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政
府3月將公佈下一年度賣地計劃詳
情，據悉，港鐵將有機會推出黃竹坑
站三期，提供超過1,000伙，項目並
包括一個45萬方呎的商場。另外，港
鐵首個獨資發展的青衣城二期昨日正
式開幕，連同九龍灣德福廣場擴建，
去年集團共增加商業樓面5%；公司
強調未來會持續增加商場樓面。

涉45萬方呎商場
港鐵公司物業總監鄧智輝昨日透

露，黃竹坑站三期涉及1,000伙，並
會包括一個45萬呎商場，服務黃竹坑
站上蓋物業項目未來入住居民。市場
人士預料項目或會於下年度登場，但
問到港鐵下年度的推地部署，鄧未有
正面回應，僅表示有關推地安排將留
待下月公司公佈業績時再披露。他強
調公司會因應市場供應及樓市現況招
標，並指去年私宅補地價項目較多，
港鐵項目的供應量亦相應調節。他重
申港鐵物業項目會持續推出市場，不
會停止供應。
港鐵旗下首個獨資發展的商場項目

青衣城二期昨日正式開幕，作為青衣

城商場的擴建部分，商場樓高4層，
總樓面為130,244方呎，共35家新商
舖，集食肆、零售及娛樂於一身。商
場更設有53,820方呎的戶外平台及天
台花園，提供綠化休憩空間。青衣城
二期於2014年展開工程，原址為青衣
貨車停車場的部分用地，新商場毗鄰
面積達496,974方呎的現有青衣城一
期商場。

青衣城二期開幕
港鐵行政總裁梁國權表示，青衣城

二期商場與港鐵青衣站和鄰近地方連
接，為「鐵路加物業」的綜合發展模
式。鄧智輝表示，青衣城二期的總投
資額達24億元，連同德福廣場的2層
擴建，集團2017年的商場樓面增加
5%。預計連同日出康城的商場部分
（50萬方呎），以及大圍站商場部分
（65萬方呎）分別在2020年及2022
年啟用，屆時港鐵的商場樓面將增加
三成，接近500萬方呎。
鄧智輝指，興建更多商場樓面，會

為集團帶來經常收入，對於集團的長
遠營運有利，亦將會是集團未來發展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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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客買起三成港豪宅
上季成交金額創5年新高 佔比達33.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日前荃灣新盤柏傲灣獲一位來自內地、持歐洲某國護照的「80後」連續掃入1伙一

房戶及1伙四房戶。其中421方呎的一房戶造價1,008.6萬元，另付300萬元「辣稅」，成為新界區首個賣過千萬元

的一房戶。中原地產最新統計顯示，樓價過1,200萬元的一手豪宅成交中，內地買家佔成交宗數升到2016年第四季

後新高，金額佔比更升到2012年第四季後新高，分別達28.9%及33.4%。分析認為香港豪宅市道向好，吸引部分內

地買家入市。

稅務局早前公佈指，三大樓市「辣稅」，
即買家印花稅（BSD）、額外印花稅

（SSD）及雙倍印花稅（DSD）2017年的金
額合共303.9億元，較2016年錄得的241.36億
元，按年增加26%；當中去年BSD稅款涉逾
87億元，按年大增逾四成，反映本港物業仍
深受內地及境外買家追捧，地產代理最新統
計，亦反映內地客入市香港豪宅的數量持續
攀升，成為香港樓市上升不可忽視的力量。

內地資金續流入高價豪宅
中原地產研究部高級聯席董事黃良昇昨日
指出，2017年第四季香港一手豪宅市場，已
知內地個人買家佔金額比重33.4%，佔宗數比
例28.9%。數字按季分別上升1.9個百分點及
5.5個百分點。佔金額為近5年的季度新高，
反映內地資金持續流入香港豪宅市場，且集
中於高價豪宅。
至於二手豪宅市場，去年第四季已知內地
個人買家佔金額比例 17.4%，佔宗數比例
14.6%，數字分別按季下跌0.1個百分點及上

升0.5個百分點。二手豪宅市況平靜，內地買
家佔比平穩。整體豪宅市場已知內地個人買
家佔金額比例26.2%，佔宗數比例21.8%，數
字按季分別上升0.5個百分點及2個百分點。

去年貝沙灣最受內地客歡迎
據該行統計，2017年全年有較多內地個人

二手買家的豪宅為薄扶林貝沙灣，多達34
宗，涉及14.76億元。以金額計算，排第二為
九龍站凱旋門，錄得15宗成交，涉及5.54億
元。同樣位於九龍站的君臨天下亦錄得12
宗，涉及4.25億元；至於西環寶翠園錄得17
宗成交，涉及金額3.33億元。
美聯物業住宅部行政總裁布少明指，內地
客成為豪宅市場動力之一。該行資料顯示，
一二手住宅個人買家登記中，按已知買家姓
名作分析，去年第三季內地買家（以買家姓
名拼音辨別）購買本港逾5,000萬元一二手物
業所佔的註冊宗數比率約41%，按季增加約
8.8個百分點，創近5季新高。
美聯早前一份報告指出，根據土地註冊處

資料，按已知買家姓名的個人買家作分析，
並以買家姓名拼音辨別，內地買家佔西九龍
二手住宅註冊量比率由2016年的12.5%，進
一步攀升至2017年首三季的26.7%水平。
事實上，內地買家鍾愛香港豪宅已非新
聞，單計今年1月已有多宗入市個案，每一
宗造價之高皆令人咋舌。好像近月開賣的北
角海璇，早前錄得一名內地客斥資1.7億元，
購入 1座 11 樓 A、B室，單位面積分別為
1,585 方呎及 1,173 方呎，成交呎價分別為
64,887元及61,527元，前者創港島東呎價新
高。
另外，會德豐地產將軍澳南 GRAND
MONTEREY一個連天台頂層特色戶，實用
面積1,629方呎，近期亦錄得一名內地客以
6,353.1萬元購入，呎價3.9萬元，打破區內歷
史新高，呎價較去年9月同區新地海天晉洋房
近3.5萬元貴11%，成為將軍澳史上最貴樓
王。由於非本港人士，該名內地客須支付
30%「辣稅」，涉款1,906萬元，計及有關開
支，呎價成本增至逾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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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全年
內地買家最
熱衷購買的
豪宅為薄扶
林貝沙灣。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中原集團主
席兼總裁施永青昨出席灼見名家論壇時表
示，雖然目前對樓市不利的因素影響並不
大，但香港樓市自2003年開始一直處上升階
段，至今已是一隻長達15年的「老牛」，預
計今年升幅不及去年，升幅約8%至10%。目
前為樓市的「收割期」，不是買樓的好時
機，「不是叫大家賣掉自己正在居住的那
層，非自住的物業可待合適時機賣出，現時
加注有一定風險；除非大把錢，輸都無所
謂。」
施永青指出，市場擔心美國加息，但認為
今年與上世紀80年代的加息並不同，當年是
「加息壓通脹」，但現時則是「通脹壓利
息」，預計加息上限是略為低於經濟增長之
下，故加息對樓市的影響不太大，加息初期
樓市通常會升。至於內地收緊信貸，暫時亦
未見有很大負面因素。

他指出，香港政府為遏抑樓市，主要打擊
需求，但同時亦打擊供應。受到「辣招」影
響，小業主買賣樓宇的成本大增，傾向不買
賣，令二手市場供應下降，市場購買力集中
至一手市場，反令發展商開價更進取。加上
政府的供應量並不多，前幾年已積累很多購
買力未滿足。

目前上升機會較下跌大
他認為樓市的泡沫有3種，第一為過度建

設，第二為過度借貸，第三為價格過高。首
先，香港的供應不足，香港的銀行按揭貸款
很嚴謹。雖然香港的樓價的確很高，但社會
上不需要所有人皆買得起樓，每年私人市場
供應約2萬個，但有250萬個家庭，每年只需
有2萬個收入高的人士購買就已可消化供應。
綜合以上3點，他認為目前仍很難說香港樓市
有泡沫；相比內地三四線城市，後者的泡沫

大得多。另外，由於目前資金的出路並不
多，資金由去年起正逐漸由債券流入非債券
市場，如股票、樓市及商品等，樓市上升的
機會較下跌大。
另外，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主席黃遠輝昨於

同一場合表示，增加供應為政府目前的一大
重任。現時大部分棕地均有貨櫃停車場或回
收等行業者，如果能將作業者集中安置處
理，可釋放約三分二棕地用作發展房屋。以
目前540公頃棕地計，預計能釋放360公頃
地。
他續指，現時私人發展商擁有1,000公頃農

地，但部分農地因不獲城規會批准轉換用
途，令發展商變相積存土地。若以公私營合
作模式發展，可以便於興建住宅及相應配
套，部分土地亦可用作興建公營房屋。前提
是需要公眾諮詢，亦有機制確保不會出現官
商勾結等。

恒地4盤夥渣打推定息按揭

施永青：樓市成「老牛」應適時收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樓
價攀升多月未見氣喘，令到淡友亦要
轉軚。花旗銀行昨公佈最新市民置業
意向調查，結果顯示截至去年第四
季，有63%受訪者認為未來12個月樓
價會上升，比例為連跌兩季後再度攀
升，並創近六季新高。縱然預期樓價
續升，依然有兩成受訪者表示有興趣
置業，顯示香港市民對置業仍保持一
定興趣。

是項調查為該行委託香港大學社會
科學研究中心，以隨機抽樣電話訪問
形式，於2017年12月訪問超過500名
香港市民。結果認為樓價在未來12個
月上升的受訪者比例回升；反觀睇跌
的受訪者佔比，則跌1個百分點至
10%。隨着預期樓價會上升的市民人
數增加，認為現時非置業好時機的受
訪者比例亦回升至75%；反觀僅有
3%受訪者認為現時是置業的好時機。

黃竹坑站三期料下年度招標

花旗：63%人料未來1年樓價續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銀行展開定
息按揭戰之際，發展商亦紛紛夥拍銀行加入
戰團。恒基地產將早前渣打銀行為北角君譽
峰買家提供的定息按揭計劃，首年定息1.68
厘，次年2.15厘，伸延至其餘3個港島新盤。

首年1.68厘 次年2.15厘
恒基物業代理營業（一）部總經理林達民
表示，西營盤翰林峰、鰂魚涌君豪峰、北角
君譽峰及尚譽開售以來反應理想，該四個盤
尚餘約千伙將引入渣打銀行提供的定息按揭
優惠。渣打銀行為上述4個樓盤指定買家提供

首年定息 1.68 厘按揭，第二年息口為2.15
厘。
林達民表示，北角君譽峰售出17伙，套現1
億元，平均呎價27,364元；鰂魚涌君豪峰累
售72伙，套現5.25億元，平均呎價23,881
元；西營盤翰林峰累售316伙，套現25.6億
元，平均呎價28,218元；北角尚譽累售74
伙，套現3.2億元，平均呎價24,760元。他透
露，該4個樓盤尚餘單位市值數十億元。

倚南削優惠 變相加價1%
另外，恒地於鴨脷洲倚南昨將印花稅津貼

優 惠 由 4% 下 調 至
3%，變相加價1%。
經絡按揭轉介首席

副總裁劉圓圓稱，有
銀行為筲箕灣香島買
家提供兩項按揭優
惠，包括首年定息1.68
厘 ， 次 年 定 息 2.15
厘，其後為 H＋ 1.3
厘，現金回贈高達
1.7%，年期最長 30
年，罰息期3年。另一
項優惠為全期H＋1.27

厘，現金回贈同樣為1.7%。

香島定按吸客 周五售10伙
南豐發展高級經理（市務及銷售）陳彥群

指出，筲箕灣香島於本周五發售10伙。該盤
累售379伙，套現約69億元，項目尚餘91
伙，其中9伙為特色單位。美聯物業住宅部行
政總裁布少明表示，透過該行買入該盤的買
家，可獲澳洲塔斯曼尼亞雙人豪華之旅，價
值38,000元，名額3位。

趙苑三期招標售意向30億
卓能集團執行副主席趙式芝表示，薄扶林

趙苑三期的兩幢物業將以整批招標出售，意
向呎價約4萬元至4.5萬元，整批即約30億
元，最快第一季推出。資料顯示，趙苑三期
由兩幢物業組成，每幢樓高4層，總實用面積
68,603方呎，最高重建面積為73,292方呎；
每月租金收入約214.37萬元，將連同租約出
售。中原劉文勝指，趙苑三期共40伙，實用
面積由約500方呎至2,500方呎，並有21個車
位。趙式芝又指，山頂施勳道兩間獨立屋將
於農曆新年前後推出，荃灣壹號九龍山頂二
期的5間獨立屋，將於今年第二季至第三季推
出。

盈翠半島1465萬沽雙破頂

■■林達民林達民（（左左））指指，，旗下港島區旗下港島區44個盤尚餘約個盤尚餘約
千伙將引入渣打銀行提供的定息按揭優惠千伙將引入渣打銀行提供的定息按揭優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港股昨日高開
低收，走勢如坐過山車，過去5個交易日累積下
跌2,564點。在股市調整之下，樓市所受到的影
響相對仍小，有指標屋苑及其車位仍以破頂價
沽。美聯譚振聲表示，青衣盈翠半島12座中層F
室，實用面積約788方呎，以約1,465萬元易

手，折合呎價約18,591元，造價及呎價創屋苑
標準單位新高。原業主於2010年以約650萬元
購入上址，現沽貨物業升值約1.25倍。

盈翠半島車位連環破頂
至於盈翠車位不足一個半月便連環破頂。

中原朱偉雄表示，盈翠半島5樓一個雙號車
位，以260萬元連租約沽出，較日前創下的
257萬元舊紀錄再高3萬元，貴絕青衣車位。
車位現時月租4,600元，按易手價計，回報約
2.1厘。原業主於2000年以45萬元入市，持貨
18年升值4.8倍。

本疊內容：財經新聞 文匯馬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