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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悅琴、黎梓田）
市場憧憬本港銀行有機會跟隨美國減息，港
股連日大幅反彈，加上新一期居屋截止申
請，料有大批上車客回流私人住宅市場，屯
門兩個中小型住宅新盤隨即上演搶客戰。其
中新地旗下屯門景秀里御半山II期首推108
伙，折實平均呎價15,166元，重返去年5月
御半山首批呎價水平，250方呎開放式戶折
實入場439.17萬元；內房萬科旗下掃管笏上
源則推出第1座樓王Grand Le Pont首批142
伙，折實平均呎價12,481元，平過同區二
手，一房折實入場466.2萬元。

御半山II期439萬入場
新地代理業務部總經理張卓秀敏形容，御
半山II期首批單位定價為心動價，價錢參考
去年中推售的御半山，屬原價推出，該盤將
於本周六開放示範單位予公眾參觀及同步收
票，最快下周開售，有機會開售前加推，加
推有加價空間。對於同期有其他新盤推售，
她不擔心會出現互相搶客，反而認為有競爭

才有進步，並預期下半年樓市會平穩發展。

同區二手呎價1.33萬起
事實上，與御半山有所不同，御半山II期

今次提供開放式及三房戶，令折實入場費更
低。價單顯示，御半山II
期首推108伙，實用面積由
250至531方呎，首批入場
單位為2A座3樓J室，面積
250平方呎，開放式戶，折
實價439.17萬元，折實呎
價17,567元；至於三房戶
實用面積531方呎，折實價
800多萬元已可有一個三房
戶。
此外，發展商針對御半

山II期個人名義買家提供
三款現金回贈優惠，包括
粵港澳大灣區11個城市內
的買家，均可獲1.5萬元現
金回贈，換言之，大部分

個人名義買家都可享有此優惠，計入此現金
回贈後的光豬價介乎437.67萬至810.74萬
元。
另外，買方或其親屬於今年7月31日或之
前已以個人名義購入御半山(第一期或第二

期)之其他住宅物業可獲額外1%現金回贈;而
買方於2018年12月31日或之前曾就映御、
珀御，或御半山(第一期)內的住宅物業遞交
並持有有效的購樓意向登記，可獲3,000元
現金回贈。

資料顯示，御半山
去年5月首批折實呎價
介乎 1.37 萬至 1.7 萬
元，與御半山II期首
批呎價貼近，代理數
據顯示，目前區內部
分大型屋苑新近二手
呎價大約 1.33 萬至
1.79萬元。
另一邊廂，萬科香

港市場營銷與客戶關
係部董事周銘禧表
示，屯門掃管笏上源
昨首推第1座142伙，
折實平均呎價 12,481
元，價錢有相應調

整，惟扣除景觀及座向因素，仍屬原價加
推。價單顯示，該142伙涵蓋一至三房戶，
面積介乎353至738方呎，價單定價555萬
至1,107.9萬元，扣除最高16%折扣優惠，
折實價466.2萬至930.636萬元。
他指，最快今日上載銷售安排，計劃周日
發售新一批單位，除了價單單位外，亦會推
出部分三房連儲物房及四房戶招標。該盤累
售873伙，平均成交呎價約11,800元，為集
團套現約55億元。
此外，內房福晟國際旗下何文田喇沙利道

6號晟林亦部署出擊，福晟國際投資總監張
楠稱，晟林將於月內上載價單，定價將參考
同區一手及二手樓盤，現樓示範單位最快本
周開放予公眾參觀。被問及其他新盤會否影
響銷情，張楠指，多個新盤開售反映市場氣
氛熾熱，項目屬於現樓、提供中小型單位，
於區內供應不多，故對銷情有信心。
南豐集團及豐資源合作的港島南區深水灣

徑8號昨以2.5億元售出第1座9B室，實用
面積為3,641平方呎，呎價6.9萬元。

石禮謙石禮謙
憂風險高發動提案憂風險高發動提案

潘蘇通潘蘇通
望日後個人競投望日後個人競投

屯門新盤鬥平 上源呎價1.2萬平過二手

屯門兩個新盤價單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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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表：記者 梁悅琴

御半山II期
景秀里

108伙

250至531方呎

開放式至三房

563.04萬至1,041.34萬元

19,444元

22%

439.17萬至812.24萬元

15,166元

上源
掃管笏

142伙

353至738方呎

一房至三房

555萬至1,107.9萬元

14,858元

16%

466.2萬至930.64萬元

12,481元

高銀在通告表示，因應獨立非執董石禮謙
要求，前日就上述提案召開了緊急董事

會會議。在獨立核數師在場的情況下，管理層
向董事會證明，公司有充足和可動用資金支付
該地皮約111億元地價的餘款。然而，3名執
董周曉軍、黃睿及許惠敏，以及3名獨立非執
董石禮謙、鄧耀榮和黃偉樑認為，近期發生的
社會矛盾和經濟不穩定將對香港商業地產市場
的增長產生負面影響，並投票贊成暫停提供財
務資助的提案。
至於反對提案的董事會主席潘蘇通則認
為，近期發生的社會矛盾和經濟不穩定不會對
香港商業地產市場的長期發展有所影響，並表
示有信心收購該地皮會對集團現有位於啟德
4B區4號的住宅用地發展帶來重大協同效益，
獨立非執董高敏亦投反對票。但因贊成票佔大
多數，故通過提案。

2500萬按金將被沒收
高銀指，根據律師的法律意見，公司已支
付的2,500萬元按金將被沒收，而港府將可酌
情在適當時間、地點和方式下轉售該地皮，所
有轉售或轉售的損失和費用，應由投標人，即
高銀旗下的駿騰投資去支付，並由政府作為違
約賠償金處理。
潘蘇通昨於電話會議上表示，個人非常鍾
情該幅商業地的前景及設計，以及九龍東一帶
前景，集團投入很多心機，加上與原有的住宅
地有協同效應，對董事會決定感到「茫然及無
奈」，認為長遠而言，樓市不會受到衝擊。
他指，如果可以的話，個人會再於政府重
推時積極競投該商業地，又指，個人及集團投
地一向有偏好，尤其鍾情市區地，如果鎖定目
標便會出盡法寶投到為止。
他強調，集團於同區住宅項目繼續進行，
更指集團於世界每一個角落都有投資項目，各
地銀行都支持該集團發展業務，如果說因此項
目找不到融資而要終止交易，實屬笑話。

電話會議上有記者追問若果日後該地皮成
交價回落至80億元，政府有權追收差價時，
他笑言：「你看得太淡，投地要看市價，可能
日後要150億元才能投到呢！」
石禮謙昨於電話會議上亦指出，於前日的

緊急董事會會議上，集團主席潘蘇通曾提出可
否將該項目轉讓予個人繼續投資，惟現有上市
公司規例不容許這樣做。
他又指，集團對政府修訂《逃犯條例》看
法正面，然而，中美貿易戰惡化令經濟急劇轉
變，對本港零售市道已造成影響，加上集團覺
得啟德區的酒店、商場、寫字樓市場未成熟，
在中短期宏觀經濟市況未明朗下，還要投資
180億元於此項目上？石禮謙表示：「作為集
團的獨立非執董，自然要提出進行風險評估及
作出保守投資策略，最終在6票贊成、2票反
對 ，少數服從多數下，決定暫停向投標人提
供財務資助以清付該地價。」
石禮謙表示，公司已支付的2,500萬元按金

及項目設計費等會造成小數目損失，惟強調今
次決定是「與時並進」，當初入標不是倉卒決
定，今次的決定是看淡中短期對啟德商廈及酒
店市場，集團對本港住宅前景仍看好，會繼續
投地，集團於何文田的住宅項目快將開售。
是次被「撻訂」的第4C區4號地皮於上月
15日截標，共收得6份標書，最終由高銀以
111.244億元投得，除成為政府首幅批出的跑
道區商業官地外，每方呎樓面地價12,888元
更創東九商業地呎價新高。高銀當時表示，將
建地標式高級酒店和辦公大樓，預計總投資額
約160億至180億元。高銀金融昨收報2.31
元，無升跌。

梁志堅：無礙企業投資意慾
地產建設商會執委會主席梁志堅相信，高
銀董事局決定棄標有其理由，現時只是出現一
間公司棄標，相信是個別事件，對市場及其他
公司的投資意慾應該不會造成太大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中美貿易戰惡化令全球
經濟放緩，加上近期本港社會爭抝加劇，上月以111.244
億元投得啟德首幅跑道商業地的高銀金融（0530）昨突於
收市後宣佈，因董事會中大多數投票贊成暫停提供財務資
助以清付地價，公司決定將該地皮「撻訂」，已付的2,500
萬元按金將被沒收。反對「撻訂」的高銀主席潘蘇通強調
對本港商業地產市場長期發展有信心，並計劃於政府重推
時以個人競投。

高銀金融（0530）昨突
然公佈「撻訂」啟德百億商業地王，
令市場嘩然。通告內容更將矛頭指向
最近的社會矛盾，令人聯想起最近的
《逃犯條例》修訂。但細心一想，其
實相關條例已討論多時，如果發展商
擔心條例影響營商環境，則早已不會
出價投地。業界認為，今次發展商放
棄地皮，相信更多原因是錯判地價及
中美形勢，屬個別事件，不會影響其
餘啟德住宅地的地價。有消息指，今
次撻訂或與公司融資安排有關。

低估中美貿戰影響
如此大型地皮撻訂，在目前的敏感

時刻，容易令人作出政治性的解讀，
這亦反映，如果社會分化、戾氣加
劇，絕對不利香港的營商環境，也非

港人福祉。但今次的事件如果過度作
政治化的解讀，則可能會出現誤導。

首先，要清楚今次啟德商業地皮的
背景，其所處位置在啟德碼頭區的前
端，一早已被市場看低一線，今年初
地皮旁邊的第4C區5號地皮更加流標
收場。而今次「撻訂」的第4C區4號
地皮，上月初截標時亦不被看好，時
值中美貿易戰開始惡化，地皮更一度
被市場認為會同樣流標收場，但最後
高銀卻以111.24億元超高價中標，屬
市場預期上限，令市場大跌眼鏡。

泓亮諮詢及評估董事總經理張翹楚
就指，此前市場上對於該幅啟德商業
地的地價本來並不看好，大部分只預
測在每方呎樓面地價1.1萬元，而最終
成交價每呎12,888元，顯然較市場預
測高得多。他相信今次只屬個別事

件，亦相信不會影響之後住宅地皮的
招標反應，認為今次事件不會影響市
場對香港營商環境的看法，市場不應
將事件過度政治化。

內地資金來港不易
其次，資金鏈主要在內地的高銀國

際，近年於本港投得多幅地皮，如
2016年就連環投得兩幅何文田地皮，
涉及總投資以數百億元計，去年斥89
億元購入啟德住宅地，龐大融資安排
少不免。惟內地資金來港不易，有消
息人士向香港文匯報指出，今次啟德
商業地「撻訂」或與高銀的融資關係
更大。而且商業項目屬於一項長期投
資，投標後撞正中美貿易戰急速惡
化，估計發展商是因錯判形勢才致撻
訂收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倫樂

過度政治化只會看不清真相 &

第4B區4號住宅地

可建樓面 57.4萬方呎

成交價(呎價) 89.07億元（15,497元）

高銀旗下啟德地皮
高銀旗下啟德地皮

第4C區4號商業/酒店地

可建樓面 86.3萬方呎

成交價(呎價) 逾 111 億 元

（12,888元）

啟德百億商業地啟德百億商業地

高銀撻訂高銀撻訂

政府：安排重售追收差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悅琴）高

銀金融（0530）昨宣佈放棄投得的
啟德首幅跑道商業地皮，發展局及
地政總署就此回應表示，這是投標
者的商業考慮，屬個別事件，政府
不會作任何評論。另外，政府會按
章程，沒收投標者2,500萬元的訂
金，並保留就違約情況按賣地條件
向買方索償的權利。
地政總署5月15日將啟德第4C區

4號地盤以111.24億元批予高銀金

融旗下駿騰投資有限公司，署方發
言人昨表示，駿騰必須於6月11日
或之前繳付地價的餘額（約110.995
億），如買方在上述期限內，仍未
繳付地價的餘額，政府可按照該賣
地章程的一般條件第3條強制執行
或撤銷此次賣地。若撤銷賣地，買
方隨標書交付作為按金（2,500萬
元）的款項將全數充公。撤銷賣地
後，政府會另行決定在其認為適當
的時候兼且以其認為適當的方式，

把該土地再次出售，並保留就違約
情況按照以上賣地條件向上述買方
索償的權利。地政總署會在徵詢法
律意見後，根據該賣地章程的一般
條件第3條採取合適行動。
發展局發言人昨表示，今次屬個

別事件，投標者或其母公司所作決
定，有其自身的商業考慮，政府不
會作任何評論。政府會繼續穩定地
向市場供應土地，不會因為個別用
地的招標情況而受影響。

贊成撻訂

獨立非執董石禮謙獨立非執董石禮謙

執董周曉軍執董周曉軍

執董黃睿執董黃睿

執董許惠敏執董許惠敏

獨立非執董黃偉樑獨立非執董黃偉樑

獨立非執董鄧耀榮獨立非執董鄧耀榮

反對撻訂

執董潘蘇通執董潘蘇通

獨立非執董高敏獨立非執董高敏

撻訂

本疊內容：財經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