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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肆虐，本港經濟活動近乎停頓，政府部門停止

運作也影響房屋動工。運房局昨日公布最新數據顯示，推

算未來3至4年一手私人住宅單位供應數量跌至9.2萬伙，

按季減少3,000伙，數字跌至逾4年新低。落成量雖按季大

升，上半年合共約1.14萬伙單位落成，但有分析認為，疫

情影響項目進展，全年落成量料最終約1.8萬伙，低於差

估署的2萬伙預測。

潛在新盤9.2萬伙逾4年新低
疫情阻礙拓地動工 今年落成量達標難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梓田

香港住宅樓價與成交量變化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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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中美角力不
斷升級，令市場對前景存有不確定性，加上此
前樓價升勢較急，市場需要時間消化，導致6
月樓價指數升勢顯著放緩。差估署最新公布，
6月私住售價指數報386.1點，連升兩個月，但
按月微升0.1%，較5月升幅顯著收窄。由於7
月第3波疫情爆發，業界預料樓價指數受壓，8
月跌幅更可能擴大至2%。惟近月樓價復甦，
次季負資產個案及涉及金額都跌逾六成。
利嘉閣地產研究部主管陳海潮表示，差估署

6月售價指數主要反映5月下旬及6月上旬的實
際市況，當時本地市場一度受香港國安法立法
消息影響，準買家變得審慎觀望，加上新冠肺
炎仍然持續，對樓價構成一定壓力，故樓價升
幅較5月大幅收窄。

反映第3波疫情恐跌2%
他相信，第3波疫情的真正影響會反映在8

月份的數字，屆時樓價跌幅恐擴至2%。
陳海潮預料，第三季樓市將持續受疫情牽

制，惟在用家主導市場，加上
有辣招掣肘，亦不見得會出現
恐慌性拋售的情況，樓價難以
大幅下跌。反之，若疫情在第
四季得以受控並轉緩，樓價亦
將出現報復式反彈，全年樓價
表現暫未至於太悲觀。

租金指數9連跌終止
值得留意是，雖然差估署最

新公布6月樓價指數只按月微
升0.1%，但總結今年上半年樓
價指數仍累升1.82%。至於租
金指數方面，連跌9個月後終

回升，6月報179.4點，按月微升約0.5%，上
半年計則累跌5.4%。

CCL報181.69點微跌
另一方面，昨日公布的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CCL報181.69點，連升3周後微跌0.04%，相
關指數主要反映7月6日至12日樓市狀況，當
時第3波疫情已經爆發。中原地產研究部高級
聯席董事黃良昇指出，受疫情影響，CCL當時
升勢受阻，但留意指數跌幅不大，反映市場未
有恐慌性急挫。近日確診個案持續高企，相信
樓價升勢會受阻，料短期內CCL繼續高位反
覆，但不會轉勢大跌。

新增負資產季跌66.9%
另外，金管局公布今年第二季錄得127宗新

增負資產個案，涉及金額7.2億元，分別較首季
下跌近七成（66.9%）及逾六成（61.1%）。經絡按
揭轉介首席副總裁曹德明認為，疫情曾於5月及
6月受控，樓市累積購買力釋放，發展商亦重啟
開售新盤，以致一二手交投回穩。加上政府以
及銀行亦因應疫情推出「還息不還本」及「保
就業計劃」等，令第二季樓市未有出現恐慌性
拋售，樓價反有輕微上升，以致負資產減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太古地產
（1972）昨日公布第二季營運數據，截至6月
底，旗下3個主要物業的零售銷售額表現均錄跌
幅，以太古廣場購物商場跌幅最大，跌
47.1%。該集團稱，除租金支援措施外，會因應
個別行業處境提供適切協助，至今從未間斷，
主動與餐飲業租戶聯絡，作出進一步支援。

太地3大商場表現皆跌
太古稱，香港零售業正面對極為嚴峻挑戰。

新冠肺炎疫情令旅遊業近乎停頓，對各行業租

戶均帶來巨大影響。集團旗下太古城中心、東
薈城名店倉截至6月底的零售銷售額分別跌
20.3%、25.6%。
另外，辦公樓物業第二季仍錄得租金調升，

截至6月底，太古廣場辦公樓租金升2%，太古
廣場第一、二座每平方呎租金為115至 135
元，第三座則為105至110元。太古坊、港島
東中心及太古坊一座租金分別升12%、11%。

辦公樓租金有下調壓力
該集團稱，香港辦公樓租用率維持高企，租

金調幅正面。然而，疫情及環球經濟環境不明
朗對經濟氣氛構成負面影響，對租金造成下調
壓力。不過，隨着證監會及英國怡安保險公司
等租戶遷至太古坊，太古坊將進一步鞏固其作
為另一個核心商業區的地位。
繼太古坊一座成功開幕後，現正專注發展太

古坊二座。該甲級辦公樓提供一百萬方呎樓
面，預計於2022年完工。同時，亦正擴展於金
鐘業務版圖，將位於太古廣場三座對面的用地
重建為約21.8萬方呎樓面的甲級辦公樓，預計
2023年完成。

疫情難捱 太古廣場生意跌47%

差估署指數微升0.1%

運房局發言人昨指出，以6月
底的最新推算，未來3至4年

的一手私宅供應量約9.2萬伙單
位，較首季減少3,000伙。該9.2
萬伙單位當中，包括1.1萬伙貨尾
單位、6.1萬伙興建中但未售出的
單位，以及2萬伙在已批出土地(熟
地)上可隨時動工興建的單位。

中小單位佔整體80%
未來潛在單位供應當中，估計
有7.29萬伙為面積少於753方呎的
中小型單位，佔整體供應量約
80%，比率較上一季下跌1個百分
點。
當局預計未來數月將有5幅住宅
用地轉為熟地，可提供約4,100伙
單位。隨着政府持續有序地增加
房屋土地供應，相信私人住宅預
計供應量將維持在較高水平。
團結香港基金土地及房屋研究
主管葉文祺表示，近年賣出的私
樓地盤愈來愈多來自配套不足的
生地，預期私樓項目的平均發展
周期將由目前的4年半，增至2024
年的8年，預計未來5年(2020至
2024年)私宅落成量為每年平均約
1.6萬伙，即5年共8萬伙，比局方
預測的9.2萬伙少。

上半年施工量8100伙
施工量方面，今年首季僅900

伙，至第二季施工量大增7倍至
7,200伙，令上半年達8,100伙。美
聯物業首席分析師劉嘉輝指出，
近2年賣地計劃可興建的單位明顯
減少，2018/19年度及2019/20年
度兩年平均每年約1.33萬伙，相
信全年施工量難以大幅增加。而
且，近期疫情再度爆發，亦或多
或少影響施工，因此估計今年全
年施工量將未及1.8萬伙水平，較
過去2年為低。

落成量同樣按季大升，今年第
二季錄 7,600 伙，按季大增逾 1
倍，累計上半年合共約1.14萬伙
單位落成。劉嘉輝認為，疫情料
影響項目發展進度，相信部分原
先估計今年落成的項目會順延至
明年才竣工，料全年落成量最終
約1.8萬伙，低於差估署預測的
20,854伙。

萊坊料經濟差抑樓價
萊坊執行董事林浩文表示，因

社會運動及疫情關係，一手樓成
交量少、賣樓亦慢，施工量少亦
屬合理。他估計，今年住宅供
應、施工量及落成量都會很難達
標，原因是去年下半年修例風波
開始數字已持續向下，加上疫
情、經濟衰退及中美和中英關係
等因素，但相信不會因供應或落
成量少而推高樓價，始終現時經
濟不景氣正影響購買力。
泓亮諮詢及評估董事總經理張

翹楚表示，最新私宅潛在供應數
字回落，與政府將土地撥作公營
房屋發展有關，並認為未來10年
每年私樓供應目標1.29萬伙並不
足夠，估計1年都有2萬宗成交，
而二手市況最差每月也有 3,000
宗，全年私樓成交5、6萬伙跑不
掉，因此9.2萬伙潛在供應不足於
應付需求。
張翹楚認為，政府應確保整體

供應量以及興建速度，在全球量
化寬鬆環境下，看不到私宅樓價
會出現回落，一定會持續上升，
故支持公營房屋發展必須加快，
例如加入私人參建計劃，料可加
快一半速度。
張氏補充，政府覓地困難，市

區地積比率已「用得好盡」，難
以進一步放寬，相信私樓長遠供
應將會走下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美國政府5月
低調推出南區壽山村道37號豪宅招標，並在昨
日截標，但標書數量及相關買賣消息均未向外
公布，負責招標的世邦魏理仕發言人亦稱「不
會就此事作評論」。據此前市場消息，最快8
月底才有招標結果。因近期經濟環境急速變
化，市場對地皮估值分歧大，由21.3億至47.3
億元不等，每方呎樓面地價介乎4.5萬至10萬
元。

最快本月底開標 12月交收
中美角力白熱化之際，美國政府5月底突然

招標出售持有逾70年的南區壽山村道37號美
國駐港領事館宿舍，引發社會關注。負責招標
的世邦魏理仕曾透露，項目反應較預期好，收
到不少查詢，包括港資、中資及基金等查詢，
以港資佔比較多。業主將有1個月時間考慮是
否接受標書，換言之最快8月底有招標結果。
市場人士認為，南區豪宅地皮供應不多，加

上是次不設售後租回條款，對中資來說可減少
敏感政治問題。而且，物業地契限制有別於南
區傳統舊屋契，發展商無需補地價已可興建多
間獨立屋，不排除有中資會感興趣。據悉，項
目如成功售出，交易程序或可於12月完成，屆
時會以交吉狀態交付。

賣產時間敏感 市場關注
本報昨向部分潛在買家查詢入標意向。華懋

集團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蔡宏興回覆時明確表
示，集團無入標競投。至於中國海外發言人則
指，不便透露有否入標。
美方今次出售物業時間敏感。5月賣產消息

公布之時，正值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將取消對
香港特殊待遇之際，其後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回
應，指出售該物業是全球再投資計劃的一部
分，美國國務院海外地產運營局會定期評估美
國政府持有的海外地產。
據了解，美國政府於1948年購入壽山村道

物業，至今已逾70年，過去主要作美國駐港領
事館宿舍之用。物業坐落壽臣山高位，望深水
灣及海洋公園景，並設有一條私家車路連貫至
壽山村道，私隱度極高。物業現為6幢低密度
住宅，提供26個單位及52個車位，另設室外
游泳池物業。地盤面積約94,796方呎，可重建
面積約47,397方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
本港新冠肺炎疫情嚴峻，限聚令
收緊下，又迎上熱帶氣旋逼近而
天氣轉壞，累收約1,307票、新地
屯門御海灣昨日發售次輪55伙。
消息人士透露，截至昨晚8時，短
短約一小時已經揀選35伙，連同
招標售出1伙，昨日沽出36伙或
65%。據了解，招標售出的唯一
「御海灣天際大宅」，即第2座28
樓E，成交價為1,702.32萬元，呎
價24,600元，創項目成交額及呎
價新高，呎價亦創屯門區新高。
據悉，買家為本地換樓客。
現場消息指，昨晚6時半開始陸
續有已入票的準買家到九龍站環
貿廣場3樓大堂等候報到。因應疫
情及限聚令要求，新地使用廣場
10樓及11樓進行銷售，總面積逾
77,000方呎，以疏導人流及減少人
群聚集，並限制排隊人數為2人一
組，每組需保持最少1.5米距離，
售樓處內亦安排買家2人一組等候
揀樓。

該盤昨晚公開發售次輪54伙，
面積261至 692方呎，包括開放
式、一房、兩房及三房戶，扣除
最高 22%折扣計，即供折實價
493.05萬至 981.85萬元，即供折
實平均呎價17,739元，折實市值
合共逾3.5億元。

高爾夫．御苑7月售9洋房
此外，恒基物業代理營業(二)部

總經理韓家輝表示，粉嶺高爾夫
．御苑昨招標售出C5洋房，買家
為區內客。該洋房面積2,601方
呎，連1,041方呎花園，成交價
4,938萬元。韓家輝續說，連同昨
天出售的洋房，項目於7月累售9
幢洋房，套現逾4.6億元。

星漣海加推4伙招標售
長實於馬鞍山星漣海加推4伙於

下周二起以每日招標發售，該4伙
包括2A座1樓A室、2A座1樓B
室、3A座2樓B室、3B座25樓G
室，招標期至9月30日。

御海灣次輪沽36伙

美領館壽山村道豪宅截標

■位於壽山村道的美國領事館宿舍（紅圈），
地盤面積約94,796方呎。 資料圖片

■新地屯門御
海灣限制排隊
人數為2人一
組，每組需保
持最少1.5米
距離。

■疫情影響下，業界料部分項目會順延至明年才竣工，
料今年落成量約1.8萬伙，低於差估署預測。 資料圖片

未來3至4年一手供應每季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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