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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住宅樓價高企、加上去年底政府再度加辣招，令市場資金轉向非住宅物業。近

月相繼有活化工廈項目拆售，其中上月九龍灣項目更迅速獲市場承接，佔上月整體商廈登記近半，至於長沙灣項

目則料於本月發售。市場人士料，短期內再度帶動商廈巿場交投量，並帶動同區商廈價格有約三成增長空間。

上月恒地旗下活化工廈改裝成商
廈的項目九龍灣創豪坊，推出

拆售反應熱烈。
項目的寫字樓單位面積約500方呎

至 1,600方呎不等，會議室面積約
170方呎至380方呎不等，推售初期
意向呎價約8,500元至9,000餘元，
平均約600萬元至 700萬元已有交
易。加上發展商提供七成半按揭，對
於投資者相對「容易食」。而現時網
購或初創企業盛行，造就對小型辦公
室的相當需求，令買家對前景充滿信
心。

創匯月內推 1千萬元有交易
同樣屬恒地的活化工廈改裝商廈項
目，位於長沙灣永康街的創匯國際中
心，亦料於本月內推出巿場，該廈提
供144個面積約由1,100至1,400方呎
不等的單位，全層面積約7,400方
呎，預計平均約1,000萬元便有交
易，相信將繼續受巿場追捧。

創豪坊3月成交佔商廈近半
據美聯商業資料顯示，截至3月31日為

止，3月份巿場錄得的商廈成交宗數共約
429宗，當中創豪坊佔了約210宗，佔整體
約49%，相比2月份巿場錄得約98宗商廈
成交，升幅接近4.4倍。
由於註冊數字滯後，主要反映一個月前
的實際巿況成交量，故預計今年第二季的
商廈買賣註冊量，將較首季出現明顯升
幅。
美聯工商區域營業董事鄒永堅表示，除

有拆細概念、銀碼較小外，上述項目亦具
不俗發展前景，如創豪坊便有東九的CBD2
及啟德概念配合。

代理：銀碼細及低水具吸引
至於創匯國際中心身處的長沙灣區，新

近便獲新世界發展以破紀錄價近78億元投
得瓊林街的商貿地，每呎樓面地價逾7,800
元，若加上成本價及合理利潤，料屆時物
業呎價最少約1.2萬元，而創匯的意向呎價
約1萬元，相對顯得低水，料巿場反應同樣
理想。

鄒永堅續指，現時巿場焦點在拆細活化
商廈上，相信此類項目的呎價將繼續上
升，當呎價與區內的優質工貿大廈距離拉
遠時，料下一波的資金，將會流向優質工
貿大廈大追落後；如屬九龍灣的名牌工貿
大廈之一的美羅中心2期，近半年平均呎價
約6,100元，有望升至7,000至8,000元的水
平。
而設玻璃幕牆及裝修大堂的長沙灣新式

工廈，如福源廣場、環薈廣場等，近半年
的平均呎價分別約5,800元及7,120元，未
來料仍有上升空間。

活化工廈連環拆售 帶旺同區
按揭熱線

踏入2017年第二季，承接第一季的好
勢頭，四月份的樓市繼續暢旺，根據差餉
物業估價署的數據顯示，二月份的樓價按
月上升1.1%，樓價已連升十一個月，一
手新盤呎價創新高，同時帶旺二手市場的
樓價，上季銀行對屋苑的估值升幅普遍達
3%-5%，預計次季的估值升幅在一成
內。屋苑的估值升幅強勁，而近日新盤熱
賣，超額認購已不是新聞，向隅客的購買
力料會轉向同區的二手市場，帶旺整體樓
市。

新盤旺場 帶挈二手市場
根據土地註冊處的數據顯示，最新三

月份的住宅樓宇買賣，無論在合約份數及
金額，均按月上升及較去年市況好，合約
份數較二月份上升46.3%，至5,856份，
比較去年同期急升184%，金額方面則達
504億元，較二月份上升38.2%，比較去
年同期更大幅上升近兩倍。以上數據反
映，市場已經消化美國加息及辣招的影
響，市民對後市仍然信心十足。隨着一手
新盤旺場，同時帶旺二手市場，上星期的
二手市場樓價按周上升逾一成，一些被視
為上車盤的大型屋苑的成交價屢破萬元一

呎，樓市的熾熱氣氛可見一斑。

銀行搶客 估價跟貼市價
部分認購新盤的買家空手而回，這部

分的購買力有可能流向二手市場，而業主
放盤亦較過往審慎，叫價更為進取，甚少
議價空間，在高成交價的支持下，銀行為
了爭取更多的按揭業務，估價當然會跟貼
市價，尤其是現時成交活躍的大型藍籌屋
苑，僅出現些少差距。根據土地註冊處最
新數字，三月份的二手住宅註冊宗數達
4,636宗，是今年首季中註冊宗數最高的
月份，較一月及二月 2,801 宗及 2,821
宗，大幅增長65%及64%，顯示二手市
場已經由去年成交淡靜的現象復甦，三月
份的數字較去年同期1,973宗，增幅達
135%，去年首季二手住宅註冊宗數，每
月均不超過二千宗，反映近期二手市場交
投活躍。
以現時一、二手皆旺市況來看，樓價

無利淡因素，五百萬樓價已被視為上車的
基本，銀行繼續積極拓展按揭業務，在估
價方面會繼續貼市，預料次季屋苑的銀行
估價仍然有上升的空間，升幅或會較首季
更急，估計升幅在一成內。

二手回勇估價看升經絡按揭轉介市場總監
劉圓圓

香港文匯報訊 新蒲崗過往屬傳統工
業區，在「起動九龍東」計劃下，近年各
大發展商財團積極部署吸納土地或將工廈
重建或進行活化，加上新蒲崗區工廈呎價
仍有低水選擇，吸引區內區外投資者用家
青睞，市場氣氛濃厚，成交日益增加。

原業主持貨48年獲利逾千萬
萊斯物業劉裕玲表示，日前錄得成交

位於新蒲崗五芳街19號-21號及彩虹道
214號-216號嘉榮工廠大廈低層單位，單
位面積約4,000呎，成交價1,080萬，平
均呎租價約2,700元，市場平均租價約
35,000元，回報可達3.5厘。原業主於
1969年以約7萬多元購入此單位，持貨
48年，賬面獲利約1,072萬多。該單位樓
底高12呎，並設有停車場，三部電梯可
達該樓層，方便出入貨物。
劉裕玲續稱， 受惠起動九龍東計劃，

發展一日千里，沙中線工程亦接近尾
聲，同時市場對區內工商廈需求日益增
加，前景一片向好，展望新蒲崗買賣及
租務市場交投持續增長。對面為全新商
業大廈萬迪廣場，隔籬亦是正在重建的

酒店項目，該區近期將有不少全新的商
廈及活化項目相繼落成。受惠沙中線方
案的發展帶動區內工廈呎價交投上升，
升值潛力看高一線。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作為亞洲金
融中心，除本地公司外，各企業爭
相來港設立據點，令商廈空置率長
期低企，中區寫字樓空置率更維持
於2%以下。新近有業主委託中原
(工商舖)代理放售中環歐銀中心高
層全層，意向呎價約1.9萬餘元，
全層涉資約3,200萬元。

可半層或全層形式出售
中原(工商舖)劉少如表示，該

獨家放售物業位於中環昭隆街9
號歐銀中心16樓全層，屬該廈高
層單位，全層可分間為兩個約
830 平方呎的單位，總面積約
1,660平方呎，可半層或全層形式
出售，意向呎價約1.9萬餘元，

全層意向價約3,200萬元。單位A
室連租約形式出售，租期至2018
年7月，呎租約40元；B室則交
吉放售。
劉氏指，歐銀中心位處中環核

心地段，租金水平有保證，物業
現時市值呎租可達約42元，而隨
着寫字樓呎價持續上揚，今番物
業租值仍有不俗上升空間。據
悉，業主旗下物業多年來只作收
租用途，有感近期寫字樓市況亮
麗，故首次推出市場放售。
劉氏續稱，本港核心區商業樓
面越見緊絀，租售價格升勢強
勁，今番物業自用或投資皆宜，
料可吸引用家及投資者踴躍洽
購，物業可望於短期內易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資本策
略持有中環中晶商業大廈17樓全層，近日
以約4,421萬元易手，物業面積2,161平方
呎，呎價約20,460元，屬市價成交。
美聯商業營業董事趙詩敏續指，新

買家為長線投資者，因有感現時中環

區商廈空置率極低，租盤亦甚為搶
手，加上上址造價合理，故爽快拍板
入市；原業主資本策略亦正計劃翻新
中晶商業大廈，料工程完成後，項目
的外貌、大堂觀感將能進一步提升，
勢將帶動物業的升值潛力。

資本策略4421萬沽中環中晶17樓

■圖為嘉榮工廠大廈。 資料圖片

■恒地旗下活化工廈改裝成商廈的項目九龍灣創豪坊，上月推出拆售反應熱烈。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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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九電器商聯會日前於九龍尖沙咀龍堡國際
胡應湘堂舉辦49周年會慶、24屆董事就

職典禮暨會員聯歡大會，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
長蘇錦樑、中聯辦協調部部長沈沖、立法會議
員邵家輝出席主禮，與該會主席蒙德揚、會長
李子良及逾400會員歡聚慶祝，場面盛大。
蒙德揚致辭報告過去一年會務，指自2008年
開始，該會與政府討論廢電器電子產品生產者
責任計劃，就立法實施強制性生產者責任計
劃，以妥善處理廢電器電子產品，徵詢公眾意
見終於達成共識，並預計於今年第三季起分階
段實施；他又指，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第
三期正在籌備，預計2019年實施，有關產品包
括電視、儲水式熱水器及冷暖空調機等產品將
在計劃之內，該會鼓勵大家支持計劃，與機電

署互相配合按期實施；蒙德揚續指，自2012年
開始，該會積極推廣維修安全，經過五年的努
力和多個部門的協助，政府已發出指引制定準
則，冀會員可以通力合作，改善業界的職安健
水平。
面對業界不明朗的經營環境及不斷上升的成

本，蒙德揚強調業界需要靈活變通，尋求適合
自己的應對計劃，將困難轉為機會。他感激會
董及會員團結合作，與時俱進，為商會長遠發
展努力，造福業界，服務社會。並祝賀林鄭月
娥獲選下一任行政長官，希望盡快修補香港社
會上的撕裂，帶領香港經濟重新起飛。
李子良致歡迎辭時表示，近年香港經濟發展

和營商環境轉差，影響到商家的生意，也影響
到幾十萬從業員生計。他希望電器業界同仁團

結一致，勇於發聲，有商有量，努力穩中求
勝，攜手維護香港繁榮穩定與和諧發展。
蘇錦樑表示，隨着旅客的增長，相信香港
的電器產品不單可以在內地受歡迎，更可以
藉着自由貿易的協議，開拓在東南亞及東盟
市場。
邵家輝表示，香港零售市場連續23個月下

跌，如何振興旅遊及零售業將是大家的責任，
希望「邊境購物城」等項目可增強內地遊客購
買香港正版正貨的信心。
晚宴上，在沈沖的主持和監誓下，大會進行
了第二十四屆會董就職宣誓儀式，蘇錦樑向首
長頒發首長選任書，沈沖頒發會董選任書。當
晚聯歡大會高朋滿座，更設有精彩節目表演，
抽獎助興，歡聲笑語，眾人盡歡。

2017年香港創新科技成就大獎籌備委員會主席
呂偉，日前率領70餘人的訪問團，赴東莞訪問環
球石材集團，受到該集團的第二代接班人、被行
內譽為雲石大王的朱新勝的熱情接待。訪問團一
行參觀了該集團東莞的生產基地及展示中心，親
身感受了五彩繽紛的雲石世界，了解了雲石的歷
史及價值。
環球石材集團是亞卅最大雲石集團之一，在珠三角東莞，佔地100萬平方米，擁
有兩家大型生產基地，美輪美煥如博覽館的展示廳，員工近4,000人，兩億元一條
生產線，一望無際偌大如貨柜碼頭般的貨倉，長期存有價值數億元的從世界各國
收集而來的各類雲石原石。該集團的客戶群體更是星光熠熠：貝聿銘等世界著名
設計師，香格里拉、希爾頓等國際級酒店集團，萬達、萬科等房地產商，中國海
關、CCTV、人民大會堂等政府機關，香港回歸金紫荊紀念基座等等。
朱新勝還跟大家分享了他有膽識投入兩億元買一條意大利全自動人造石生產

線的心路歷程及營商心得，言談舉止間充滿了對未來發展的信心。

日前，廣東省青年企業家聯合會會長葉永楷，常務副會長陳滿新、勞
錦鋒、黃柏潛、彭立基、張榮、王玉清、賴志光、李婧、童未峰，副會
長勞偉文、何柯峰，理事彭志濤，秘書長齊紅一行14人，來訪香港廣東
青年總會（下稱：青總），受到青總主席曾智明、執行主席霍啟山的熱
情接待。
葉永楷會長向青總領導介紹了該會的宗旨，並表達了與港澳優秀青年
企業家協同發展新生代企業家聯盟的意願。雙方亦就如何更緊密地凝聚
粵港澳大灣區新生代企業家的力量協同發展等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和交流。葉永楷即席邀請青總領導參加該會5月中舉行的成立五周年紀
念活動。
青總曾智明主席和霍啟山執行主席向葉永楷會長一行介紹了青總的工
作。曾智明說：「香港和廣東一衣帶水，各種交流與合作由來已久。我
們非常希望粵港兩地青年企業家團體優勢互補、資源共享，精進務實、
腳踏實地為廣大青年企業家們搭建一個交流學習、增進合作、共謀發展
的視窗平台，進行產業間、行業間、上下游企業間的交流互通機制，促

進粵港澳和國內多地區的合作共贏。」
霍啟山說：「青總雖建會不久，但已匯聚了眾多粵港兩地優秀的青年

企業家代表，我們成立之目的就是發揮青年團體的作用，在青年創業、
企業發展、經濟建設、公益事業、資源整合等方面推動更多有意義、有
價值、有發展的項目和工作。我們非常願意與優秀的廣東省青年企業家
聯合會成為友好聯盟單位，共同努力服務青商、投身公益、回報社會，
我對於雙方未來的合作發展充滿信心，對粵港澳新生代協同發展聯盟平
台的建設充滿信心。」

■董事與嘉賓大合照

■葉永楷一行來訪香港廣東青年總會
■呂偉（中）與朱新勝（左
二）等合照

呂偉率團訪問環球石材集團粵青年企業家聯合會來訪香港廣東青總

港九電器商聯會舉辦49周年會慶暨聯歡大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