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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島甲廈租金半年挫9%最傷
社會動盪營商受挫 企業遷外圍慳成本

報告指出，上月甲廈租金已經是連
續第5個月下跌，而港島區租金跌

幅高於九龍及新界，主要是由於近期經
濟轉差，而港島寫字樓租金一向較高，
部分企業為節省租金，因而決定由港島
搬遷至九龍。此外，近期的政治事件，
不少都是發生在港島商業中心區，部分
員工更因而難以上班，影響企業日常運
作，因此部分公司有意於九龍等地物色
辦公室，以作為後備辦公地點，這都支

持九龍區商廈租金。

甲乙廈售價五連跌
事實上，近期寫字樓已經出現棄租

潮，例如騰訊旗下遊戲公司Riot Games
早前也退租位於中環中心的辦公室；而
部分共享空間營運商，據報也放棄租用
本港部分辦公室，令到寫字樓租金顯著
受壓。
售價方面，甲、乙廈價格上月繼續下

跌，是雙雙連跌第5個月，其中指標甲
廈價格按月挫1.2%，下半年來累積跌
幅達5.4%；乙廈按月則跌0.6%。
美聯工商舖營運總監兼商業部董事翁

鴻祥認為，近期寫字樓租務市場表現疲
弱，加上核心區甲廈的空置率又上升，
部分企業也尋求頂租或退租，令市場雪
上加霜。他認為，本地經濟衰退已幾成
定局，明年失業率勢將上升，而政治事
件何時完結仍屬未知之數，這將會影響

企業來港營商的信心。

甲廈租金料年挫7%
他續指，雖然按目前步伐推算，今年

下半年甲廈租金跌幅或只有8%至9%，
較今年中該行預測的10%略低，全年則
料跌約6%至7%，但由於商廈前景欠
佳，相信跌勢將最少持續至明年年中。
倘若政治事件屆時仍未解決，明年全年
商廈租金勢續挫。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蔡競文） 社
會動盪不穩，10月份施政報告放寬按保
帶來的短暫刺激已然告終，二手樓價轉
趨疲軟。藍籌屋苑美孚新邨新近獲區內
客以約865萬元入市3房單位，實用呎
價約 12,872 元，成交價約低於市價
5%。
港置西九龍美孚三期分行朱達強表
示，上述剛售出單位為美孚新邨恒柏街
2號低層A室，3房間隔，向東南望內園
景，實用面積約672方呎，單位以約
930萬元放盤數個月後獲區內客接洽，

雙方議價後減價65萬元，以約865萬元
成交，實用呎價約12,872元。據了解，
買家心儀單位鄰近家人，故睇樓兩次後
拍板入市。
資料顯示，原業主於1975年12月以

約14.5萬元購入上述單位，是次轉售賬
面賺約 850.5 萬元，物業升值約 58.7
倍。

柏景灣單位990萬沽 減價60萬
港置西九龍星匯居分行曾家輝稱，該

行剛促成本月首宗柏景灣買賣成交，售

出單位為柏景灣6座低層F室，實用面
積約466方呎，原業主以約1,050萬元
放盤僅約兩星期即獲外區客接洽，雙方
議價後減價60萬元，以約990萬元成
交，實用呎價約21,245元。據了解，買
家為首置客，心儀單位坐向及景觀，故
決定入市。資料顯示，原業主於2010年3月
以約438萬元購入上述單位，是次轉售賬面
賺約552萬元，物業升值約1.3倍。

泓都1座3房1635萬易手 減幅14%
利嘉閣堅尼地城分行雷敏儀表示，市

場新近錄得堅尼地城泓都1座中高層A
室的二手成交，單位實用面積約651方
呎，3房套間隔，望東北海景。
單位於去年10月中開始放盤，業主

原開價1,900萬元，經議價後減價265
萬元或約14%，終以1,635萬元以交吉
形式成功沽出，折合實用面積呎價約
25,115元。
原業主於2005年1月以約579.1萬元
購入上述單位，持貨14年，現轉手賬
面獲利約1,055.9萬元，物業升值約1.8
倍。
雷敏儀補充，泓都本月至今累錄兩宗

二手成交個案。屋苑現時有69個單位
放售，叫價由770萬元起。
二手市場的減價潮還蔓延至資助房

屋。祥益地產林偉光表示，屯門綠怡居
連車位錄得一宗區內減價成交個案，售
出單位為7座中層E室，實用面積482
方呎，兩房兩廳，區內首置客鍾情單位
附設雅裝連基本傢俬電器，可即買即
住，同時原業主願增加議幅，累積減價
50萬，遂便決定以610萬連車位購入上
址作自住之用，若扣除車位市值價約90
萬，單位實際樓價約520萬，實用面積
計算呎價為10,788元。

綠怡居2房連車位成交累減「半球」
馬鞍山居屋福安花園也錄減價成交。

世紀 21奇豐物業錦豐分行黎健峯表
示，售出單位為1座低層E室，實用面
積593方呎，3房2廳間隔，原開價650
萬，減價50萬，減幅7.7%，獲買家以
668萬元(自由市場價) 承接，實用面積
呎價11,265元。
據了解，原業主早於1992年8月以約
66.8萬元(未補地價) 購入上址，持貨逾
27年至今將單位沽售，料獲利甚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本港暴力示威活動持續半年，社會動盪不安，營商環境受

創，經濟前景嚴峻，企業紛加快搬遷步伐，以節省租金開支，寫字樓租金持續受壓。據美聯

工商舖最新一期《商廈快訊》報告指出，上月甲廈租金再度領跌，按月再挫1.5%，下半年

以來累積跌幅達6.9%。當中，港島區挫近9%，明顯跑輸九龍及新界的5%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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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趨疲軟 美孚3房低市價5%沽

■美孚新邨3房單位近日以約865萬元成交，約低市價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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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曉菁） 啟德
新盤銷情不俗，僅周六一日，嘉華國際旗
下嘉峯匯便賣出125伙佔逾一半推售單
位。市場受此帶動，愛海頌、明翹匯等陸
續錄得成交，上周末共售出約150伙新
盤。此消彼長，二手樓市「遇寒」，加上
港島區遊行影響，四大代理數據顯示，剛
過去的周末及周日十大屋苑分別錄得3至
6宗成交，按周均未有增長，至多交投數
量約下跌六成。

中原「十大」7個捧蛋
中原十大屋苑剛過去的周末及周日錄得

3宗成交，按周急跌62.5%，創18周或逾
4個月來新低，當中7個屋苑「捧蛋」，
太古城、麗港城及嘉湖山莊則各錄得1宗
成交。中原亞太區副主席兼住宅部總裁陳
永傑解釋，剛過去的周日港島舉行大遊
行，市場擔心社會氣氛再次惡化，最近中
美貿易戰亦反覆，本港政局及經濟前景充
滿不確定性，準買家對入市抱觀望態度。
美聯住宅部行政總裁布少明亦指出，市

場新盤中，1,000萬元以內的一手中小型
單位選擇甚多，搶去不少市場購買力，月
內仍有全新盤部署推售，料將凍結部分市
場購買力，加上12月受傳統節日因素及
社會事件影響，相信全月二手交投表現將
較上月遜色。美聯最新周末錄6宗交投，
連續第5個周末錄得單位數水平。

西九四小龍今月來僅4宗成交
利嘉閣地產總裁廖偉強透露，社會風波
仍未平息，周末港島區未有成交，相隔一
周後重返「捧蛋」局面。周六日累獲5宗
二手買賣，除連續5個周末錄得單位數
外，亦創了最近9個周末的新低。
港置行政總裁李志成表認為，雖然本港
樓市受經濟數據下滑拖累，加上社會氣氛
影響，表現未如理想，但對後市並不感到

悲觀。周末十大交投錄得5宗，與前一周持平，其
中以西九四小龍錄得2宗成交表現最好，不過，該
行首席分區董事文啟光表示，本月至今西九四小龍
暫錄得4宗成交，僅為上月同期的一半。

■美孚新邨美孚新邨33房單位近日房單位近日
獲區內客以約獲區內客以約865865萬元成萬元成
交交，，約低市價約低市價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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