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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肺炎疫情反覆影響，2020年新

盤推盤量及成交量明顯下降逾20%。然

而，隨着2021年初開始有疫苗到香港，

內地與香港有望恢復通關，本港經濟有望

復甦，業界估計，2021年將有逾3.3萬個

新盤單位部署出擊，當中更有12個逾千

伙大型新盤候命，而新界西北區包括元

朗、天水圍及屯門供應量佔最多，至少達

12,404伙。

荔枝角道888號甲廈拆售
1小時沽清首批30伙

3.3萬伙新盤明年出擊
疫情持續嚴峻 今年一手推盤量縮22%

Q房網香港數據研究中心顯示，因應2020年上
半年疫情持續嚴峻，加上政府發出限聚令下，

發展商推盤自然轉為審慎，令2020年上半年推盤
量顯著減慢，即使近月推盤量回升，綜合今年首11
個月累計推盤量只有13,106伙，共涉及38個新盤
項目，雖然推出新盤項目數量剛好與2019年同期
持平，但由於2020年新盤不乏單幢樓項目，整體
推盤量較2019年顯著回落22%，預計2020年全年
推盤量料不足1.5萬伙，較2019年全年18,319伙顯
著回落近兩成。
Q房網香港董事總經理陳坤興認為，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響，2020年推盤量明顯減慢，但整體而言
市場對新盤需求仍然殷切，個別新盤銷售亦成功賣
個「滿堂紅」，若果本地疫情能盡早「清零」，加
上疫苗於2021年來港，疫後經濟復甦，相信2021
年推盤量可大幅回升至2萬伙水平。

逾千伙新盤達12個 集中新界西北
據各大發展商公布的2021年推盤大計及綜合屋
宇署及地政總署資料，2021年可供推售新盤單位
達33,177伙，當中不乏大型新盤。逾千伙的大型新
盤多達12個，包括屯門兆康第54區（4,639伙）、
元朗錦上路站第1期（ 2,200伙）、天水圍天榮站
項目（約 2,000 伙）、大埔優景里項目（1,910
伙）、日出康城第11期（1,880伙）、將軍澳石角
路項目（1,518伙）、長沙灣Grand Victoria項目（1
至3期共1,437伙）、沙田坳背灣街1號（1,335
伙）、天水圍濕地公園路1 號（1,224伙）、元朗站
第B期（1,030伙）。

內地經濟復甦 帶動港樓價量齊升
新地副董事總經理雷霆指出，2020年一手市場
受社會事件及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成交回落，隨着情
況已經緩和，且近期新盤銷情理想，反映剛性需求
仍然強勁，預期2021年樓價及成交量齊升。
九龍建業市務及銷售部總經理楊聰永表示，集團

計劃2021年推售將軍澳石角路項目，並指如果新
冠肺炎疫情獲得解決，估計2021年樓價升幅約
10%，如疫情跟現狀差不多，樓價則會持平。
中原地產亞太區副主席兼住宅部總裁陳永傑表
示，特區政府成功購入疫苗，有助2021年疫情受
控，2021年首季相信是新盤開售高峰期，樓市將
反彈，在低息環境下，物業將繼續受追捧，樓價再
展升浪，2021年第二及第三季樓價升幅較大，全
年升幅有望達6%至8%。
高力國際香港及南中國研究部主管鄧淑賢表示，
香港與中國內地的經濟表現越見緊密相連。中國的
2020年第三季國內生產總值按年增加4.9%，比
2020年第二季的按年增幅3.2%為高。增幅主要源
於疫情受控，但與此同時，香港的經濟亦錄得增
長，本地生產總值於 2020 年第三季按季反彈
2.8%，扭轉自2019年第二季起連續五個季度收縮
的情況。有見中國經濟出現復甦的跡象，對香港整
體發展有積極作用，特別是房地產市場，影響力遍
及不同的行業及資產類別。

長沙灣弦雅首日售近7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悅琴）2021年新盤預料
魚貫登場，元朗及天水圍區是供應最多的區域，
區內至少有5個新盤，合共提供6,794伙新盤單
位。當中包括新地於屯門兆康第54區，共有
4,639伙；信置等於元朗錦上路站項目，共有約
2,200伙；新地於天水圍天榮站項目，共有約
2,000伙；新地於天水圍濕地公園路1號項目，共
有1,224伙；及新地於元朗站第B期，共有1,030
伙。

屯門區供應第二多
其次是屯門區的供應亦多達5,610伙，至少有4

個新盤，包括新地於屯門兆康第54區 ，共有
4,639伙；帝國集團夥香港小輪於屯門青山灣帝御
．嵐天，提供557伙；新地於屯門海榮路御海灣
II提供 406伙，以及英皇於屯門大欖洋房項目畔
海。
將軍澳區是新盤供應第三多的區域，區內合共
有3個新盤，涉及約4,291伙新盤單位。當中包括

九龍建業於將軍澳石角路1至3號的項目，提供
約 1,518伙。日出康城區亦有2個新盤登場，包括
南豐的日出康城LP 10，提供893伙，以及信置等
合作日出康城第11期，提供1,880伙。
啟德區來年亦將有多達3,235個單位可供推

售，涉及4個樓盤。當中包括中國海外的維港1
號，提供1,059伙；恒地旗下的啟德沐泰街7號，
共有 479伙；會德豐地產旗下MONACO項目，
兩期合共提供646伙；以及會德豐地產旗下啟德
沐泰街10 號1及2期，合共提供1,051伙。

港島供應集中黃竹坑
港島黃竹坑區是另一個供應重點區域，主要集

中於黃竹坑站上蓋項目第一、二、三期，合共提
供約2,600伙。其中路勁基建夥拍平安不動產合
作的黃竹坑站上蓋項目第一期，提供約800伙；
信置夥嘉里合作黃竹坑站第二期，提供約 600
伙；長實發展的黃竹坑站第三期，提供約1,200
伙。

明年計劃推售新盤

樓盤

港島區

黃竹坑站1期

黃竹坑站2期

黃竹坑站3期

西灣河太祥街2號

北角海璇2B第2及3期

鴨脷洲利南道66號

鴨脷洲大街65-71號

西營盤尚瓏

中環卑利街/嘉咸街項目

中半山波老道21號第1期

中半山波老道21號第2期

堅尼地城爹核士街

壽臣山項目

九龍區

啟德維港1號

啟德沐泰街7號

啟德MONACO

啟德MONACO第2期

啟德沐泰街10號第1期

啟德沐泰街10號第2期

長沙灣Grand Victoria第1期

長沙灣Grand Victoria第2期

長沙灣Grand Victoria第3期

新九龍內地段第6585號之餘段

觀塘安達臣道安峯
旺角山東街ONE SOHO

長沙灣通州街280號

何文田自由道

茶果嶺KOKO HILLS第 2期

何文田太子道西233號

何文田界限街

筆架山龍駒道3號

九龍塘嘉林邊道

新界區

屯門兆康第54區

元朗錦上路站第1期

大埔優景里

日出康城第11期

天水圍天榮站項目

將軍澳石角路項目

沙田坳背灣街1號

天水圍濕地公園路1號

元朗站第B期

日出康城LP 10

大圍站柏傲莊III

粉嶺馬適路8號第1期

屯門青山灣帝御．嵐天

屯門海榮路御海灣II

元朗洪水橋項目

青衣寮肚路8號

大埔露輝路

沙田瓏珀山

馬鞍山Silversands

沙田大埔公路沙田嶺段8388號

屯門大欖畔海

■製表：記者 梁悅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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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天水圍供應最多 近七千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政府為非住宅物業「減辣」
後，新世界旗下長沙灣荔枝角道888號甲級寫字樓日前上載價單
拆售，並於昨日早上發售首輪30個單位，市場消息指，昨日早
上一小時內全數售罄，售價介乎775.2萬至3,343.9萬元，平均呎
價約1.3萬元，成交額共逾6億元。
市場消息指，首輪買家中約八成是用家，不少是醫生或其他專
業服務人士；其餘兩成是投資者。據悉有投資者斥資8,520.2萬
元大手購入4伙單位。首輪售出單位最高呎價為16,420元，為疫
情後區內新高。
新世界執行副主席兼行政總裁鄭志剛表示，繼大圍新盤柏傲莊

疫市創賣樓神話後，集團再推售甲級寫字樓項目，同樣創出銷售
佳績，反映新世界品牌受市場肯定。他又指，集團幾年前進駐長
沙灣這個新核心商業區的策略具前瞻性，正好切合買家對優質商
廈物業的需求。
新世界早於2017年先後在區內投得3幅商業用地，總可建樓面
面積約190萬方呎。今次推售的荔枝角道888號，將興建為1幢
樓高28層的甲級寫字樓，單位建築面積介乎502至2,613方呎，
全層建築面積約24,044至24,426方呎，預計2022年4月落成。

■ 弦雅入場費平，可
造高成數按揭，吸引年
輕人入市，用家比例高
達九成。

■ 新地副董事總經
理雷霆指出，近期新
盤銷情理想，反映剛
性需求仍然強勁。

■ Q房網香港董事
總經理陳坤興預料，
明年推盤量回升至2
萬伙水平。

■ 中原地產亞太區
副主席兼住宅部總裁
陳永傑表示，2021
年首季是新盤開售高
峰期，低息環境下，
物業將繼續受追捧。

■ 九龍
建業市務及
銷售部總經理
楊聰永表示，如果
疫情受控，2021年
樓價升幅約10%。

啟德MONACO
646伙

黃竹坑站
2600伙

日出康城 LP 10
893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縱
然疫情嚴峻，佳兆業夥宏達控股合作
的長沙灣醫局街弦雅昨日開售首輪53
伙，由於折實入場費只須385萬元，
吸引年輕上車客及投資者出動，全日
售出39伙，銷售率近75%，開放式
戶近沽清。

開放式戶近沽清
累收逾350票的弦雅昨日以價單開
售53伙，包括26伙一房及27伙開放
式戶，折實價由385.13萬至617.18萬
元，呎價17,997至21,748元，折實平
均呎價20,047元。昨日早上10時已
有過百名準買家及獨家代理中原的經
紀到達長沙灣喜薈商場分批入場，即
場抽籤安排揀樓次序。二人限聚令
下，發展商於準買家及代理排隊報到
時已作出一定距離分隔，並要求準買

家及代理提供健康申報表，入場人士
需要探熱及消毒。
中原地產亞太區副主席兼住宅部總

裁陳永傑表示， 弦雅入場費300餘
萬，但礙於二人限聚令，買家需要分
批揀樓，比平日開售新盤需時長一
倍。昨日到場買家以年輕客為主，不
少是30歲以下。由於銀碼細，大部
分單位可造高成數按揭，用家佔
90%，另有10%是投資者，料入伙時
收租回報最高可達3.5厘。
他認為，近日疫苗消息穩定有利樓

市氣氛，相信疫苗推出後，交投將會
回復暢旺。預計本月一手成交1,300
宗，比上個月跌過半。至於全年樓價
預料有機會跌1%至2%，明年首季有
較大上升機會。
帝國集團夥香港小輪合作屯門青山

灣帝御．星濤昨以先到先得方式發售

123伙，消息指，售出5伙。連同其
他新盤昨日全港一手盤合共售出51
伙。

本木提價加推18伙
另外，恒基地產旗下尖沙咀德成街

本木昨加推 18伙，全數為標準單
位，實用面積233至511方呎，包括
開放式至兩房，折實平均呎價27,808

元，折實價 666.86 萬至 1,442.82 萬
元，折實呎價25,495至30,800元。恒
基物業代理營業(二)部總經理韓家輝
稱，是次加推有個別單位售價輕微上
調1%至2%，項目累售106伙，佔可
發售單位116伙的91%，套現10.4億
元。恒地早前邀請藝術家為德成街創
作逾 50米長的壁畫已進入最後階
段，預計聖誕節前完成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