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近一周時
間又有新公屋王，市傳大圍顯徑邨顯德樓
高層13室，實用面積490方呎，新近以約
345萬元（未補價）成交，登上新界最貴未
補價公屋，同時躋身全港第二貴。至於折
合呎價7,041元，亦為全港未補價公屋中呎

價第三高，為呎價逾7,000元的綠表公屋成
交再添一員。
目前全港最貴公屋，為上個月錄得的鴨脷

洲利東邨東安樓高層4室，成交價350萬元
（未補價），呎價7,143元。至於「新界綠表
公屋王」舊紀錄為去年底錄得的青衣青衣邨
335萬元（未補價）成交，今次成交較之再貴
10萬元。原業主於2000年以20.43萬元（未
補價）買入單位，持貨17年升值15倍。

天晉II雙破頂 呎售1.6萬
新晉私人屋苑將軍澳天晉II成交價創新

高，中原伍錦基表示，涉及單位為3B座中
層A室，實用面積944方呎，採四房套房間

隔，以 1,560 萬元易手，折合呎價 16,525
元，造價及呎價同創屋苑新高。
原業主於2013年以1,159萬元買入單位，
持貨4年，現易手賬面獲利401萬元離場，
單位升值35%。據悉，屋苑對上一宗同類型
單位成交於今年2月錄得，一伙3B座中高層
A室以1,516萬元成交，其實用面積同屬944
方呎，平均實用呎價16,059元，可見該類型
單位於短短2個月間升值44萬元。
車位價格亦水漲船高，消息指，青衣盈翠

半島4樓一個雙號車位，新近以219萬元易
手，成為青衣最貴車位，打破同屋苑於上月
錄得的205萬元舊紀錄。原業主於1999年以
45萬元買入，迄今轉售物業升值3.8倍。

顯徑邨綠表345萬登新界公屋王

全港公屋綠表造價排名
屋苑 單位 實用面積(方呎) 造價(萬元) 呎價(元)

鴨脷洲利東邨 東安樓高層4室 490 350 7,143

大圍顯徑邨 顯德樓高層13室 490 345 7,041

青衣青衣邨 宜偉樓高層7室 544 335 6,158

香港仔華貴邨 華廉樓中層6室 544 330 6,066

黃大仙黃大仙下邨 龍逸樓高層3室 598 322 5,385

資料來源：市場消息、土地註冊處 製表：記者蘇洪鏘

■■市傳大圍顯徑邨高層以約市傳大圍顯徑邨高層以約345345萬元萬元
（（未補價未補價））成交成交，，登上新界最貴未補價登上新界最貴未補價
公屋公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張永達(左)指英國和澳洲為港人海外置業首
選。旁為康宏理財服務聯席董事胡彥希。

記者吳靜儀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靜儀）康宏國際地產
投資顧問昨日公佈其早前就港人投資海外物業態
度進行調查的結果，康宏國際地產行政總裁張永
達於記者會上指，近20%受訪港人計劃在未來一
年投資海外物業，逾40%人指平均投資金額介乎
100萬港元至300萬港元，當中以英國及澳洲的
物業為港人海外置業的首選。

海外置業需留意匯兌風險
張永達稱，由於香港樓市居高不下，海外投資

將成為新趨勢。自政府收緊「一約多伙」後，有
關海外置業的查詢上升20%至30%，又指現時海
外仍有不少物業的投資金額在100萬港元或以
下，認為未能在港置業的市民，可以考慮先在海
外「上車」，爭取良好回報後再在港置業。但他
提醒投資者，於海外置業除要留意匯率風險，亦

要注意按揭及稅務等相關事項。
調查結果中僅20%受訪港人有意海外置業，意

慾偏低，張永達認為主要是港人缺乏投資海外物
業知識，以及憂慮租客欠租和物業管理等問題。
不過他認為，不少外地物業投資回報率較香港

好，有意投資海外物業的人士中，大部分認同海
外物業為回報穩定的投資工具，相信未來將有更
多市民在海外置業。
另外，他又指，受訪者中有10.4%持有海外物

業，逾50%是在內地，主要因為前幾年內地樓價
較便宜，但由於內地樓價升勢不斷，部分城市樓價
逼近香港，吸引力大不如前，相反，英國、歐洲及
日本貨幣匯價曾大幅下調，成為港人近年海外物業
投資首選。他又笑言，海外置業的選址多視乎個人
喜好，例如經常到日本旅遊就會買日本物業，或者
曾經到英國留學的話，首選一般是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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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嫌樓貴 出海買英澳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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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御2小時沽清118伙
加辣後首個新盤 銷情持續火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蘇洪鏘）政府上周二再出招，向一

約多伙買家開徵15%印花稅，惟加辣卻無阻貴價新盤銷情。出招後

首個開價新盤，新地於屯門上車盤珀御以貴絕屯門呎價近1.3萬元開

價下，首批118伙共收約2,500票並於昨晚8時推售，到晚上10時

左右，118伙全數沽清。

珀御昨晚開售首批118伙，全屬一房
及兩房單位，整批單位價單平均呎

價16,055元，即供平均呎價12,844元，
一房單位即供入場費超過395萬元。據現
場所見，昨晚自6時半起，不少買家及代
理已到達九龍站環球貿易廣場售樓處樓
下的電梯大堂排隊等候，並出現人龍及
打蛇餅的情況，排隊人數逾100名。
中原地產亞太區副主席暨住宅部總裁
陳永傑稱，珀御準買家近九成屬用家，
不少都是年輕人，九龍亦有部分客因不
夠首期轉往屯門置業，佔約20%。美聯
物業住宅部行政總裁布少明估計，樓盤
入伙後收租有約3.6厘回報，呎租介乎
38元到40元，美聯客戶中有約四成屬
30歲以下，最年輕準買家年僅18歲，當
中有40%需要父母資助首期。

維港頌最快第四季加推
此外，港島新盤連環發炮，長實於北
角維港頌明日展開次輪銷售共143伙。
長實地產投資董事黃思聰稱，完成是次
銷售後，未必會再加推，因目前只餘下
25%單位未推出，計劃留待下半年第四
季才推出，屆時料有10%至15%加價空
間，並於第三季進行海外推廣，地點包
括英國倫敦、上海、北京、廣州及新加
坡。
黃思聰又稱，項目累售143伙，套現

逾52.5億元，平均每伙成交價約3,700
萬元，平均呎價逾3萬元。長實地產營
業經理楊桂玲表示，該盤於今日下午5
時截票，每人只限入一票。
中原港島區執行董事唐秉正指出，今
年 4 月份 CCL 為 152.57 點，按年升
18.9%，當中港島區CCL為164.97點，

按年升19.6%，換言之，港島區升幅跑
贏大市。

翰林峰部署下月推售
恒基昨天將系內西營盤及鰂魚涌項

目，分別命名為翰林峰及君豪峰，分別
提供約600伙及400伙單位。
恒基物業代理營業(一)部總經理林達民
表示，兩盤中擬率先推出翰林峰，最快
周內上載樓書，並於月內開放示範單
位，最快下月開售；至於君豪峰則接力
面市。
林達民介紹，兩盤均提供開放式、一
房及兩房戶型，每種戶型比例相若，定
價或參考同區同類面積的樓盤。
對於近期政府提高「一約多伙」的印
花稅率，林達民稱，近期旗下樓盤一約
多伙情況僅約1%，相信影響不大。展
望未來樓價走勢，林達民稱除非房屋供
應量或政治環境有重大轉變，否則料未
來約3年仍會平穩發展。

ISLAND RESIDENCE錄撻訂
恒基於旺角利奧坊．曉岸昨亦公佈將

其中4伙加價5%，個別單位9個月累積
加價21.8%。其中2座29樓A單位，面
積601方呎，價單售價由1,431.6萬港
元，調升至1,503.2萬元，若與去年7月
時1,233.3萬元相比，累積加價21.8%。
會德豐地產於筲箕灣ISLAND RESI-

DENCE於本月10日錄得3宗終止買賣
合約個案，包括12樓A單位及12樓B單
位，兩個單位於2015年10月各以698.7
萬元及452.9萬元售出。另一個於2016
年9月售出的7樓D單位，當時成交價為
516.5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屋宇署昨
天公佈，2月份全港共有5個私人住宅項目
動工，共涉及1,236伙，雖然較1月份回落近
62%，不過今年首兩個月動工量累計達4,449
伙，為自2005年以來的13年同期新高。
最新展開施工的項目中，最大規模要數荃灣楊
屋道項目（TWTL 393），涉及單位840伙，另
包括北角前北角邨項目2期（351伙）；灣仔適

安街項目（22伙）、跑馬地黃泥涌道25號（22
伙）、九龍塘窩打老道145號及約道2號（1
伙）。

落成量下半年急追
屋宇署同時公佈落成量數據，2月份全港

僅得2個私人住宅項目落成，涉及僅約8
伙。 較1月份的181伙急挫近96%，並較去

年2月份的771伙銳減99%，創3年來單月新
低。期內落成的兩個私宅項目，包括何文田
巴芬道9號，項目涉及7個單位；另一個項
目為渣甸山睦誠道6號，涉及單位伙數1
個。不過利嘉閣地產研究部主管陳海潮表
示，由於本年仍有多個大型項目有待竣工，
當中新界區不乏逾千伙的焦點項目，相信在
今年往後月份，落成數字可望急起直追。

私宅動工量13年新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長江實業地產昨宣
佈，在上海真如城市副中心核心
地段打造的 22萬平方米旗艦商
場，將正式命名為「LOVE@大都
會」，計劃明年下半年開業。該
項目是長實於上海發展的首個大
型城市綜合體項目 Upper West
Shanghai「高．尚領域」的組成部
分之一。長實地產投資公司董事
黃思行稱，項目中超過50%為餐
飲配套，零售約佔30%，約20%
定為娛樂主題。未來將繼續推出
嘉定「湖畔天下」和普陀「高．
尚領域」純住宅項目。

郭子威：發展商需留意周邊樓價
此前上海業界盛傳政府連月來

嚴控預售證，規定樓盤必須降價
才可發放，但長江實業地產投資
公司董事郭子威接受本報採訪時
則透露，尚未感受到政府發放預
售證特別嚴格，惟仍未取得，暫
時難以判斷。其實上海政府沒有
提出新盤須降價才可取得預售
證，只要求開發商需留意周邊
一、二手房的價格。他預料，短
期內政府出台加強版調控政策的
可能性很小，下半年上海樓價將
保持平穩態勢。

長實滬商場明年下半年開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
屋宇署昨天公佈，今年2月份共批
出16份圖則，住宅物業中以單幢
樓為主。
當中，恒地西營盤忠正街6至22

號，獲批建一幢 28層高商住物
業，總樓面逾8.01萬方呎，同系
旺角西洋菜北街456至466號及黃
竹街50至56號項目，獲批建一幢
28層高之商住物業，總樓面逾20
萬方呎。
由新世界、市建局合作的馬頭

角九龍城道/上鄉道重建項目，獲
批建一幢28層高商住物業，住宅
樓面涉及逾11萬方呎，商業樓面
涉約2.23萬方呎。萬科旗下深水
埗福榮街、營盤街與福華街交界
住宅地，獲批建一幢31層高商住
物業，備有一層地庫，住宅樓面
逾25.5萬方呎，另有逾5萬方呎商
業樓面。由寶聲集團持有的深水
灣香島道55號蒲苑，獲批重建為
16幢樓高3層的住宅，總樓面約
75,593方呎。

恒地西營盤批建商住物業

■林達民稱，翰林峰最快周內上載樓書、並最快下月開售，至於君豪峰則接
力推售。 記者蘇洪鏘 攝■新地屯門上車盤珀御昨晚推售，不少珀御準買家排隊報到。

■長實黃思聰(左二)指完成是次銷售後，維港頌餘下25%單位計劃留待第四
季推出。左一為長實楊桂玲、右二為中原唐秉正。 記者梁悅琴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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