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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新盤計劃加價10%

政府下季(7月-9月)推出地皮
地盤位置 用途 地盤面積 可建樓面 預測供應 每呎樓面地價 估值

(方英呎) (方英呎) (套) (港元) (億港元)
大埔白石角創新路 住宅(乙類) 184,290 663,446 約720 3,800 25.2
屯門第48區 住宅(丙類) 88,157 114,604 約190 4,500-7,000 5.16-8.02
青山公路 -青山灣段
青衣細山路地皮 住宅(甲類) 66,737 425115 約740 3,200-4,000 13.6-17
沙田石門安耀街 商貿 18,299 172,224 ／ 3,500 6.03
小結 約1,650 49.99-56.25
鐵路與市建局項目
將軍澳日出康城8期 ／ ／ ／ 約1,430 ／ ／
元朗站 ／ 約417,568 1,485,324 約1,880 ／ ／
市建局西灣河街項目 ／ 7,642 64,153 約120 ／ ／
總數 約5,100
■估價來源：美聯物業、理想集團 ■製表：記者 顏倫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悅琴）新盤熱浪再現，
九龍建業於香港仔田灣住宅項目命名為登峰．南
岸，最快下周上載售樓書，7月或會推售，同系堅

尼地城加多近山及旺角MacPhersonResidence則計
劃加價。

九建田灣最快7月推盤
九龍建業市務及銷售部總經理楊聰永6月30日

表示，田灣登豐街新盤登峰．南岸，屬集團灣岸
系列第2個樓盤，項目提供150套，約一半單位
為實用面積約300方英呎1房戶，約17%為面積
200餘方英呎開放式戶，約33%為面積約400多
方英呎2房戶，逾80%單位有海景，預計明年年
底入套。
他透露，項目售樓書正在準備中，最快下周上

載，7月或8月開售。
至於同系堅尼地城加多近山有機會重推及加價5%
至10%，而旺角MacPherson Residence尚有70多
套，包括1房、2房及特色戶，料短期加價5%，中

線加幅料達10%。
對於近日港股大跌及美國或加息對樓市的影響，
他認為， 股市非實際資產，中國人的智慧是買磚
頭保值，況且美國未有條件加息，即使加息料只是
四分之一厘，屬預期之內，相信下半年樓價仍會升
5%。

2九龍項目收票爆額
另外，新世界及市建局合作的旺角SKYPARK

首批連加推共 132 套，至 6月 30 日晚累收 156
票，剛超額。而新地於何文田天鑄新一批20套於
本周四推售，消息指已累收約 100 票，超額 4
倍。
新盤成交方面。太古地產於西摩道珒然6月30日
以折實價5,456萬元售出8樓，實用面積2,182方英
呎，呎價25,007港元。

港下季賣地港下季賣地51051000套套增增1313%%

■九龍建業市務及銷售部總經理楊聰永表示，田灣
新盤命名為登峰‧南岸。 記者梁悅琴 攝

■青衣細山路地皮毗鄰美景花園，發展商料需先平整土地。 記者張偉民攝

■屯門青山公路地皮屬臨海地盤，鄰近興建中的珠海學院新校址地盤。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顏倫樂）政府近年推地經常遭到來發展商、地區人士
及環保團體等的挑戰，多幅住宅地皮遭司法覆核後，窒礙政府的供地步伐。發
展局局長陳茂波6月30日語調強硬，一再形容司法覆核等如「拉布」，影響政
府土地供應。
陳茂波說：「如果有人在政府賣地時不斷這樣做（司法覆核），而政府因為
這樣暫停不賣，甚至拖慢去賣，其實我們就讓人拉布成功，阻礙土地供應去市
場，最後受害的是市民。」他表示，每次面對這類司法覆核，政府都會考慮各
方面風險，並諮詢法律意見。

乏實質理由 只求剎停賣地
他舉例，曾經有地皮於截標當日下午，政府才由傳媒得悉有市民提出司
法覆核，要求政府中止賣地，但與政府法律部門取得意見後，最後都沒有
中止賣地，因為該市民並無提出一些實質理由，只單純要求中止賣地。
事實上，政府6月30日額外加入賣地表內的兩幅前掃管軍營地皮，消息指

有市民已成功申請法援，未來將提出司法覆核。陳茂波回應，「司法覆核等
同拉布」，諮詢法律意見後會採取措施，並強硬地說：「要確保土地供應不
會受到不必要的阻撓。」他補充，該兩幅地皮已完成改劃程度，政府一直有
與國際十字路會聯絡，待使用者出遷出後就可以出售。
至於下季擬推出的西鐵元朗站項目，早前曾有市民申請法援，擬提出司法覆

核。陳茂波指，相關法援申請已被拒絕，雖然有報章指相關人士會就法援被拒
而提出上訴，但政府尚未掌握最新情況。

日出康城調整增供應
另外，下季將推出的鐵路項目日出康城8期，其單位數量有所調整，涉及
1,430套，較原來公布的1,200套有所增加。陳茂波指，日出康城項目餘下
2,900套將於財年下半年陸續推出市場，若再加上首季已賣出的7期1,250套，
即整個財年日出康城可供應單位為5,580套，較政府年初公布的5,350套多230
套或4.3%。

港鐵再擔大旗 政府料全年1.9萬套達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為增加推地彈性，香
港發展局局長陳茂波6月30日首次提到，會視乎市場情
況與改劃土地用途進度等，下季或會隨時額外加入私宅
地及商貿地等，但政府不會因此放棄按季公布賣地計劃

的方式，因這樣能使賣地計劃有透明度，但隨時推地的做
法，可以令政府有更大彈性去推地。

視乎市場及改劃進度

陳茂波指出，政府會密切意情況，只要有地皮改劃程序
完成，並放入賣地表內，就會「隨時推出市場」。回顧政
府近年多次調整賣地策略，例如放棄勾地制度改為主動賣
地、按年按季公布賣地計劃性等等，相信今次「突擊推
地」的舉措，是希望向市場先作出預告，增加推地自由
度，以免日後一旦供地出現「錯漏」造成不達標的窘局。
陳氏又調整去年度的土地供應數量，由於去年度私人重

建/發展項目的可供應單位由2,900套增加900套至3,800
套，政府調整去年度的土地供應為21,200套，而過去兩個
財年的總土地供應為39,000套，與政府設下的供應目標
38,800套相若。

4官地估值最多56億

分析政府下季推出的3幅住宅地，全部位於新界區，未有
市區地皮供應，3地連同下季將售的石門商貿地，市場估值一
共為49.99億元至56.25億元（港元，下同）。其中，以大埔
白石角創新路最貴重，估值達25.2億元。美聯測量師行董事
林子彬表示，3地都屬中小規模用地，可望吸引中小型發展商
競投，屯門地皮規模細及坐擁海景，料競爭較激烈。

賣地表增2地2,600套

此外，政府6月30日宣布在賣地表加入兩幅屯門新地
皮，屬各可供應逾千套的大型宅地。兩地位於屯門第
48區青山公路青山灣段前掃管軍營(近管青路)，現址為
國際十字路會，彼此相鄰而分成東西兩個部分。西面地
盤規模較細，提供約75.1萬方英呎，東面則有95.8萬
方英呎樓面，提供單位分別可達1,160套及1,450套，
合共約2,600套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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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數年不斷推地的大埔白石角再有供過去數年不斷推地的大埔白石角再有供
應應，，涉及創新路地皮涉及創新路地皮。。 記者張偉民記者張偉民攝攝

港府於財年首季原本計劃推出6,200套土地供
應，但「計劃趕不上變化」，港鐵日出康城8

期最終未能趕及於本季推出，同時間市建局馬頭角
春田街項目（即塌樓重建地盤）約490套，亦因研
究作出售的資助房屋而被剔除出首財季的賣地計
劃，令政府首財季供地出現「甩轆」，跌至4,500
套，較原來計劃減少27%。

3官地悉數來自新界
為填補首財季供地失去的空缺，港府下季賣地加
大力度。陳茂波宣布，下季將推出5,100套供應，
其中官地會有3幅，分布於大埔白石角、屯門、青
衣，涉及約1,650套，而日出康城8期約1,430套順
延至下季，再加上西鐵元朗站項目1,880套安排7

月推，鐵路項目於下季將多達3,310套，主導來季
的土地供應。市建局筲箕灣西灣河街項目120套亦
安排下季招標。

石門商貿地納賣地表
綜合財年首兩季供應合共9,600套，已達港府全

年供應目標1.9萬套的一半，陳茂波強調，政府有
信心全年供應達標。他又說，雖然上季供應有調
整，但只要按每季度供應4,000單位至5,000單位
已可達標。至於下季亦將推出一幅商貿地皮招標，
位於沙田石門安耀，可供應1.6萬平方米商貿樓
面，地皮亦屬下季額外新增加賣地表的地皮。
不過，政府年初時預計下季可推出的土地有10
幅，即使扣除正在司法覆核的大埔露輝路地皮，仍
有8幅官地可供下季招標，但最後只推出其中3幅
約1,650套，與本季的5幅官地共3,100套相比較，
下季官地供應大幅減少46.77%。

陳茂波：地價隨行就市
陳茂波解釋，未有盡推所有官地，是為了讓政府

保留彈性去因應市況回應社會需求，應對不同挑

戰，亦令每季供地可以達標。被問到是否受到發展
商壓力，陳茂波一再強調「絕對無咁嘅事」，對於
最近有發展商表示地價高昂，陳茂波指，地價隨行
就市，有高有低，不能一概而論。
萊坊高級董事及估價及諮詢主管林浩文相信，政
府全年可供應單位約1.9萬套至2萬套，可望達
標；下季鐵路項目將佔重要地位，主導土地供應，
尤其是西鐵元朗站項目的反應。他估計，政府未來
將視乎希臘歐債對環球及香港金融市場的影響，再
去決定日後的賣地策略，如上述危機可以在短時間
來解決，預期政府會在下季加推地皮，包括屯門掃
管笏大型地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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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測量師行執行董事

張競達
政府下財季出售的官地，包括3幅住

宅及1幅商貿地，全部位於新界區，缺
乏市區地皮，焦點有限。以青山公路宅
地較貴重，可享海景，有潛力興建洋
房，每呎樓面地價估值約1.2萬港元，
地價約5.1億港元。

仲量聯行物業估價部董事

林國雄
大埔及屯門是過去數年供應集中地，

白石角地皮的地價將視乎新盤銷情而影
響。土地供應能否達標要視乎鐵路項
目，由於今期鐵路項目招標條款較以往
富彈性，要達到政府出售5千套的供應
仍需觀望。

美聯測量師行董事

林子彬
土地供應仍側重於鐵路項目，首兩季

地皮如可順利全數售出，上半年單位供
應可算僅僅達標，但由於擔心未來部分
項目仍需通過改劃申請，下半年及全年
能否達標仍存在一定變數。

■■香港發展局局長陳茂香港發展局局長陳茂
波稱波稱，，未有盡推所有官未有盡推所有官
地地，，是為了讓政府保留是為了讓政府保留
彈性去因應市況回應社彈性去因應市況回應社
會需求會需求。。 張偉民張偉民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顏倫樂）政府供地失預算，原計劃首財季（3月至6月）有6,200套供應，但日出康城8期

延遲推出，以及市建局馬頭角春田街項目擬轉作出售的資助房屋，令供應跌至4,500套。為彌補供應，香港發展局局

長陳茂波6月30日公布，下財季(7月至9月)將推出5,100套，按季增13.3%，其中官地1,650套、鐵路項目3,310

套，意味下季供應將再由鐵路項目主導。統計首兩財季土地供應共9,600套，已達財年全年供應目標1.9萬套一半 ，

政府強調有信心全年達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