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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王效應 新盤齊發
晉海 II 周日賣 100 伙 旺角尚璽擬下月售

以穩健見稱的
新地，前日以逾
251億元勇奪啟德
住宅地，破盡香港賣地紀錄。樓面地
價每呎也逾1.77萬元，貴絕同區。除
反映發展商對後市之信心，亦將奠定
啟德區日後晉身超級豪宅區的地位。
作為本地龍頭發展商，新地在業
界向來以建立品牌見稱，新盤定價
往往較同區其他樓盤進取，不過總
能大賣，如日前首輪開售的屯門御
半山，均呎價高見 1.5 萬元貴絕同
區，首輪發售仍收逾 5,000 票開紅
盤。另近期推出的北角海璇採惜售
策略，成交呎價高逾 6 萬元連刷港
島東新高。

&

記者梁悅琴 攝 ■楊嘉俊(右)表示，尚璽首批單位至少30伙。

記者梁悅琴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新鴻基地產以 251.61 億元投得啟德新地 大角咀道 247 號住宅項目命名為尚璽。發展
王，各大發展商迅即調動推盤計劃。其中，新地本周末雙盤齊發，除本周
六屯門御半山推售次批 78 伙外，日出康城晉海 II 亦落實於周日（20 日）推
售 100 伙。由實德環球集團主席楊海成私人發展的旺角尚璽部署 6 月初推
售，恒地於旺角利奧坊二期亦於今日命名，準備出擊。
鴻基地產副董事總經理雷霆昨表示，
現時團隊對剛中標的啟德住宅地進行
設計工作，會發揮地皮的獨特性，興建為地
標式住宅加商場，又會按地皮的優點來決定
項目戶型及數量。他稱，集團每次都認真落
標，能投得該幅優質地皮「非常好彩」，亦
對區內之後的地皮有興趣。

新

雷霆：繼續市價推盤
至於新地旗下新盤會否隨即加價，他認
為，系內新盤定價克制，強調繼續以市價推
盤，部分新盤加價輕微。他又指，新地本周
雙盤齊發，除本周六屯門御半山推售次批 78

伙外，日出康城晉海 II 亦落實於周日推售第
3座首批100伙。
新地代理總經理陳漢麟表示，晉海 II 本周
日發售 100 伙，343 方呎一房折實入場 599.5
萬元，將於本周六晚截票，現時已錄幾倍超
額認購。他指，今批單位全屬第 3 座，包括
一房至三房單位，其中 B1 組最多可購 2 伙，
其中 1 伙必須為面積 530 方呎或以上單位；
B2 組最多可買 2 伙，整批單位市值約 9.7 億
元。至於同系屯門御半山，消息指，至昨日
復活票連新票累收逾 3,000 票，超額登記逾
37倍。
此外，由楊海成為主要投資者發展的旺角

商代表楊嘉俊表示，項目共有76伙，全部為
開放式戶，面積 160 方呎起，預計 6 月初發
售，首批單位至少提供30伙，售價會參考市
區一手樓盤，預計2019年下半年落成。該盤
已委託中原獨家代理銷售。

利奧坊二期準備出擊
恒地於旺角利奧坊二期亦於今日命名，準
備出擊，該盤提供約 500 伙。恒基物業代理
營業(二)部總經理韓家輝昨表示，位於粉嶺
高爾夫球會旁的高爾夫．御苑累售 235 伙，
平均呎價逾 1.7 萬元，套現逾 20 億元。該盤
上周在粉嶺逸峯廣場增設展銷廳，項目仍有
61 伙已公佈銷售安排單位待售，預計沽出
90%單位後將調整售價。
成交方面，建灝地產啟德天寰昨招標售出
星寰匯第 1 座地下及 1 樓 C 單位 Garden Villa C 特色戶，面積1,239方呎，成交價3,159
萬元，呎價25,500元。

東旭苑綠表雙破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啟德
誕新地王，市場估計到開售時每方呎
售價可達 3 萬多元，進一步加強市民
對「磚頭」的憧憬，未補價居屋造價
直撲「9球」，追貼自由市場紀錄。筲
箕灣東旭苑一個三房戶最新以 878 萬
元（未補價）成交，折合呎價升穿
1.35萬元，一舉刷新兩項紀錄。

總價紀錄3個月升近一成
綜合房委會及市場消息顯示，是次
雙料「居屋王」位於筲箕灣東旭苑 D
座底層 5 室，面積 650 方呎，坐向無遮
擋全海景，上月獲綠表客以 878 萬元

（ 未 補 價 ） 承 接 ， 折 合 呎 價 13,508
元。成交價打破同屋苑今年2月B座錄
得的 800 萬元（未補價）舊紀錄、並
超出近一成，而呎價亦較香港仔雅濤
閣早前錄得的 13,069 元舊紀錄高出
3%。
原業主於 2008 年以 225.39 萬元（未
補價）買入，持貨 10 年物業期內升值
2.9 倍，賬面賺逾 652 萬元。回顧過去
居二造價紀錄，全港第三貴個案為去年
4 月樂富德強苑以 788 萬元創下，距今
次破頂成交剛好 12 個月，意味着居二
價紀錄在一年間被推高90萬元。
天水圍誕生新「綠表居屋王」，綜

再看該發展商以往項目不乏「高
買、更高賣」個案，如 2010 年何文

■毗鄰港鐵
何文田站的
天鑄，個別
單位成交呎
價更高見 6
萬元。
資料圖片

合房委會及市場消息顯示，天盛苑 C
座高層 1 室，實用面積 634 方呎，以
545 萬元（未補價）易手，折合呎價
高達8,596元，貴絕天水圍未補價居屋
呎價。

天水圍居屋市值逼千萬
資料顯示，單位補價率為 42%，意
味着補價後市值高達 940 萬元、呎價
逾1.48萬元。
同時，藍田鯉安苑A座高層4室，面
前664方呎，作價731萬元（未補價）
易手，折合呎價高達 11,009 元，造價
及呎價均創同區未補價居屋新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啟德地王誕生
後 ， 有 投 資 者 大 手 掃 入 東 九 龍 車 位。 大 昌 行
（1828）昨日公佈，九龍灣麗晶花園商場 8、9 樓
及天台合共 377 個車位以 4.21 億元售出，平均售

價 111.7 萬元。買方為建博置地有限公司，公司
董事包括董詠姬及董耀輝。
資料顯示，原業主 1989 年作價 812 萬元購入該
批車位，現賬面獲利逾4.1億元或50倍。

長豐工廈補地價轉商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地政總署近日
公佈最新補地價情況，荃灣白田壩街長豐工業大
廈低座以 1.8247 億元完契約修訂成補地價，將用
作商業/其他用途。

是次為南豐旗下南豐紗廠活化項目一部分，該
公司於數年前提出將南豐紗廠 4、5、6 號改建成
改建成以時裝為主題的新地標「The Mills」，成
為時裝培訓及零售中心。

趙式浩拆售工廈 入場 124 萬

屋苑

單位

筲箕灣東旭苑

D座低層5室 650

878萬

13,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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筲箕灣東旭苑

B座低層4室 650

800萬

1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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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富德強苑

A座高層9室 656

788萬

12,012

2017/4

筲箕灣東旭苑

C座高層5室 650

780.8萬 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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筲箕灣東濤苑

D座高層6室 666

77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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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土地註冊處、市場消息

天鑄「高買更高賣」典範

大昌行 4.2 億沽麗晶 377 車位

全港綠表居屋價排名榜
面積(方呎) 造價(元) 呎價(元) 成交日期

11,637

啟德勢晉超級豪宅區

■新地雷霆(左)認為，系內新盤定價克制。

田前山谷道邨地皮，由新地以 109
億元高價拍走，較開價高出六成，
每呎樓面地價高達 1.2 萬元，一度
成為九龍地王。隨後項目發展成毗
鄰港鐵何文田站的天鑄，首批價單
折實均價 3.2 萬元水平，是「麵粉
價」的 2.5 倍，及後個別單位成交
呎價更高見6萬元。
憑新地對新盤高超的定價能力，
今次的啟德住宅地皮，兩旁分別有
南豐的商業/酒店地及利福國際商
業地，前面就是沙中線啟德站，環
境與西九十分相似。回顧西九由新
地發展的天璽及凱璇門，標準單位
呎價普遍近 6 萬元及 4 萬元，今次
樓面地價逾 1.77 萬元的啟德地皮若
能成功變身「啟德天璽」的話，何
止賺兩倍之餘，區內變成超級豪宅
區亦恐不是遙遠之期。
■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洪鏘

製表：記者 蘇洪鏘 ■筲箕灣東旭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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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卓能集團主席趙世曾的兒
子趙式浩加入拆售行列，其名下帝皇房地產去年買入新蒲崗
景褔街太子工業大廈頂層物業，昨日宣佈名命為「海德匯」
並進行拆售，入場價約124萬元起，最快8月入伙。
帝皇房地產董事總經理趙式浩指，今次是公司首個發展物
業項目。目前，公司有 3 億元基金去物色其他工貿物業，例
如東九及屯門等地，目標在年底前將基金翻倍至6億元。
今批價單涉及 16 伙，面積介乎 218 方呎至 493 方呎，定價
由 123.6 萬元至最貴 356.1 萬元，呎價 5,533 元至 7,223 元， ■帝皇房地產趙式浩笑言，做豪宅市場
賣方即供優惠達樓價 3%。他指出，今次項目毗鄰剛剛誕生 較吃香，不過「老竇做豪宅，無理由同
地王的啟德新區，故相信項目有一定吸引力。
佢打對台。」
記者蘇洪鏘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