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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顏晉
傑）高鐵預計今年開通，周邊物業早已因
高鐵效應而持續升值。金山地產位於高鐵
站附近，東主陳女士表示，3年來，住宅
租金升幅逾40%，舖租逆市上升20%至
100%不等。由於升幅超越承受力，吉
舖、吉樓增多，目前價格出現少許回落。
出售物業則被投資者橫掃一空，業主都持
樓待升，極少有物業放盤。她相信高鐵效
應已消化得差不多，在高鐵開通後，相信
不會有太大升幅。
陳女士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說，

高鐵效應之下，現在已經「無樓賣」，罕
有放盤都會立即被高價搶購。附近是舊
區，唐樓多，本來樓價低於周邊新區。但
高鐵興建以來，這一區樓市升幅跑贏大
市。3年前，一個約400呎的唐樓單位月

租約8,000元，現在至少都要12,000元以
上。周邊一個不足百呎的小舖位，3年前
租金萬餘元至兩萬餘元，現在起碼要
35,000元以上。

租金超承受力或回落
她認為高鐵開通後，區內樓市可能不
會再有大的升幅，甚至可能會回落。因為
現在吉舖和放租住宅開始增多，顯示價格
已開始超越用家承受力，令一些商企和租
戶外遷。而且該區不少租戶是參與高鐵建
設的地盤工，高鐵竣工後，這批客源會陸
續流失。
陳女士相信，雖然高鐵會帶來遊客潮，但

相信遊客潮只會沿佐敦道向尖沙咀方向蔓
延，進入舊區街道遊玩及消費的人有限。屆
時遊客帶來的消費力增長，未必能令商舖獲

得合理回報，舖
租甚至可能回
調。
實際上，由於
這幾年內地客人
數和消費的持續
下降，核心區舖
位租金已較高峰
期跌五成至六
成。臨近高鐵的
佐敦區商舖售價和租金則逆市上升。今年7
月，佐敦官涌街10號及12號相連地舖成
交，總面積2,550平方呎，連租約出售，成
交價達5,550萬元，呎價約21,765元。有關
的舖位原由資深投資者詹氏家族持有，其於
2012年5月以3,600萬元購入兩舖，賬面獲
利1,950萬元，5年間升值54%。

周邊物業一放即搶等升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
油尖旺區區議會主席葉傲冬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廣深港
高鐵開通後將帶來大量遊客，結
合西九文化區的建設，必將為區
內經濟帶來正面作用。實際上，
各行各業已增加了在高鐵周邊區
域的經濟活動，搶佔商機。他強
調，「一地兩檢」是高鐵必然的
安排，獲廣泛民意支持，反對派
議員阻撓「一地兩檢」只是為政治私利，不得民心。
葉傲冬相信，在高鐵開通後，區內人流會出現很

大的增幅，將為區內帶來很大商機。他相信飲食業
將最為受惠，並指現在不少飲食業已在高鐵周邊地
區佈局，零售業也將有可觀升幅。
但他認為由於高鐵周邊為舊區，商舖普遍狹小，

且數量有限，限制了零售總量的增長。毗鄰高鐵的
大型購物商場「圓方」將最為受惠，有望成為本港
首屈一指的商品銷售中心。

推進配套基建疏導人流
身為區議員，葉傲冬表示，他將密切關注高鐵開

通後給區內帶來的影響，會積極推進配套基建，以
配合經濟活動的增長。高鐵出口附近人行通道狹
窄，他最擔心出現人流堵塞的情況，區議會已積極
促進區內交通配套、人流疏導相關工程，目前進行
並陸續開通的地下隧道建設，對人流疏導有很大幫
助。隨着相繼工程展開，相信能應對高鐵開通帶來
的旅客潮。
他批評目前反對派議員聲言要全力阻撓高鐵「一

地兩檢」，是出於一已私利「為反而反」。他指
出，不同民意調查均顯示，大部分市民都支持「一
地兩檢」，希望高鐵盡快開通。反對派議員罔顧主
流民意一意孤行，必將失去民心。
不過，葉傲冬不太擔心「一地兩檢」本地立法工

作，會在反對派阻撓下不獲通過，因為主流民意支持
「一地兩檢」，是「一地兩檢」必獲通過的堅實基
礎。但建制派議員不可對反對派議員的行動掉以輕
心，必須沉着應對，竭盡全力讓「一地兩檢」的相關
法例盡快通過，為民眾和香港整體發展帶來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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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尖旺區區議
會主席葉傲冬。

■地產東主陳女士。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攝

餐 館：擬增人手延長營業
莎莉文冰廳餅店東主鄺先生向香港文匯報
表示，他期望高鐵盡快開通，認為高鐵可帶
旺經濟，更預計自己餐廳在高鐵開通後生意
能增加兩三成，屆時會考慮延長營業時間和
增聘人手。
鄺先生形容，高鐵「一地兩檢」是有益無害
的好事，可以為市民帶來方便，不明白為什麼
有人要反對，並批評反對「一地兩檢」的議員
是在阻礙香港發展、阻礙中小企做生意。
鄺先生附近的金發餐廳負責人吳女士亦看
好生意前景，相信高鐵通車可以令附近人流
大增。

藥 房：更多旅客順道光顧
中輝藥業有限公司負責人黃先生指，西九龍
總站附近的商戶都對高鐵有很大期望，稱自己
的藥房顧客目前雖然主要是本地人，但他期望
高鐵通車可以帶旺人流，並相信日後會有前往
高鐵站的內地旅客經過時順道光顧。他並批
評，反對「一地兩檢」者是在浪費社會時
間。

服裝舖：人流增生意向好
服裝舖東主吳女士亦指，高鐵開通是好
事，「我不知道那些人為什麼反對『一地兩
檢』，如果沒有『一地兩檢』，花一千多億
起這高鐵就白白浪費了。要反對也不應該現
在才反對，當初起高鐵時反對就差不多，既
然已經起好了，還反對『一地兩檢』有什麼
用？」
她認為，高鐵不單方便香港人回內地，亦
可以吸引多些內地客來消費。雖然現階段不
知道高鐵通車對其生意有多大影響，但相信
人流增加，對他們做生意來說必定是好事。

水果檔：勢帶旺車站周邊
水果檔檔主羅先生也批評反對「一地兩
檢」的人是浪費時間，「阻住地球轉」、
「係又反唔係又反」，並強調高鐵如果沒有
「一地兩檢」就失去效用，令高鐵變成浪費
納稅人金錢的「大白象」。
羅先生則坦言，區內目前遊客較少，自己
一直都是做街坊生意為主，不確定高鐵通車
可以為他的生意帶來多少幫助，但表示水果
檔的位置其實就在高鐵站附近，所以也希望
高鐵帶旺該區，讓他也增加遊客生意。

玉器行：市民旅客享便利
好彩玉器負責人鄧先生就表示，玉石行業
講求信譽，客人都會選擇到相熟，或較有保
證的大型連鎖店購買，不會貪方便行到哪就
光顧那間店，所以預期附近人流增加亦不會
對他生意有幫助，但他也認同高鐵落實「一
地兩檢」可以為市民及旅客帶來方便，期望
高鐵能盡快通車。
不過，他就擔心高鐵通車會進一步推高區
內租金，「高鐵雖然仍未通車，但業主已經
開始加租，今日的租最少較3年前大幅增加
2倍至3倍，現時做生意只是『捱租金』，
再加租便可能要結業。」

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預計

最快可於今年第三季通

車，特區政府估算高鐵通

車後首年的載客量每日有約10.9萬人次。不少

在西九龍總站附近經營的食肆、藥房及服裝店

等小商戶，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都預期，

高鐵通車後採取「一地

兩檢」將更方便市民，而他們日後生意亦將受

惠於高鐵所帶來的大批人流，吸引更多人消

費，故都期望高鐵能盡快通車，並批評反對在

西九總站內實施「一地兩檢」，是在阻礙香港的

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高鐵通財路通
商戶望穿秋水

■■廣深港高鐵西廣深港高鐵西
九龍站已大部分完工九龍站已大部分完工，，

計劃於今年第三季通車計劃於今年第三季通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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