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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盤瘋搶 發展商齊加推

市建局需求主導項目收意向28份施永青：樓市情況不理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趕上車瘋潮越吹越勁，樓價直線

向上，新界居屋如直升機般向上升，再度誕生居屋「樓王」。將軍

澳寶盈花園新近在綠表市場以呎價10,909元成交，成為將軍澳首個

呎價破萬元的綠表居屋個案。無獨有偶，屯門居屋亦追落後，富健

花園綠表呎價亦衝至6,757元膺屯門居屋王，買家怕業主反價，更

不惜出機票錢請代理遠赴德國送訂。

將軍澳寶盈花園在上月底於居二市場
才錄得一宗呎價9,876元成交個

案，登上「新界居屋王」，相隔不足一
個月屋苑「突破自我」。中原地產伍錦
基表示，寶盈花園5座高層G室，實用
面積484方呎，採兩房間隔，享向南海
景，最初開價485萬元，隨後加價至528
萬元仍獲買家承接，折合呎價10,909
元，造價創屋苑綠表兩房新高之餘，呎
價刷新新界未補價居屋紀錄，較舊紀錄
大幅高出一成，並登全港第三貴。至
此，港九新界各區綠表居屋均已出現萬
元呎價成交。
至於原業主於2007年以142.8萬元(未補
價)買入單位，持貨10年，現易手賬面獲
利385.2萬元離場，單位升值約2.7倍。

屯門富健400萬沽出破頂
至於新界東亦出現破頂個案，祥益地

產黃慶德表示，屯門居屋富健花園10座
高層A室，實用面積592方呎，日前原
業主放盤約一個月便獲區內首置客垂
青，以400萬(免補價)易手，折合呎價為
6,757元，創屯門居屋綠表呎價新高紀

錄，成交價首衝屋苑400萬元關口。黃
氏補充，由於原業主長期逗留德國工
作，為協助雙方促成是次成交，代理更
專誠遠赴當地送訂，而買方恐怕業主反
價，更願意為代理付機票錢，以便及早
完成交易。

嘉湖550萬易手創屋苑新高
指標私人屋苑樓價同步飛升，中原地

產伍耀祖表示，天水圍嘉湖山莊美湖居
8座中層A室，實用面積629方呎，日前
以550萬元易手，樓價創屋苑分層標準
單位新高，折合呎價8,744元，呎價屬
套3房單位新高。原業主於2010年以
245萬元買入單位，持貨7年單位升值近
1.2倍。
美聯熊建明表示，馬灣珀麗灣18座頂
層單位，實用面積約為611方呎，以770
萬元沽出單位，折合呎價約為12,602
元，創屋苑同類新高。買家為同區業
主，有感子女日後需要獨立空間，故計
劃換3房作自用。原業主於2010年以約
396.8萬元購入上述物業，是次轉售物業
升值約94%。

新界連誕居屋王 寶盈呎價破萬

■將軍澳寶盈花園新近在綠表市場以呎價10,909元成交，成為將軍澳首
個呎價破萬元的綠表居屋個案。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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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靜儀、梁悅
琴）小市民瘋搶新盤，發展商趁勢加
推單位。長實於馬鞍山星漣海昨原價
加推46伙，折實入場1,123.43萬元，
該盤於本周五晚推售66伙。新地於南
昌站日內會再加推單位，並會因應上
周六大手客A1組出現可售之四房戶全
部沽清，令A2組連消耗表都看不到便
直接取消揀樓，引來網上批評，今次
的銷售安排會有少少改動。會德豐於
將軍澳MONTEREY 新一批168伙昨

晚截票，消息指，累收約2,500票，
超額登記13.8倍。
長實於馬鞍山星漣海日前加推56

伙，已錄超額認購。長實地產投資董
事郭子威昨表示再加推第5號價單涉
46伙，當中包括首度推出１座16樓A
室1,199呎連1,001呎天台特色戶。是
次價單與第4號價單相比屬原價加
推。是次價單定價介乎1,482.1萬至
3,529.2萬元，以180天即供計算，折
實售價由 1,123.43 萬至 2,678.03 萬

元。該盤於本周五推售66伙，發展商
安排A組2伙以上之大手買家優先揀
樓，惟買家必須認購最少1伙4房單
位，另限定A組3房主套單位數目限
額為20個。銷售安排亦強調，當所有
4房單位已被揀選時，第一輪揀樓即
告終止。

郭子威：再加推或加價10%
長實營業經理楊桂玲指，是次加推

46伙，包括16伙3房連套房，22伙4
房連套房，及8伙4房連雙套房，全
屬高層單位。她指，是次加推首次包
括11伙連天台特色戶，戶型涵蓋3房
連套房及4房連套房，剩餘9伙天台
特色戶，屬4房連雙套房，保留作招
標發售。郭子威指，截至周日為止，
項目累沽130伙，套現19.2億元，主
要吸引同區換樓客，而5%為非本地
居民，不排除未來加推會有逾10%加
幅。
長實於紅磡維港．星岸昨以招標形

式售出3座29樓B室，實用面積1,328
方呎，屬間隔4房大單位，成交價
5,088萬元，實用呎價38,313元，創
第3座新高紀錄。

首批沽清 匯璽銷售安排微調
新地副董事總經理雷霆表示，南昌
站匯璽於上周六沽清首批309伙，相
信不少市民覺得買樓好過交租，項目
短期內會再加推。對於上周六有大手
客呻連消耗表都睇唔到，雷霆指，上
周六開售前不知買家會點揀樓，如今
知道買家取態後，今次的銷售安排會
有少少改動。
此外，由九倉、南豐合作發展的山

頂Mount Nicholson第二期售出3A及
3B分層單位，售價5.68億元，呎價
64,181元，由同一買家購入。
保利置業於開啟德龍譽至昨日累積

已收逾500票，超額登記 1.7倍。客
源方面，當中逾35%為九龍主區，新
界區貼近約35%，而香港及九龍外區
各佔約15%。保利置業(香港)市場銷
售部主管高藹華表示，龍譽為配合都
市人的生活習慣，設計融入不同電子
設備，如大門選用電子智能鎖，房間
亦特別配置有雙 USB 插座的 13A 雙
位電插座，單位用料包括歐洲名牌電
器、大金冷氣機、全部德國製造 Gro-
he 浴室龍頭花灑等。`

■郭子威(左)指出，星漣海主要吸引同區換樓客，不排除未來加推會有逾10%
加幅。旁為營業經理楊桂玲。 吳靜儀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中
原集團主席施永青昨早出席電台活動
後表示，現時樓市升勢並非由需求主
導，市場憂慮通脹升溫速度快過加
息，故將資金調配至樓市，認為情況
不理性。他預計，由於資金仍缺乏出
路，樓價繼續上升的機會較大，相信
要累積一成半至兩成的升幅後，才會
出現冷靜期。
他指，年初時看淡樓市，對樓市持
觀望態度，但樓價一直未見調整，最
終觸發購買力釋放。他預計本港樓市
會有15%-20%升幅，升勢亦會加快。

籲政府應放棄收取高地價
他稱，政府現時針對樓市的調控措

施無效，認為政府應放棄收取高地
價，建議在批地條款加入限制，如日
後落成的單位只可售予首次置業，及
月入三萬元以下的人士，以區分投資
及用家市場。
他認為，政府應建立一個不受投資

市場影響的市場，而非再透過辣招調
整整體樓價。
對於近期不少中資發展商來港投

地，施永青指出，香港是自由市場，
資金自由流通，市場受投資影響是無
可避免，本港發展商有穩定收入，因
此不願意冒太大風險，反觀中資發展
商較為進取，亦願意接受較低的利潤
水平，料中資來港投地的情況會持
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顏倫樂)市
建局福澤街/利得街需求主導重建
項目昨日截收意向書，市建局公
佈，收到28份意向書，反應合乎
市場預期。綜合市場資訊，已遞
交意向書的財團包括遠東發展、
永義國際、富豪國際、南豐、宏
安地產、新世界發展、英皇國
際、會德豐地產、泛海、其士國
際、有利集團、中海外、建灝地
產、新鴻基地產、長實地產、香
港小輪、嘉華國際等。
項目地盤面積8,267方呎，原址

為2座建於1964年的7至8層高大
廈，屬第二輪「需求主導」重建
項目(先導計劃)之其中一個項目，
於 2013 年 6 月展開，估計於
2020或2021年完成。

提供約96個住宅單位
項目完成後，預計可提供約

54,929方呎住宅樓面(約 96 個住宅
單位)，以及約6,857方呎商業樓
面。據了解，市場對項目的估值
由約6.17億至8.65億元，每呎樓
面地價約1萬至1.4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 中原地產研究部高
級聯席董事黃良昇指出，2016年11
月政府為樓市加辣，樓市買賣量急
跌，推低樓按的需求。今年2月登記
二手私人住宅按揭宗數下跌二成，近
五個月新低。他預期今年3月份的數
字持續低迷，進入第二季後才會改
善。
2月登記私人住宅現樓按揭5,477

宗。扣除入伙項目承造按揭及一手現
樓新盤，如峻瀅二期及帝景灣等。估
計二手私人住宅現樓按揭4,400宗，
較上月的5,500宗，減少1,100宗，下
跌20%。數字反映去年11月樓市加辣
後，二手樓市買賣急跌，推低樓按需
求。2月登記樓花按揭844宗，按月下
跌45%。登記量較多的項目有隻隻寓和
啟德1號一期。

加辣後二手樓按宗數跌二成

投資者斥資 4480萬購元朗舖
香港文匯報訊 受惠各個樓盤

排隊落成入伙，元朗區人口將會
大幅增加，對零售需求亦會相應
上升，刺激該區舖位投資價值，
元朗商舖成為市場新寵兒。新近
中原(工商舖)促成元朗大棠路寶發
大廈地舖買賣成交，成交價約
4,480 萬元，新買家為馮姓投資
者。
中原(工商舖)曾自強表示，今番

成交個案位於元朗大棠路 22A 至
30 號寶發大廈地舖，面積約 414
平方呎，成交價約 4,480 萬元，平

均呎價約 10.82 萬元。物業以連租
約形式售出，現租客為藥房，月
租約 10.5 萬元，租期將於今年中
屆滿，租金回報約 2.8 厘。曾氏
指，由於大棠路為元朗主要街
道，人流暢旺，是次租金回報屬
該地段高厘數舖位，同時隨元
朗人口增加，對零售需求持續上
升，今番物業租金於未來仍有
10%至 15%上升空間。
曾氏續稱，新買家為馮姓資深
投資者，對元朗商舖前景具信
心，故於數日內即決定入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