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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1.4萬套新盤下半年出籠
利淡消息湧現 發展商加快推盤套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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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來各大發展商賣樓收入
發展商

會德豐地產
新世界
新鴻基地產
長實
恒基地產
嘉華
嘉里

製表：記者梁悅琴

售出單位

約1,928套
逾905套

約1,021套
約317套
逾911套
約634套
約250套

賣樓收入（港元）

逾205億元
逾201億元
逾119億元
逾96.5億元
逾75億元
逾56億元
逾47億元

由於今年上半年發展商推盤步伐比預期
慢，令今年以來的新盤成交量只有約

7,698套，比去年上半年及下半年的成交量低
約20%。然而，面對政府相當關注新盤空置
量及銷售手法，下半年發展商料會加快推盤
步伐。香港文匯報粗略統計顯示，下半年將
有逾14,000套新盤單位供應，將軍澳日出康
城、九龍區、屯門及大埔白石角將是供應重
點區，分別佔3,814套、3,540套、1,841套
及1,471套。

日出康城共推3814套最多
當中最大型新盤包括日出康城6期，共有
2,392套；日出康城8期，提供1,422套；屯
門掃管笏上源，共有1,154套；及觀塘重建
項目，提供1,024套。

學者：空置稅影響推盤部署
中大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
長莊太量認為，下半年樓價依舊會持續走
高，惟增速較上半年會略微放緩。即使美聯
儲加息帶動香港加息，也不會阻止樓價升
勢。
他又指，空置稅的推出只會產生輕微影
響，「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若空置稅比
例過高，發展商內部也能通過內部轉讓、轉
嫁成本等方式避免稅務損失。不過，他相
信，空置稅一旦推出，會直接影響下半年各
發展商的新盤部署，屆時可能先推部分舊
盤，適當減價讓利；後推新盤，地區好的樓

盤上升潛力很大。

中原：加息減慢樓價升幅
中原地產亞太區主席兼行政總裁黃偉雄認
為，美國加息反映經濟增長，是利好因素，
預料加息速度不會太快，加息幅度符合預
期。他預計，若香港銀行跟隨加息，有機會
減慢樓價升幅，但不會改變樓價升勢，上半
年樓價升約12%，預計下半年再升5%，全
年合共升17%，並指，本地剛性需求大，尤
其是中小型單位。
美聯物業首席分析師劉嘉輝亦表示，香港
銀行有機會跟隨加息及一手樓空置稅對下半
年香港樓市走向都不會有太大影響，主要因
為市場對加息已經消化，短期內對樓市無衝
擊。他續指，樓價的走勢依舊取決於供應數
量，預計全年一手成交量維持1.8萬至2萬
宗。

Q房網：新盤料售1300億
Q房網香港董事總經理陳坤興認為，市場
對於住宅物業需求持續，料香港即使跟隨美
國加息，下半年新盤銷售額亦會突破1,300
億元。
戴德梁行大中華區副總裁陶汝鴻認為，幾

乎肯定香港下半年會加息，但步伐不會太
快，相信對供樓實質影響不大，又認為一旦
實施一手樓空置稅，發展商或會加快推盤步
伐，但相信不會因供應增加而影響樓價，反
而關注發展商會否將稅項轉嫁至買家。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丘曉
陽）美聯儲局日前宣佈加息0.25厘，
連同今次，此輪加息周期已累計加息
7次，合共達1.75厘，惟香港銀行仍
未跟隨。雖然有市場人士擔心本地銀
行有「追加息」風險，但中原按揭委
託港大民研計劃的調查顯示，市民對
加息已感到麻木，對樓市近一面倒看
好。調查指，就算港息上升，70%有
意置業的受訪者入市意慾不減，72%
認為樓價不會跌，當中47%更認為樓
價會維持上升。
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是次調查於6月4
日至7日期間進行，受訪的1,011名巿
民當中，有394名有意置業人士。其
中，65%表示置業意慾不會因香港加
息而改變，連同5%有意置業人士在加
息下反而入市意慾增加在內，即合共
有70%有意置業人士對香港加息而入
巿意慾不減。相反，只有27%有意置

業人士會因香港加息而減少置業意
慾。

僅14%人料樓價下跌
被問及如果香港跟隨加息後的今年
底前樓價走勢，撇除拒答的回應後，
有724名受訪者中，72%認為樓價不會
跌，當中 47%認為樓價維持上升
(21.8%認為樓價升幅超過5%，25.6%
認為年底前樓價仍有5%以內升幅)，相
對於14%受訪者認為香港樓價會因加
息而倒跌，比例明顯懸殊。另一方
面，有15%巿民則認為對樓價前景感
到「唔知/難講」。
中原按揭經紀董事總經理王美鳳指
出，調查反映公眾普遍接受加息，對
樓價前景感樂觀，對其置業意慾影響
不大。與此同時，香港未來加息步伐
料將溫和，經濟及就業巿場環境向好
下，加上樓按措施幫助銀行及供樓業

主防守力提升，相信市民普遍已作好
港息上升的準備，單計息率因素對樓
市影響不大。

至少加息兩次始見影響
無獨有偶，香港置業日前於聯儲局

宣佈加息後進行的一項同類調查，亦
發現有55.3%、即218名被訪者認為
未來12個月香港銀行將會加息，但
同時有34.3%、即約135名受訪者認
為能接受半厘以下的加幅，另外
65.7%受訪者可接受加息半厘或以
上。港置行政總裁李志成亦認為，香
港市場早已消化加息預期，大部分市
民有足夠抵禦加息的能力，若以0.25
厘的加息幅度計算，香港銀行至少要
加息2次，始對部分市民構成影響，
料下半年才現加息壓力。
雖然兩項調查都顯示加息並無影響

大多數市民對樓市的信心，但有銀行

界人士提醒，港銀調高最優惠利率
（P）只是時間問題，若港銀跟隨美
國加息，或對樓市起到壓抑作用。澳
新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楊宇霆
表示，目前港元拆息的上升趨勢已十
分明顯，最優惠利率也應很快作出調
整。然而，由於最優惠利率一直未跟
隨美聯儲加息而上升，此次調整時
間、幅度及次數難以預計。長期而
言，他認為香港未來的第一次加息並
不會對樓價有太大影響，第二次往後
的加息可能會影響利率周期，對樓價
起到積極正面的影響。
中銀香港經濟及政策研究主管謝國

梁認為，香港若再不跟隨美聯儲加
息，資產市場則有泡沫化的風險。香
港加息有利於資產市場發展，使得經
濟較健康發展，也可助壓抑樓價。謝
國梁又表示，加息是否會引起樓市的
大調整，還要看其他方面因素，尤其
是供求關係。他指出，市場預計此次
加息周期將持續到2020年，若香港
房屋供應量在此期間有顯著上升，樓
價則會面臨較大的挑戰和壓力。
香港樓價 2018 年以來不斷創新

高，根據差估署數據顯示，4月全港
私人住宅樓價指數按月上升1.84%，
連升25個月且連續18個月創新高，
25個月累升38.5%。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梁悅琴)美國年內已加息兩次
合共半厘，但上半年發展商推盤步伐未算積極，截至
16日為止今年以來一手盤銷售量約7,698套，比去年
上半年及下半年分別下跌20%及15%，但銷售額仍
逾1,076億元（港元，下同），與去年上半年銷售額
相近，反映發展商於今年上半年採「重價不重量」的
策略，是2016年下半年起計，連續四個半年度破
1,000億元水平。
今年上半年各大新盤開價相對克制以增加去貨

量，當中會德豐及新世界齊齊成為上半年賣樓王，
按所佔股權計，均逾200億元。其中會德豐地產賣
樓套現逾205億元，創出該集團住宅賣樓收入新
高，新世界賣樓亦套現逾200億元。

今年來成交7698宗按年跌20%
受到2月份農曆新年假期及發展商於4月突然減少

賣樓影響，今年上半年新盤成交量集中於1月、3
月、5及6月，其中2月份只有741宗，4月份只有
775宗，今年以來一手盤成交量約7,698宗，與去年
上半年比較減少20%。

會德豐新世界成上半年賣樓王
會德豐地產於今年上半年不論是山頂豪宅以至港

鐵站上蓋的中小型住宅盤都賣個滿堂紅。根據一手
住宅銷售網成交記錄顯示，截至16日止今年以來會
德豐已售出約1,928個住宅單位，按所佔股權計，住
宅賣樓收入逾205億元，創出該集團住宅賣樓收入
新高。旗下山頂MOUNT NICHOLSON的洋房呎
價高見15萬元，再創亞洲新高紀錄；而日出康城
MALIBU累售出1,544 套，套現逾141億元，成為
上半年銷量及銷售金額最高新盤。
新世界發展賣樓亦大收旺場，至16日為止已售出

逾905套，套現逾200億元。當中北角柏蔚山佔92
億元，而西貢清水灣傲瀧、尖沙咀名鑄的銷情亦帶
來可觀收入。

新地累售逾千套套現超119億
新鴻基地產今年以來亦售出約1,021套，套現逾
119億元，主要來自馬鞍山白石雲海、日出康城晉海
II、北角海璇、屯門御半山、九肚山雲端及西半山巴
丙頓山。長實今年頭炮新盤淺水灣道90號首推12號
屋剛於上周五截標，但尚未揭標，令長實今年以來主
要靠銷售貨尾盤套現，如荃灣海之戀．愛炫美、北角
維港頌、紅磡維港．星岸、馬頭角君柏及馬鞍山星漣
海，截至16日售出約317套，套現逾96.5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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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梁悅琴)洋房豪宅有價有市，據美聯物業
房地產數據及研究中心綜合土地註冊處資料顯示，5月份逾千萬
元（港元，下同）一二手洋房買賣註冊個案(包括以土地形式轉
讓的個案)錄81宗，按月急升約68.8%，兼創14個月新高。

市區登記僅佔16% 涉21億超新界
若以地區劃分，5月份的81宗逾千萬元洋房個案登記中，新界

區佔68宗，即佔約84%；而餘下13宗屬市區，佔約16%。雖然
新界區宗數明顯遠高於市區，但涉及金額情況卻完全相反。月內
新界區洋房涉及金額約18.44億元，即平均每宗金額約2,712萬
元；反之，市區洋房涉及金額錄21.03億元，比起新界區更高，
而平均每宗金額更高達約1.62億元，較新界更高近5倍。

首5月註冊量為近6年同期最高
隨着5月份逾千萬元洋房買賣註冊量創新高之際，帶動今年首

5個月累積共錄269宗登記，比起去年同期251宗升約7.2%，並
為近6年以來同期最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 、 周曉菁，實習記者 林沛其）美國

聯儲局一如預期加息四分之一厘，香港銀行料下半年會跟隨加息，

加上政府於月內交代一手樓空置稅，反映政府關注樓市問題；中美

貿易戰又升溫，香港經濟恐受影響。業界估計，下半年發展商會加

快推盤步伐，料香港將有逾14,000套新盤單位推出市場，新盤銷售

額料達1,300億元（港元，下同），整體樓價升勢可能放緩。

5月逾千萬元洋房註冊急升近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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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下半年推售的新盤
發展商

長實

新地

新世界

恒地

南豐

華懋

信置

億京

永泰

英皇

萬科

麗新

資本策略

合計：14,621套

製表：記者梁悅琴

樓盤

長沙灣海壇街項目

波老道21至25號第1期

日出康城8期

白石角雲滙

元朗PARK YOHO Milano

匯璽II

屯門御半山2期

何文田窩打老道項目

馬頭角上鄉道項目

元朗大棠項目

西營盤忠正街6至22號

北角木星街13至23號

元朗市地段524號

紅磡馬頭圍道及庇利街

日出康城6期

元朗朗屏南項目

薄扶林碧荔道項目

西貢碧沙路18號

西貢安寧徑2號

長沙灣一號九龍道

觀塘重建項目1期

白石角海日灣

屯門The Carmel

屯門小欖項目

屯門上源

長沙灣福榮街項目

西灣河項目

渣甸山白建時道項目

單位數目

876套

115套

1,422套

804套

538套

約688套

495套

約240套

約300套

約500套

約500套

逾200套

約500套

約500套

2,392套

約720套

21套

10套

3套

100套

1,024套

667套

178套

14套

1,154套

約500套

144套

16套

■■下半年將有逾下半年將有逾1414,,000000套新盤單位供應套新盤單位供應，，其中其中
日出康城日出康城66期及期及88期共供應近期共供應近44千套最多千套最多。。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無懼息魔無懼息魔 7070%%港人仍想買樓港人仍想買樓
■■市場人士認為市場人士認為，，香港未來的第一香港未來的第一
次加息並不會對樓價有太大影響次加息並不會對樓價有太大影響。。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原按揭董事總經理王美中原按揭董事總經理王美
鳳指出鳳指出，，公眾對樓價前景感公眾對樓價前景感
樂觀樂觀。。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丘曉陽丘曉陽攝攝

日出康城分佈圖日出康城分佈圖 近年新盤銷情近年新盤銷情

日出康城日出康城
（（緻藍天緻藍天））

（（MALIBUMALIBU））
日出康城日出康城
55期期

33期期AA

11期期--首都首都
日出康城日出康城

領峯領峯 領凱領凱
日出康城日出康城22期期

領都領都
日出康城日出康城IVAIVA期期
（（晉海晉海））

環澳路環澳路

康城站康城站

（（長實長實））
（（南豐南豐））

88期期
66期期

環
保
大
道

環
保
大
道

上半年上半年 下半年下半年

**截至截至66月月1616日止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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