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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上源首張價單資料屯門上源首張價單資料
單位數目 231伙

實用面積 343-829方呎

最高折扣 16.83% *

折實價 424.9萬-843.3萬元

折實呎價 9,878-13,043元

折實平均呎價 11,073元

**計入計入1212月月2424日或之前提早清還樓價可獲現日或之前提早清還樓價可獲現
金回贈金回贈 製表製表：：記者記者 梁悅琴梁悅琴

未來12個月樓價走勢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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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盤呎價跌破1萬 終回兩年前
屯門上源平同區逾10% 425萬入場80%一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

琴）美國議息前夕，本港發展商

狂推盤，開價趨保守。萬科香港

旗下屯門掃管笏上源昨以折實平

均呎價11,073元推出首批231伙，比同區一二手樓呎價低10%至

20%，也低過樓齡逾廿年的天水圍嘉湖山莊近日不少成交呎價；折

實入場呎價更低見9,878元，為兩年來新盤最低入場呎價，343方

呎一房折實入場424.9萬元。發展商更提供80%一按，全期按息

P-2.7%，及30%二按，首兩年免息免供，力吸上車及換樓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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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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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面對打風
及多個新盤排隊出擊，元朗錦田北PARK
YOHO Napoli首批144伙自上周二開價以
來收票反應一般，新地昨日決定於下周二
只發售首張價單其中50伙，但同時新推100
伙作招標，同樣於下周二起截標，令其推
售數目達項目單位總數21%，符合新例每
批推售單位至少為總數20%的要求。

新推100伙招標售
根據安排，PARK YOHO Napoli下周二

公開發售的50伙，面積251方呎至580方
呎，折實價451.3萬元至795.4萬元。大手
客A組每組客可購2至6伙，不可以買多於

1伙開放式戶；散客B組每組客可買1伙至2
伙，同樣不可以買多於1伙開放式戶，下周
一晚截票。該盤昨日同時新推100伙招標，
分佈於第25A、25B、26、27A、27B及28
座，下周二起截標。

尚悅‧嶺下周上載樓書
此外，恒基地產及新世界合作的元朗大

棠尚悅．嶺將於下周上載售樓書，單位最
細面積只有174方呎，細絕元朗。恒基物業
代理營業(一)部總經理林達民昨表示，項目
開價將參考同區新盤，料部分單位折實價
低於400萬元，並預期下周末將開放示範單
位予公眾參觀。

他指，該盤由兩座大樓組成，單位面積
174方呎至381方呎，戶型由開放式至兩
房，當中逾半為一房戶。項目綠化面積約1
萬方呎，比例佔項目約20%，提供50多個
車位。

屯門弦海獲批預售
至於莊士中國旗下屯門業旺路弦海獲批

出預售樓花同意書。莊士地產代理副總經
理陳慶光表示，弦海正準備示範單位，最
快下月中推出。
資料顯示，弦海為單幢盤，提供371伙，

單位面積約160方呎至440方呎，其中開放
式佔約6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樓價
繼續回軟，中原地產公佈最新中原城市
領先指數CCL最新報186.6點，按周跌
0.23%，連跌2周共0.98%。中原地產
研究部高級聯席董事黃良昇認為，樓價
反覆回軟，但仍未確認掉頭向下的走
勢，要待中秋前後及美國聯儲局議息
後，走勢才有機會出現較明顯轉變。

中原八大指數連跌兩周
黃良昇指出，10周前政府宣佈六招新
房策，CCL隨即結束連升局面。近10
周計，首4周錄得兩次創新高，樓價走
勢反覆微升。其後4周樓價走勢反覆橫
行，CCL持續於188點企穩。近2周
CCL連跌，樓價走勢開始反覆回軟。除

CCL外，中原城市大型屋苑領先指數、
CCL(中小型單位)指數、CCL(大型單位)
指數都按周回落。
四區樓價方面，新界西樓價指數報

168.79點，按周跌0.33%；新界東樓價
指數報206.8點，跌0.23%。至於港島
及九龍樓價指數分別報 191.70 點及
184.50點，下跌0.31%及0.07%。換言

之，中原地產八大指數再次全部按周下
跌。而對上一次八大指數連跌兩周為
2016年2月，當時樓價正值調整階段。

美聯指數周跌0.18%
另一代理行統計的樓價指數亦回落，

美聯樓價指數最新報175.19點，按周跌
0.18%。當中，新界區樓價按周跌幅最
大，報166.63點，跌0.42%；港島區報
189.13點，跌0.24%；九龍區報166.11
點，升0.19%。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港鐵
昨日公佈，何文田站2期正式招標，10
月22日截標。消息透露，項目補地價
金額超過 74.86 億元，折算每方呎達
11,709元，除較2016年底批出的何文
田站第一期每呎 8,459 元高出 38.4%
外，亦打破2017年底黃竹坑站第二期
錄得的10,576元舊紀錄，創鐵路項目
新高。

每呎補地價傳1.17萬新高
據了解，是次分紅比例固定為25%，
與最近兩次港鐵項目招標相若，但相較
2016年何文田站1期時的35%則為低。
資料顯示，項目總樓面約63.94萬方呎，
提供900伙至1,000伙，之前接獲31份意
向書，包括有新地、長實、恒地、新世
界、信置及會德豐等。

啟德住宅地下周五招標
此外，地政總署公佈，啟德第4B區4
號地盤、大嶼山長沙嶼南道兩幅地將於
下周五(28日)招標。前者佔地約104,499
方呎，總樓面約574,744方呎，安排11
月9日截標。市場估計每方呎樓面地價
約1.85萬元，估值約106.3億元。後者安
排10月26日截標，地盤面積約59,235方
呎，可建樓面約23,692方呎。

■■萬科曹樹基萬科曹樹基
（（右右）、）、周銘周銘
禧禧（（中中））及劉及劉
淑貞公佈上源淑貞公佈上源
各種優惠及按各種優惠及按
揭計劃揭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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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樓價指數連跌2周

■■上源昨日下午上源昨日下午55時時3030分開始開放分開始開放
展銷廳及示範單位展銷廳及示範單位，，人潮擠擁人潮擠擁。。

■■上源上源797797方呎三房交樓標準單位方呎三房交樓標準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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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源鄰近一二手呎價上源鄰近一二手呎價
星堤

11,155元
樓齡7年NAPA

10,483元
2016年10月

愛琴海岸
12,006元
樓齡16年

香港黃金海岸
12,173元
樓齡28年

愛琴灣
12,739元
樓齡14年

滿名山
10,880元
2015年11月

萬科香港業務部副總裁（市場營銷）
周銘禧形容開價為「上源起動

價」，是為客戶提供高性價比的選擇，
定價考慮近期市況及周邊成交，極具吸
引力，但相信不會與同期推售新盤構成
競爭。他認為，過去幾周一手盤銷情不
俗，反映剛性需求仍然強勁，加息已是
預期之內，相信後市會健康平穩發展。

首批231伙 萬科員工有優惠
他又預計，該盤收益合乎集團毛利
率要求，首批231伙價單市值接近16
億元。該盤於昨起開放示範單位予公眾
參觀，並開始收票，計劃分大手客A組
及散客B組，本月底或下月初開售。
上源首張價單有231伙，面積343方

呎至829方呎，包括一至三房，平均呎
價13,315元，售價 510萬元至1,014萬
元，最高折扣16.83%，折實價424.9萬
元至843.3萬元，折實呎價9,878元至
13,043元。當中，近20伙折實呎價低於
1萬元，逾20伙折實價低於500萬元。
發展商提供一按及二按力吸上車及
換樓客，一按可借80%，息率P減2.7
厘，另設樓價30%二按，當中24個月
可免息供，一按及二按合共上限可借樓
價85%。其中，一按由合作財務機構
承按，二按由萬科全資擁有的財務公司
承按。此外，若萬科集團員工不經地產
代理選購單位，可獲額外2%至5%折
扣，換言之，折實入場可望低見399.6
萬元，折實入場呎價低至9,290元。

親屬讀幼稚園減20%學費
發展商亦提供萬科成長計劃，上源

買家的7歲以下親屬若入讀該屋苑的約
克國際幼稚園，首年可獲減免20%學
費，入伙後4年均可享用。
資料顯示，對上一個呎價低於1萬元
新盤要時光流至兩年多前，南豐2016
年6月開賣屯門豐連時最平單位折實價
197萬元，折實入場呎價7,787元，由
於銀碼低於200萬元，震撼全城。
事實上，計劃下周推售的元朗錦田

北PARK YOHO Napoli首批折實入場
亦要451.33萬元(251方呎開放式戶)，
而下周二開售的日出康城LP6的707伙
折實入場為453.5 萬元(307方呎一房
戶)。相比之下，上源首批折實入場只
須 424.9 萬元，且已是 343方呎一房
戶，相信會搶走部分客源。

分析：氣氛弱求量搶客源
中原地產屯門、天水圍、元朗、深

井及青山公路區資深營業董事方啟明表
示，上源首批單位折實呎價比同區二手
屋苑有約10%折讓，比同區一手盤近
期成交呎價更有約20%折讓，相信將
吸引全港市民青睞，600多萬元已可購
3房單位，亦可吸引同區二手屋苑業主
細樓換大樓，相信之後加推單位，價錢
會有所調整。
美聯物業住宅部行政總裁布少明表

示，中美貿易戰令股樓市場蒙上陰霾，
發展商須以一個貼市價策略開賣，才能
搶佔客源。
他指，上源低價推售，將令青山公

路二手陷入凍結狀態，加上元朗亦有
PARK YOHO Napoli下周開賣，新
界西北區二手成交更見疲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
自政府6月底推出新房策後，新盤
銷售全面提速，適逢中美爆發貿易
戰、人民幣急速貶值及美國預期加
息，利淡因素拖累樓市表現。有業
界進行「置業意向調查」發現，超
過一半受訪者睇淡今年樓市走勢，
只有33%考慮於未來12個月置業，
比例創同類調查新低。

計劃置業比例創新低
香港置業本月底美國聯儲局議
息前透過問卷形式進行2018年第
三季「置業意向調查」，成功收
集379份問卷。香港置業行政總裁
李志成指，逾5成受訪者睇淡後
市，並且只有33%受訪者計劃未
來12個月入市，比例不但較上季

下跌3.1個百分點，更創同類調查
有紀錄以來的10季新低。由此可
見，在市場前景不明朗下，市民
觀望情緒升溫。
此外，受訪者對於影響入市決定

的因素，以樓價走勢至為重要，佔
25.3%，息率走勢則佔17.2%。李志
成指，第4季發展商仍積極推售新
盤，在開價克制的情況下，難免對
二手市場構成壓力。不過，鑑於業
主防守力強，大幅減價個案罕見，
全年樓價可保持雙位數字升幅。

市民最希望放寬按揭
調查亦顯示，多達23.2%人希望

政府放寬按揭成數助上車，按季升
3.7個百分點，其次取消為壓力測
試，佔19.3%。香港置業營運總監

姚偉南稱，最近個別二手業主願意
擴闊議價空間，造就上車機遇，惟
不少政策已不合時宜，呼籲政府審
視按揭成效。
另外，62.8%受訪者傾向購買二
手物業，較上季升7.5個百分點。
預算購買單位面積上，44.1%人心
儀431方呎至752方呎物業，而希
望購買 431 方呎以下單位則有
19.8%。
李志成總結，在一手推盤潮下，

料第4季一手私樓註冊量將升至約
5,700宗，按季上升約23.9%，整合
全年一手私樓註冊量料約18,000
宗，按年跌約3.5%。而二手市場則
受制於一手，預計第4季註冊量約為
8,500宗，按季跌約18.7%，全年註
冊量則可達46,000宗，按年升2%。

一手樓盤首批單位一手樓盤首批單位
折實平均呎價折實平均呎價
二手屋苑成交呎價二手屋苑成交呎價

上源
11,073元
201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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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文田站二期補地價金額何文田站二期補地價金額
傳超過傳超過7474億元億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