22宗成交，按周上升
25%至129%。其中中原地產錄得最多的22
宗成交，較上周末上升57%外，更創出45
周新高。代理指出，新盤開賣帶動二手樓
市，再加上個別業主看淡後市，願意由去年
高位減價約15%至20%，成功激活市場購
買力，令市場成交重現生氣。

中原：減兩成即具競爭力
總結復活節4天假期，中原地產十大屋
苑錄得30宗成交。中原地產亞太區住宅
部總裁陳永傑表示，本周一二手成交皆
旺，十大屋苑成交量更創45周新高，證
明市場購買力仍在。他指出部分新盤低價
開售，對二手市場有一定壓力，惟二手業
主只要肯從2015年9月樓價高峰期水平減
價15%至20%，價錢即具有競爭力，吸引
買家承接。
美聯物業方面，復活節4天長假（3月

25至28日）十大藍籌屋苑合共錄得約20
宗買賣成交，已經與去年5天長假相若，
二手氣氛明顯回暖。至於剛過去的周末該
行十大屋苑共錄得約15宗買賣成交，按
周升約25%，並已連續4個周末錄得雙位
數水平。

美聯：憂回升僅曇花一現
美聯物業住宅部行政總裁布少明表示，發

展商趁復活節假期開售，帶動二手樓市亦重
展活力，配合部分二手業主看淡後市減價沽
售，刺激成交量拾級而上。本周末睇樓量不
減反增，部分屋苑更按周升近 10%至
15%，成交量亦因而持續上升。不過該行擔
心今次回升只是曇花一現，市場上減價盤源
被消化後，4月成交又可能回軟。
雖然交投回升，但歸根究底是因為個別業

主肯減價所致，故今趟「小陽春」並未令市
場減價步伐放緩，多區繼續出現多宗減價成
交。中原范偉康表示，東涌居屋裕東苑C座
低層7室，實用面積433方呎，自由市場叫
價380萬元，放盤短短兩個月減價30萬元，

即獲用家以350萬元承接，實用呎價8,083
元。另外，鰂魚涌南豐新邨一個391實呎
戶，美聯蕭俊健表示，一名外區客斥約499.1
萬元承接，較原來叫價534萬元減價34.9萬
元或6.5%，實用呎價約為12,765元。

利嘉閣：一手市場欠焦點
利嘉閣地產十大指標屋苑於過去周末錄得

19宗二手買賣成交，亦按周上升46%，而
復活節4天假期則有31宗成交。利嘉閣地產
總裁廖偉強表示，一手市場欠缺焦點，不少
準買家的購買力回流二手市場，令二手市場
氣氛回暖。加上業主的議價態度放軟，二手
樓價逐漸回落，激發部分潛在買家將累積多
時的購買力轉投二手市場。

港置周末兩日成交增逾1倍
香港置業十大屋苑於復活節4日長假錄得

約26宗成交，較去年復活節5日假的13宗
上升一倍，若單計周末兩日亦錄得16宗成
交，按周上升129%，創自2014年7月第三
個周末後的新高。

新地副董事總經理雷霆表示，天鑄2期
日前分兩輪推售共50伙，接近沽清。

翻查記錄，天鑄2期已沽47伙，佔已推出單
位94%，套現逾19億元。有見銷情理想，
雷霆指項目繼早兩天加推價單第二號共32
伙單位，昨天再度加推價單第三號，涉及
28伙單位，兩度加推共60伙單位，市值
（以訂價計）約27億元至28億元。

天鑄2期原價再推28伙
雷霆指，該60伙單位平均呎價（以訂價
計）約3萬元，折實約2.6萬元，價錢與首
批單位相若，屬原價加推；即供入場呎價為
約1.6萬元，單位分佈於第一座、第二座及
第三座，主要於第三座，來自第三座B、C
及D室。公司將視乎收票盡快公佈銷售安
排。他又指，價單第二號包括3伙特色單
位，加推單位中，折實即供價最高之單位約
為1.1億元。
新地代理助理總經理胡致遠補充，已售出
的47伙，平均成交樓價約4,000萬元，平均
成交呎價約2.8萬元，當中有9伙單位的成
交樓價超過5,000萬元。項目最大手成交為
一個家庭購入4伙單位，在早兩輪銷售中，
亦見購入多於1伙單位之買家，多為家庭
客。
對於網上討論區流傳新地將軍澳的海天晉

每呎管理費近 5
元，雷霆表示，海
天晉的管理費仍在
計算當中，將盡快
公佈，或將較其他
「天晉」系列稍
高，乃因海天晉為
低密度住宅設計，
管理需要較多人
手。
復活節 4 日 假
期，一手市場只錄
得160宗成交，較
之前一周的兩天
（3 月 19 日及 20
日）成交188宗還要少約15%。除天鑄2期
售出47伙外，另一個成交宗數最多的新
盤，來自何文田ONE HOMANTIN，假期
內亦售出30多個單位，單計上述兩個何文
田盤，已佔假期一手成交約一半。

映御加推10伙周五售
新地的元朗映御，市傳復活節期間合共售
出逾12伙，累計賣出逾245間，佔已推出單
位超過82%。樓盤昨日再推出第十號銷售安
排，於本周五以先到先得形式開售10伙，
包括開放式、1房及1房連儲物房單位，單

位售價由365萬元至540萬元，平均呎價為
1.1775萬元；即供折實價約326萬元至481
萬元，即供折實平均呎價約1.0508萬元。

Cluny Park呎售5.3萬創新高
另外，信置西半山干德道的 Cluny

Park，昨日以招標形式售出15樓B單位，
售價1.17億元，實用面積2,201方呎，平均
呎價5.3158萬元創項目新高。買家另可享
8.5%從價印花稅現金回贈，扣除上述優惠
後，售價為1.07055億元，平均呎價4.8639
萬元。

■雷霆（左）指，天鑄2期日前分兩輪推售共50伙，接近沽清。

樓市隨春日回暖，整體氣氛明顯較前活
躍，惟後市仍未能樂觀。3月二手成交呈現回
升跡象，主因1月及2月的宗數過低引致，現
僅回復較正常水平。當市場筍盤數量銳減，或
影響準買家入市熱情，4月初成交有機會回
軟，後市走向還看業主是否持續減價。 美聯物業住宅部行政總裁

布少明

一手市場欠缺焦點，不少準買家的購買力
回流二手市場，加上業主的議價態度放軟，
二手樓價逐漸回落，激發部分潛在買家將累
積多時的購買力轉投二手市場。二手交投數
字雖略有回升跡象，但與傳統旺季相比仍未
如理想。 利嘉閣地產總裁

廖偉強

本周一二手成交皆旺，十大屋苑成交量更
創45周新高，證明市場購買力仍在。部分新
盤低價開售，對二手市場有一定壓力，惟二手
業主如願意從2015年9月樓價高峰期水平減
價15%至20%，價錢即具有競爭力，吸引買
家承接。中原地產亞太區住宅部總裁

陳永傑

今年復活節4日長假二手交投量有「復活」
跡象，港置錄得約26宗成交，較去年復活節
5日假的13宗，大幅上升一倍。鑑於近期新
盤增多，令二手業主加入競爭行列，調整價格
吸客，使得本周二手交投量有好轉，預料二手
成交將會穩步向好。香港置業行政總裁

李志成

業主肯減價 二手交投回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恒地於新
界坐擁大批農地，為本港擁有最多新界土地
的發展商，近年趁政府積極開展新界東北發
展，其於粉嶺的多幅農地亦有望鬆綁。據恒
地最近公佈，已就3幅位於粉嶺北之土地向
政府申請換地，3幅土地的面積分別約22.8
萬方呎、24.1萬方呎及24萬方呎，預計可
以興建約340多萬方呎商住樓面，預計可提
供約6,000多伙。
事實上，之前恒地已就新界東北兩幅地皮
向政府申請換地，分別位於古洞北石仔嶺、
粉嶺北馬屎埔馬適路，兩地分別佔地5.4萬
方呎及17.7萬方呎。其中以粉嶺北土地規模
較大，地積比率3.5倍，可建樓面約61.96
萬方呎，另一幅古洞北石仔嶺可建樓面亦達
32.4萬方呎。

據目前市場掌握的資料，估計恒地申請換
地的粉嶺北土地，分佈於馬屎埔一帶。恒地
方面表示，連同已申請換地的馬適路地皮，
該4幅土地預計可提供約44萬方呎商場樓面
及364萬方呎住宅樓面，有關發展面積有待
達成補地價協議方可落實，每方呎樓面建築
費估計約4,000元。業內人士指，按照單位
面積約500方呎計算，預計該4幅地可提供
約7,000多伙。

料符合原址換地條件
截至去年底，恒地共持有約4,500萬方呎

新界土地儲備，為本港擁有最多新界土地的
發展商，其中於粉嶺北新發展區內共擁有
240萬方呎土地，估計約有逾80萬方呎土地
可符合原址換地之條件（即上述4幅正申請

換地的土地），其餘則可能會被政府以現金
補償方式，收回作公共用途。
根據政府於2013年7月公佈《新界東北

新發展區規劃及工程研究》結果，確認古洞
北及粉嶺北作為粉嶺╱上水新市鎮擴展部
分。政府同時採取加強版「傳統新市鎮發展
模式」，在符合發展條件下，容許原址換
地，令私人土地業權人可發展個別私人項
目。
根據政府公佈的換地安排，發展商提出換

地須符合土地用途被劃為私人發展用途，以
及土地面達4.3萬方呎以上，並且在指定限
期前提出申請，在獲得地政總署接納處理
後，再完成清場、賠償及達成補地價金額協
議等安排。預計發展商本年底前可就個別地
皮，與政府達成補地價協議。

恒地粉嶺北申換三地涉6000伙

■■南豐新邨一個南豐新邨一個391391實呎戶實呎戶，，減減
價價3434..99萬元獲承接萬元獲承接。。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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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中原地產黃靜顏表
示，上水旭埔苑最新錄得一宗買賣成
交，單位為B座（明湖閣）低層05
室。單位實用面積546方呎，業主原開
價約300萬元，經多番議價，累減約

100萬元，以居二市場價200萬元獲承
接，實呎價3,663元。新買家打算作新
居之用。原業主則於1999年11月以82
萬元（未補地價）購入上址，持貨約17
年，是次轉手賬面獲利118萬元離場。

上水旭埔苑劈100萬沽

代理睇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