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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車新盤價高 售出比例跌8.3%

置富料續租租金與去年相若

御．豪門複式戶呎價逼3萬
獲買家斥逾1.12億連購兩伙

蔚藍灣畔頂層戶 呎價近2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將軍澳
近日頻現高價成交，蔚藍灣畔亦添雙破頂
個案，蔚藍灣畔3座頂層戶，實用面積
1,031方呎，另連859呎天台，以約2,050
萬元成交，折合呎價約19,884元。原業主
2006年5月斥資約1,160萬元購得，持貨逾
10年升值77%。
青衣青怡花園呎價升穿1.6萬元，中原朱
偉雄表示，青怡花園6座高層E室，實用面
積343方呎，作價550萬元易手，折合呎價
高達16,035元，破盡屋苑歷年紀錄，直追
一線屋苑。

天水圍昔日「上車樂園」嘉湖山莊新近
錄得連環破頂，消息指，其中「九七貨」
美湖居3座高層F室，實用面積441方呎，
屬兩房間隔，作價488萬元成交，折合呎
價11,066元，造價及呎價均創屋苑兩房戶
雙破頂。值得一提的是，原業主於1997年
以281萬元購入，持貸1年「返家鄉」有
多，期內升值74%。
同時，景湖居7座高層C室，實用面積

546方呎，屬三房間隔，以580萬元成交，
折合呎價10,623元，創屋苑細三房新高造
價。原業主2012年以318萬元買入，持貨

6年便升值82%。

冠熹苑呎價16,588 九龍區次高
何文田迷你居屋創出高價成交，消息

指，何文田冠熹苑高層20室，實用面積
211方呎，剛以350萬元（已補價）沽出，
折合呎價16,588元，不僅創該廈新高呎
價，亦為九龍居屋呎價次高。目前全港居
屋呎價最高紀錄為大角咀海富苑，上月呎
售17,925元，惟屬內部轉讓；若單以九龍
計，去年9月大角咀海富苑造出16,588元
個案，今次上述冠熹苑成交與此睇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新盤

頻錄大手成交。華懋集團於九龍城御

．豪門昨獲一組買家斥資逾1.12億元

連車位購入兩個複式戶A室，最高成

交呎價近3萬元，媲美鄰近啟德新盤

特色戶呎價。消息指，該名買家以公

司名義連購兩伙，需付樓價30%稅

項，即 3,362.4 萬元，合共涉資近

1.46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悅琴）
上車盤需求大，近年發展商傾向
興建實用面積少於430方呎的細
單位（A類單位），但售價愈推
愈高，影響細單位新盤銷情，整
體售出比例較兩個月前下降8.3個
百分點，今年有更多發展商爭推
A類單位，如果銷情沒有突破，
售出比例低的情況料難好轉。
中原地產研究部高級聯席董事
黃良昇指出，A類單位售價愈推
愈高，短期內不利銷售。但市道
暢旺，發展商不會減價促銷。A
類單位售出比例下降，短期內難
有改善。踏入今年有更多發展商
爭推A類單位，如果銷情沒有突
破，售出比例低的情況可能更難
好轉。

其餘新盤售出比例均上升
他稱， 各類新盤售出比例均

有上升，惟獨A類下降。A類單

位的整體售出比例77%，較兩個
月前下降8.3個百分點。其中新
世界旗下A類單位售出78.9%，
較兩個月前下降17.8個百分點。
新地旗下A類單位售出73.9%，
下降15.8個百分點。恒基旗下A
類單位售出52.6%，下降7.7個
百分點。其他發展商A類單位售
出比例85.8%，下降2.5個百分
點。
至於實用面積為430至752方

呎的 B類單位售出比例86%，
實用面積為753至1,075方呎的
C類單位售出比例75.4%，實用
面積1,076方呎以上的DE類單
位售出比例47.2%，分別較兩個
月前上升 1、3.3 及 1.6 個百分
點。DE類單位中，新地旗下新
盤售出比例54.3%，較兩個月前
下降13.2個百分點，主因新地
惜售北角海璇所致，並非市況
欠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
悅琴）狗年將至，新鴻基地
產旗下屯門V city 與人氣卡
通The Powerpuff Girls飛天
小女警合作，舉辦「V city
x The Powerpuff Girls飛躍
新春」活動，新地代理租務
副總經理孫雅茵稱，新春期
間V city宣傳費用逾440萬
元，按年增加逾10%，預期
該商場於農曆新年人流及生
意額將有 15%至 20% 升
幅。
孫雅茵指，過去一年V

city運用創新科技，包括iBeacon定位技術
及E-locker等，方便顧客掌握最新優惠情
報及享受輕鬆的購物體驗。
同時率先推出「泊車Fun 分賞」，會員

透過V city手機App，只需首次使用時綁
定泊車使用之八達通或信用卡資料，即可
用會員積分兌換泊車時數，無須排隊直接
出車，省卻輪候換領優惠的時間。推出近
一個月，會員換領比例達30%。

V city新春生意額預期升2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發展商
繼續推進市區重建步伐，昨天灣仔皇后大
道東153號項目進行強拍，由合和實業以
底價8,120萬元成功統一業權。
合和實業執行董事王永霖表示，今年投

得的地皮，擬與已統一業權、毗鄰的皇后
大道東153A號，155號至167號作合併發

展，詳細發展計劃料於兩周後的業績發佈
會上公佈。
資料顯示，去年合和已就灣仔皇后大道

東153號至167號，向城規會申請發展為
一幢樓高26層之大廈，總樓面達11.52萬
方呎，最低9層作零售及食肆，高層則作
寫字樓用途。

■■孫雅茵孫雅茵（（右右））指指，，V cityV city將繼續引入將繼續引入
多功能手機程式多功能手機程式、、ARAR及及VRVR裝置等裝置等。。一手私人住宅樓盤銷售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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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原地產研究部及一手住宅物業銷售資訊網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合共65個主要新盤)

註： 1 只包括300個單位以上及五大發展商之新盤(長實、恒
基、新世界、新地、信和)及環海．東岸、滿名山

2 實用面積分類如下：
A類單位指實用面積少於40平方米
B類單位指實用面積為40至69.9平方米
C類單位指實用面積為70至99.9平方米
D類單位指實用面積為100至159.9平方米
E類單位指實用面積為160平方米或以上

3 截至2017年12月31日之臨時合約成交數字

實用面積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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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豪門58樓A室及59至60樓
複式單位A室昨獲一組買家分

別以5,026.4萬元及6,181.7萬元各
連雙車位購入，單位實用面積分別
1,784方呎及2,079方呎，成交呎價
分別2.81萬及2.97萬元，後者創出
項目呎價以及造價新高。

迎海．駿岸破售價紀錄
恒地牽頭發展的馬鞍山迎海．駿
岸以2,689.9萬元售出第8座23樓A
室，實用面積1454方呎，屬標準4

房單位，呎價18,500元，創出迎海
．駿岸自2015年8月首推以來標準
戶最高售價紀錄。

啟德1號撻訂戶貴三成售出
中國海外於啟德1號(I)早前因買

家撻大訂被大幅加價逾30%重推
的第2座8樓H室，已以762.7萬
元再次售出，呎價20,285元。最
新成交價比舊價賣貴203萬元或
36%。該單位實用積376方呎，為
一房戶。

新地昨將元朗錦田 PARK
YOHO Genova 其中 7伙再加價
1%至3%，若相對去年8月首次開
價，累積加幅達20%至24%，新
定價由 1,328.9 萬元至 1,340.8 萬
元，呎價16,272元。
該7伙全部分佈於18B座，實用

面積同為824方呎的標準單位。
中信泰富於何文田加多利山
KADOORIA 加推嘉道理道 133
號5樓以招標形式出售，本周六截
標，該單位實用面積2,219方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美婷）置富產業
信託 (0778)行政總裁趙宇昨日於業績發佈
會表示，目前本港經濟穩健，失業率亦
低，對本地零售市道看法正面，主要是因
為股市和樓市皆暢旺，對零售有提振作
用；期望今年續租租金升幅可維持去年水
平，但強調加租幅度要視乎行業，民生行
業加幅將較溫和。

去年底負債130億元
趙宇表示，公司旗下租務組合中有約6

成為必需品類別，相信在不同經濟周期中
亦可維持穩定收入。未來將繼續物色以本
地為主的物業，目標為發展成熟、有穩定
租金收入及出租率理想的商場，期望投資
回報可達10%至15%，目前較睇好天水圍
及將軍澳等地區。

早前公司以20億元出售北角和富薈，出
售淨收入達9.21億元，當中11億元預料將
用作償還債務。趙宇表示，相信出售收入
能令負債比率將降至25%。公司於去年底
負債比率為27.4%，仍有130億元債務，
有40%債務的息率會受影響，若美國加息
對公司影響不大。

■置富產業信託行政總裁趙宇（左一）。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美婷 攝

■九龍城御
．豪門昨獲
一組買家斥
資逾 1.12 億
元連車位購
入兩個複式
戶A室。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廣大市民和港府都為求
一屋而傷腦筋，若數到供應量相對容易入
到市的要算是九龍及新界，2017年九龍區
落成私人住宅有6,683個，是近 13年新
高，長沙灣和何文田的落成量相對較多。
新界區22個項目合共9,655個單位，元朗
區和屯門更創新高。

中原地產研究部高級聯席董事黃良昇指出，
選取九龍區15個於2017年落成的私人住宅項
目，合共提供6,683個單位，數字較16年3,171
個，增加3,512個，上升1.1倍。自04年
(10,811個)後，數字創13年新高。落成量較高
的地區有：長沙灣2,238個，何文田1,997個，
黃大仙1,169個。新界區22個項目，合共9,655

個單位。16年有9,175個，數字連續兩年高企
於九千到一萬個之間，預計未來幾年平均落
成量會超過一萬個的水平。17年落成量較多
的地區有：元朗4,194個，屯門1,786個。元
朗區的落成量是97年（5,186個）後的20年
新高，屯門是02年（2,873個）後的15年新
高。

私宅落成量 元朗創20年新高 合和8120萬一統灣仔舊樓業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