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湖兩房今年首錄400萬
十大成交普跌 市旺價不旺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在一手樓帶動下，最近二手樓價回升，不少屋苑成交個案均創屋

苑同類新高，天水圍嘉湖山莊一個兩房單位近日亦錄400萬元成交，是今年首宗「4字頭」成交個

案。不過，各大代理行在過去的周六日錄得成交個案為10宗至14宗，普遍均錄得跌幅，反映二手

市場處於乾升狀態，旺價不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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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名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子公司獲得南京市房地產項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
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一、競得土地具體情況
  2016年9月23日，公司全資子公司上海御雄實業有限公司參與南京市國土資源局
組織的國有土地使用權公開拍賣活動，通過拍賣方式競得位於南京市雨花台區鐵心橋
街道A9-2地塊的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總出讓土地面積39,215.62平方米，總計土地
出讓金額人民幣250,000萬元。
    現將土地具體情況公告如下： 

宗地編號： NO.2016G45
宗地位置： 東至規劃道路，南至寧雙路，西至規劃道路，北至甲七路（規劃）
土地面積 39,215.62平方米
出讓面積： 39,215.62平方米
出讓年限： 住宅用地70年
土地用途： R2二類居住用地
容積率： 1.0<容積≤2.2
建築密度： ≤22% 
綠化率： ≥35%
建築高度： ≤60米
交地狀況： 淨地
成交價： 人民幣250,000萬元

  二、審批程序
  本次競拍事項屬《公司章程》規定的董事會授權的董事長關於土地招投標事項權
限。
  公司將根據本次競拍成交確認書的有關約定，與相關國土資源部門簽訂上述地塊
的《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出讓合同》。

  三、備查文件
  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拍賣成交確認書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19年9月23日

不知大家是否記得，長和副主席李澤鉅曾經表明，除
長江中心外，沒有任何物業是不能賣的，結果不出幾天
後，市場就傳出工銀以348億元洽購長江持有的中環中
心75%業權。最近恒基剛落實以43.68億出售上環德輔
道中188號金龍中心商廈，呎價約2.8萬元，連同早前
光大控股以100億元向爪哇購入灣仔大新金融中心全
幢，以及恒大地產去年底以125億元向華置購入旗下灣
仔美國萬通大廈，就這一年多，港資企業大手沽出貴重
物業。另一邊廂，承貨者則清一色為內地財團，到底是
內地財團財大氣粗高價購入物業做了水魚，還是我們香
港發展商看錯市沽錯貨？筆者對以上現象也未有答案，
但看到這些成交卻令我想起一段往事。

置地政治壓力要錢不要貨
二次世界大戰前，當時英資在香港經營生意，他

們在港九擁有大量土地物業，如怡和洋行，就擁有中
環金融商廈及銅鑼灣大批土地；太古洋行則擁有鰂魚
涌至西灣河的太古船塢、太古糖廠及英皇道以南的土
地儲備；黃埔船塢公司擁有紅磡黃埔船塢、香港仔船
塢及附近大片土地；九龍倉則擁有尖沙咀海旁連片的
貨櫃碼頭。而當時，怡和子公司置地則為香港最大的

地產公司。
其後因政治壓力，怡和遷冊、然後逐步淡出香港，子
公司置地亦跟隨母公司怡和在物業市場轉趨消極，並逐
步把具標誌性的非核心物業出售。例如在1987年，置地
將銅鑼灣皇室大廈和灣仔夏慇大厦兩幢寫字樓以23.8億
元價格售予華人置業，又將價值13.5億元的一批土地儲
備賣給新鴻基地產。在1988年，置地將半山區的地利根
德閣豪宅出售給澳洲奔達集團，套現20多億元。於1990
年，又將銅鑼灣世界貿易中心出售予新鴻基地產，作價
17億元。1991年，置地又向新地出售4項商場物業，並
向華人置業出售怡東商場、新港中心商場及海運大廈。
到了1992年，置地更將建成不久的中區核心物業皇后大
道中九號以38億元出售給中資財團。置地在幾年間已幾
乎將中區以外物業全部售罄，套現金額超過130億元。
回到今天的香港，當我們回顧當時怡和及置地的

策略，到底他們是對是錯？看看今天的香港，香港發
展商又是否步當時怡和及置地後塵？有關答案，筆者
相信讀書們心中會自有一番見解。宋代風水師賴布衣
曾經尋穴至香港，並斷定香港是福地中之福地，是中
國五大奇穴之一，此地必生金蛋。讀過怡和置地的往
事後，你們又是否對香港物業繼續充滿信心？

許畯森
國森地產集團董事

置業錦囊 商廈買賣憶英資

市場消息指，天水圍嘉湖山莊景湖居6
座高層F室，實用面積442方呎，業

主以400萬元放盤，實用呎價9,050元。據
悉，原業主於2012年5月以218萬元購入
單位，持貨4年，賬面賺182萬元。中原黃
建津指，嘉湖山莊本月錄約36宗成交，平
均實用呎價約7,922元，按月升約2%。

天晉兩房加價30萬易手
另外，中原伍錦基表示，將軍澳天晉1
期兩房戶最近錄得成交，單位為6座低層E
室，實用面積538方呎，2房間隔。業主6
月叫價730萬元，見市況轉旺，最終以760
萬元將單位易手，折合平均實用呎價
14,126元，創同類單位今年新高價。同類
單位8座高層C室2015年曾以798萬元創
新高成交。原業主於2011年以442.7萬元
買入單位，持貨5年，賬面獲利317.3萬
元，單位升值72%。
沙田第一城有細3房單位近日錄高價成

交，美聯翁凱傑表示，8座高層E室近日以
630萬元售出，創屋苑同面積細3房約1年
新高價，實用面積451方呎，實用呎價
13,968元。
回顧中原十大屋苑在過去的周末錄得11

宗成交，較上周末跌21.4%。該行亞太區住
宅部總裁陳永傑表示，美國決定暫不加息，
樓市前景一片向好，而發展商陸續提價加推
新盤，令業主更加心雄，跟隨加價，二手成
交持續膠着。市場上有多個一手新盤供應，
買家有眾多選擇，不一定會追價入市。

一手旺場 業主心雄
美聯住宅部行政總裁布少明稱，加息預

期進一步推遲，意味在低息環境持續下，
對本港樓市有利，長線投資客亦紛紛入
市，發展商亦趁旺市加快推盤，以滿足市
場對實物資產的需求。具實力的二手業主
持貨力強，叫價普遍較硬淨，因而導致購
買力傾向一手市場，二手交投表現更見反

覆。美聯於剛過去的周末兩日十大屋苑錄
得約13宗買賣成交，較上一個周末的20宗
回落約35%。
利嘉閣在過去的周末十大屋苑錄得10宗

二手買賣個案，較上一個周末的16宗減少
38%。該行總裁廖偉強指，美國不加息，
對本地樓市是好消息，而整體氣氛亦持續
向好，惟二手業主亦因而紛紛反價，提價
幅度更有所擴大，因而減慢交投進度，近
期市場亦見新界區屋苑不時錄得新高價成
交，相信準買家需時接受及消化有關情
況。雖然有不少新盤向隅客回流二手市
場，惟二手盤源不足，令不少屋苑出現
「有客無盤」的情況。
港置行政總裁李志成相信，新一輪新盤

戰將會再現，發展商正部署短期推出新
盤，料焦點將重投一手市場，屆時二手成
交或有回調壓力。港置統計十大屋苑於過
去周末錄得約14宗成交，較上一個周末約
11宗升27%，創9周新高。

各代理十大屋苑周末日交投
代理行

港置
美聯
中原
利嘉閣

製表：記者 吳婉玲

成交

14宗
13宗
11宗
10宗

按周變幅

多3宗
少7宗
少3宗
少6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顧大鵬 石家莊
報道）從事商業地產的勒泰商業地產
（0112）在邯鄲和唐山的項目中增加住
宅項目，受益於樓市升溫，集團現金流
得以增加。另外，將於10月下旬開業的
唐山勒泰中心亦將有助集團現金流和收
益。據透露，2012年投入運營的石家莊
勒泰中心有可能在年內納入上市公司，
該項目2015年實現營收18億元(人民幣，
下同)，今年有望超過20億元。集團期待
今年可扭轉往年連年虧損的情況。
勒泰商業地產近日邀請媒體考察3個

城市的項目。集團在內地投資的「一城
一景一地標」地產綜合體項目，原計劃
一個投資40億元城市單元項目設定的回
收期為12年。不過，2012年投入運營、
持續盈利的石家莊勒泰中心2015年營收
完成 18 億元，2016 年有望超過 20 億
元。

集團加快河北投資佈局
鑒於石家莊項目回收期將縮短4年至6

年甚至更快，加上「京津冀協調發展」
利好，集團加快在河北的投資佈局：投
資80億元的唐山勒泰中心將於10月27日
開業，投資40億元邯鄲勒泰中心將於明
年9月開業，而京南保定勒泰中心已提前
1年開始運作。
勒泰商業地產副總裁郭妮婭說，在未

來5年至8年內，「一城一景一地標」計

劃將在河北11個設區市全部實施，整個
投資規模將突破500億元。
副總裁王廣策介紹，石家莊勒泰中心

「一城一景一地標」項目匯集40多家國
際知名品牌，每天客流量超過8萬人，人
均消費50元至80元，商業消費80元至
150元。據了解，該中心今年預計營收將
達到23億元，年利潤會超過4億元，其
中租金收入佔近八成，項目有可能在年
內納入上市公司。

邯鄲唐山住宅銷售理想
與石家莊純商業項目不同的是，邯鄲

和唐山增加住宅項目。記者在邯鄲看
到，銷售中心掛出來的牌子上寫着邯鄲
勒泰家園1期售罄。而唐山「勒泰家園」
1期1,486套商品房在黃金10月來臨前已
經售罄，二期30萬平米1,000套的2019
年5月期房已經有人來諮詢。
唐山勒泰項目總經理宋克發說，在最近

兩個月完成的2億元的銷售額中，雖然北
京向隅一族佔比不到1成，卻有刺激三線
城市樓市的示範作用。目前石家莊和保定
房價均價都超過12,000元/平米。唐山最
近一周的房價也上漲過千元，均價達到歷
史高位的6,500元/平米。勒泰「唐山家
園」曾經出現「一分鐘一套房」的記錄，
1 個月內資金回流破2億元。他估計，如
果按目前北京周邊三線城市樓市走向，唐
山樓盤均價很快會破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9月以來
新盤銷情熾熱，情況至過去周末日才稍見
放慢。綜合市場資訊，過去兩日市場共錄
得約150宗成交，較上周3天中秋長假期的
416宗成交跌63.9%。多個發展商將目光放
到下周末「十一」國慶黃金周檔期，預計
屆時將有3個新盤同步發售。其中，中海
外鴨脷洲南區·左岸本周將開價，成功連任
的立法會議員謝偉俊與「白姐姐」白韻琹
昨日一同亦有去睇樓。

形薈沽清60伙最多
由於未有大型全新一手新盤發售，過去周

末絕大部分成交來自新盤的餘貨，以新地筲
箕灣形薈成績最好，周六發售60伙全數沽
清，佔周末兩日成交的40%。至於嘉里何文
田皓畋周六發售39個單位，兩日共售23伙。
將軍澳海翩滙周六日則合共售出19伙。
此外，南豐旗下東涌昇薈最後一個標準

四房單位於昨日售出，項目至今共售出
1,408伙，全數標準單位售出，僅餘下少量
特色戶、複式及洋房待售。
雖然過去周末市場一手成交不多，但其

實發展商正在各自較勁，多個樓盤已預備
「搶攻」本周末的國慶黃金周，包括南豐
筲箕灣香島、中海外鴨脷洲南區·左岸及恒
地何文田加多軒，三個新盤都為首次推出
市場，並以豪宅「掛帥」，市場反應如何
對後市有一定指標作用。
中國海外地產董事總經理游偉光表示，南

區．左岸準買家參觀情況理想，逾70%參觀
者來自南區、山頂及西半山，項目最快本周
公佈價單。該盤昨日再開放一個現樓1座32
樓B室交樓標準示範單位予傳媒參觀，面積
約1,787方呎，屬四房雙套房戶型。

啟德1號新貨或下月推
另外，集團旗下啟德發展區的「港人港

地」啟德1號(II)，料10月初獲批預售樓花
同意書，之後很大機會即刻籌備開售事
宜，大概10月會推出。
恒地何文田加多利軒日前公佈首批68伙

價單位，消息指累收100票，將於本周日開
售。南豐筲箕灣香島由4座住宅物業組成，
每座分別樓高24層至26層，共涉470伙，
日前開放示範單位，料亦會於短期內開價。

■謝偉俊
與白韻琹
昨日去南
區‧左岸
睇樓。

勒泰商業料今年扭虧一手成交國慶前「回氣」

南京主城區住宅啟限購

■嘉湖山莊景湖居面積442方呎高層單位4年升值四成半。 資料圖片

■■石家莊勒泰中心有可能在年內石家莊勒泰中心有可能在年內
納入上市公司納入上市公司。。 記者顧大鵬記者顧大鵬 攝攝

■■勒泰商業地產副總裁勒泰商業地產副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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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旻南京報道）
為控制房地產市場投機熱，江蘇省南京市
最新出台主城區住房限購政策，由今日起
實行。政策規定，在主城區範圍內，已擁
有1套及以上住房的非本市戶籍居民家
庭，不得再新購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
房；擁有2套及以上住房的本市戶籍居民
家庭，不得再新購新建商品住房。針對不
同的購房需求，採取差別化措施，保護用
家和換樓客，打擊投機購房。
執行限購的主城區包括玄武、秦淮、建

鄴、鼓樓、棲霞、雨花台、江寧和浦口八
區，但不包括高淳、溧水和六合三區，體

現調控政策的差別化和精準化。
新建商品住房以合同鑒證時間為準，二手

住房玄武、秦淮、建鄴、鼓樓、棲霞、雨花
台六區以存量房網簽時間為準，江寧、浦口
兩區以存量房合同網簽或受理時間為準。
在9月26日之前已經完成認購手續，交

付定金、簽訂認購協議，並上傳到網上房
地產的商品住房，買房人可正常辦理後續
簽約及合同備案登記手續；對於在9月26
日之前購房人（非本市戶籍居民家庭）已
與賣方簽訂存量房買賣合同、合同信息已
上傳至存量房網簽系統的，買賣雙方可繼
續正常辦理交易登記手續。

中介稱政府「動真格」
新政規定，如違反限購規定，房地產交

易部門不予辦理交易手續，不動產登記部
門不予辦理登記手續。南京房產中介表
示：「此次南京限購是動真格的，比杭
州、蘇州等城市的限購政策嚴厲多了」。
房價的持續上漲促使地方政府出台政策

防止樓市泡沫，蘇州、廈門和杭州市早前
分別宣佈實施限購政策。較早前，南京已
出台政策調控土地市場，包括土地拍賣實
行「融斷」、網上競價、提高土地出讓金
首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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