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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指用料平實價格食水深
喜雅下周賣呎價8000元

一向標榜物業實而不華的房協，旗下
深水埗喜雅售樓紙獲批，最快下周賣，市
場消息指出，該盤意向呎價8000元起步，
貴過同區二手最少10%，複式更索1萬元
，被市場批評平實料豪宅價，管理費每呎
2.5 元更是貴絕深水埗長沙灣；另九建
（00034）深水埗景怡峯隨時候命，張揚1
房最低消費400萬元硬撼喜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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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價瘋狂爆升，二手業主沽樓獲利甚豐，其賺幅
亦愈趨驚人。據資料，剛過去的 4 月份，每宗私樓轉
手個案平均賺幅逾50%，創出歷史新高，當中帳面勁
賺 1 倍或以上的個案，更佔整體二手樓買賣的 12%，
同創史上紀錄。

據土地註冊處資料，今年4月份全港共錄4242宗
二手私宅獲利登記，佔同期已知上手買入價的私樓成
交比率達 99.4%，較 3 月份的 99%再升 0.4 個百分點，
連續 2 個月刷新歷史紀錄。值得留意，上月每宗私樓
轉手個案平均賺幅為51%，按月急漲4.2個百分點，一
舉超越 2011 年 7 月 48.9%的高峰，寫下歷史新高紀
錄。

利嘉閣地產研究部主管周滿傑表示，市場預期通
脹續升，用家購買力急遽膨脹，促使中細價樓轉手獲
利成功比率回彈速度較快。數字顯示，4 月份全港共
錄 2755 宗價值 200 萬至 500 萬元之間的已知買入價的

二手買賣登記，當中佔99.7%獲利離場，按月升0.2個
百分點，表現最佳。而價值介乎500萬至1000萬元的
中價樓轉手獲利比率，亦按月回升1個百分點至99.5%
，排名第2。

樓價急速攀升，二手業主沽樓利潤亦因此豐厚起
來。數據顯示，4月份每宗私宅轉手個案平均獲利51%
，較3月份的46.8%急升4.2個百分點，為史上最高。
值得一提的是，在沽樓時帳面勁賺 1 倍或以上的轉手
個案，佔整體二手住宅買賣比例按月急升 2.7 個百分
點，4月份錄12%，同創歷史紀錄。

不過，鑑於歐債暗湧再現，引致環球股市急瀉，
樓、股資金流動大受影響，預計 5 月份樓市升勢放緩
，加上市場焦點集中在一手市場，預期二手承接減少
，周滿傑預計，本月樓價較難維持強勁升勢，預計二
手住宅轉手獲利成功比率及獲利幅度，將會暫時在目
前高位徘徊上落。

環球經濟前景陰霾未散，然而發展商積極推
出旗下大額物業應市心態未變。長實（00001）
夥同代理及測量師行，到俄羅斯、倫敦、紐約及
北京等七個地區，推介旗下堅尼地道君珀頂層複
式單位 Kennedy Peak，向各地豪客招手。發展
商透露，單位意向價達2.38億元，呎價有機會達
6.16萬元。

複式泳池戶呎價達逾6萬
雖然環球股市表現波動，不過發展商仍按計

劃推出旗下新盤。長實營業經理何家欣表示，旗
下堅尼地道君珀的示範單位及售樓處預料可在本
月底開放，並隨即開售。發展商會提供一個4房

分層示範單位及一個清水房，將以預約形式安排
準買家參觀。

另外，長實與數間物業代理及測量師行合作
，在 7 個地方推介項目頂層複式單位 Kennedy
Peak，包括俄羅斯、摩洛哥、倫敦、紐約、新加
坡、北京及上海。該單位建築面積3866 方呎，4
房3套房間隔，另連天台泳池。何家欣稱，同區
複式連泳池的單位供應稀少，該單位意向價2.38
億元，呎價約6.16萬元。資料顯示，單位客飯廳設
在複式下層，面積633方呎，採全落地玻璃設計
，並連50方呎露台；下層另設有一間套房。至於
複式上層則設有 3 間房，包括面積 380 方呎的主
人套房；天池空中平台花園面積約600方呎，泳

池長8.625米，闊1.92米。

種植道花園屋1.8億易主
港島區豪宅向來受各地資金追捧，造價持續

上揚。土地註冊處資料顯示，山頂種植道 52 號
ABERGELDIE 7 號屋連花園，上月底以 1.8 億元
易手，新買家為SERGE WALID, SARKIS。上手
業 主 為 TANG YUEN FUN 及 CHAN PUI
CHING，在 1998 年以僅 3500 萬元購入該單位，
於過去14年間物業升值超過4.14倍，帳面大幅獲
利1.45億元離場。資料顯示，該洋房面積3688方呎
，成交呎價48807 元，創屋苑近年呎價新高。該屋
苑對上一宗成交要追溯至2009年，當時屋苑1號
屋以1.2億元易手，呎價27298元。

市場消息稱，尖沙咀名鑄最後兩伙標準戶加
價3%，同時，66至67樓複式E室獲買家1.3億元
預留。

荃灣英娛沽兩層套15億
剛推出市場拆售的荃灣英皇娛樂廣場，放盤數日即連錄

成交。據了解，該廈中層單位及高層單位，分別以 7300 萬
及7500萬元沽出，業主共套現近1.5億元。

陳姓及張姓投資者上周才購入的荃灣英皇娛樂廣場，業
主透露放售數日已錄得兩層成交。消息稱，其中一層位於該
廈中層，面積8903方呎，成交價7300萬元，呎價約8200元
；另一層則位於高層，面積相同，成交價 7500 萬元，呎價
8424元。另外，上述張姓投資者又透露，旺角通菜街64號
地舖，面積 1280 方呎，剛以 3400 萬元摸出，呎價 26563 元
。張在上月中才以3080萬元購入舖位，轉售帳面獲利320萬
元，賺幅10%。

不過有投資者平手沽舖離場。中原（工商舖）商舖部高
級營業董事徐康達表示，深水埗長沙灣道124至126號地舖
連閣樓，面積2400方呎，新近以約4200萬元交吉易手，呎
價 1.75 萬元。原業主為資深投資者蔡伯能，兩年多前以
4000萬元購入舖位，是次轉售帳面獲利200萬元，物業升值
5%。另邊廂，有傳吳姓投資者以9900萬元，購入銅鑼灣渣
甸街41號地下，舖位面積679方呎，呎價達145803元。

另外，億京項目策劃經理黎裕宗出席美聯工商舖
（00459）講座時指出，目前正有 5 個項目仍與政府洽商補
地價，其中觀塘駿業街項目早前獲政府口頭回覆可調低補地
價金額，每方呎約100至200元，惟仍未達公司要求。他續
稱，今年億京主要銷售荃灣海盛路及葵涌青山公路兩個工廈
項目，又謂希望新特首上場後，可以縮減商討補地價時所需
時間，以配合起動九龍東政策。

九肚將軍澳兩地今截標
政府連番推地，今天再有2幅住宅用地截標，其中沙田

九肚豪宅地皮，不設 「限呎」或 「限量」條款，可打造成豪
宅，去年已投得同區地皮的信置（00083）牽頭財團勢必爭
奪，而另一幅將軍澳限量地，除了 「地膽」長實（00001）
外，會德豐（00020）亦揚言獨資競投。

今天截標的沙田九肚第56A區B5地盤，位於沙田九肚
麗坪路，佔地約5萬方呎，地積比率1倍，劃為 「住宅（乙
類）」用途，鑑於不設限呎或限量條款，估值較去年售出的
同區用地為高，測量師估計介乎3.82億至5億元，樓面呎價
約7583至9925元，比去年由信置牽頭以55億元（每呎地價
5332元）底價投得的同區地皮高出最少42%。市場人士估計
，信置財團或會再下一城競投九肚用地，而在沙田區已有不
少豪宅發展經驗的新地，不排除今次亦會入標。此外，會德
豐副主席梁志堅已表示，公司計劃以獨資方式入標競投；而
嘉里執行董事朱葉培亦表示，集團將研究是否入標。

另一幅截標的將軍澳第66C1區限量地，可建總樓面約
25.76萬方呎，其中住宅部分佔23.42萬方呎，商場佔2.34萬
方呎，建築物高限100米（主水平基準以上），劃為 「住宅
（甲類）2」用途，一如區內多幅限量地，此地限建最少
310伙，上限326伙。測量師預計，地皮市值約9.2億至10.3
億元，樓面呎價約3571至4000元。

今年初已奪得將軍澳區一幅限量地的會德豐，有意再下
一城投地，以取得協同效益。會德豐副主席梁志堅坦言，公
司對將軍澳66C1區限量地均感興趣，計劃以獨資方式入標
競投。另外，市場人士估計，區內地膽長實亦會入標。

港股反彈乏力弱勢盡露，市場憂樓市遭拖累，個
別腳軟業主即時減價甩身，鰂魚涌太古城、荔枝角美
孚新邨等藍籌屋苑均錄減價成交。

市場表示，太古城碧滕閣低層E室，剛以1033萬
元易手，業主原叫價1100萬元，有見港股重傷恐累及
樓市，遂索性減少少離場，面積 1029 方呎，呎價
10039元。

中原地產美孚萬事達第二分行高級分區營業經理
黃惠霞表示，美孚新邨 4 期百老匯街 77 號中層 B 室
1404 方呎，3 房套房間隔，擁大露台及基本裝修，業
主月初開價 1050 萬元，見買家誠意十足降價 55 萬元
以995萬元成交，議價幅度5.2%，呎價7087元。業主
於1994年8月以480萬元購入，持貨近18年帳面獲利
515萬元，單位升值107%。

此外，連環錄蝕讓的馬鞍山天宇海再有買家坐艇
，中原地產馬鞍山銀湖天峰高級分行經理張義強表示
，股市不穩，影響樓市交投氣氛，天宇海1A座中層A
室1255方呎，3房套房間隔享全海景，815萬元易手，
呎價 6494 元，較市價略低。據悉，業主 2010 年 10 月
以887.7萬元一手購入，持貨約1年半蝕讓72.7萬元。

市場有業主恐慌減價出貨，也有買家無選擇下願
意追貨。利嘉閣地產皇牌屋苑深井麗都分行區域經理
唐浩然表示，屯門愛琴海岸5座中層G室兩房，外望

山景，688 方呎，業主原開價 330 萬元，最終反價至
335 萬元易手，呎價4869 元，買家為外區上車客。據
悉，原業主 2008 年初以 166.8 萬元購入上址，持貨至
今番易手，帳面獲利168.2萬元離場，期間樓價漲幅剛
剛超越1倍。

君珀頂層複式索2.38億

▲何家欣稱，君珀示範單位將以預約
形式安排準買家參觀

▲ 港股重
創，大古
城業主免
夜長夢多
，微減價
求甩身

上月私樓賺幅51%歷史新高

市場上多個重頭巨獻如新地（00016）屯門瓏門
的售樓紙望穿秋水，去年3月申請至今仍未獲批，房
協的喜雅遲其9個月於去年底始申請，不足半年竟快
過瓏門批出，可謂遲來先上岸。

房協闊別10年再推私樓
可謂闊別本港私樓市場 10 年的房協，今年重投

私樓懷抱，並以深水埗5響炮連環出擊，頭炮以喜雅
迎戰，設於長沙灣東景大廈的3個示範單位昨日率先
開放予傳媒參觀，由房協市場事務助理總經理麥耀文
帶隊，講解樓盤資料，交代完樓盤細節後麥即速閃迴
避傳媒提問，傍晚才透過公關公司公布該盤取得售樓
紙，最快下周一交代開賣詳情，樓書今日上載網頁，
按照規矩，最快下周五賣，其他未有再透露，房協對
喜雅的開售部署顯得相當神秘。

據市場消息，房協已向代理透露初步意向價，中
高層意向呎價 8000 至 9000 元，較區內二手高 10%，
入場費約453萬元，與首次記者會揚言會以高於市價
開賣立場無改變，奈何一向標榜用料實而不華的房協
，卻被批評賣價並不平實，甚至質疑其 「食水深」。
房協昨日安排經紀在記者之後參觀示範單位，有經紀
看後直言喜雅用料相當平實，若然以上述價格開賣恐
招致 「拍烏蠅」。

管理費每呎2.5元區內最貴
至於 7 個頂層過千呎特色戶及 1800 方呎的複式

單位，廚房用料特別 「升呢」採用入口名牌，更索價
每呎過萬元，勢必貴絕深水埗，甚至與奧運站睇齊，
市場人士認為倘若呎價過萬元，何不買奧運站，甚至
買西九四小龍也有找。

此外，房協又指喜雅管理費每呎高達2.5元，以

屋苑的住客會所設施、單位總數，比較同區同類型樓
盤，管理費貴絕深水埗長沙灣，據代理表示，區內指
標屋苑如西九四小龍、海峰及豐盛居等，每呎管理費
由2.1至2.4元不等，較以心建家的新地（00016）豐
盛居2.4元再貴0.1元，若以喜雅面積最細567方呎計
，單是每月管理費1417.5元，最重要是該盤於入伙後
的一段時間，管理費會再調升。

市場人士稱，喜雅唯一可取之處乃實用高達84%
，乃現時私樓所望塵莫及的。

麥耀文指出，喜雅總共2座327伙，標準單位面
積由 2 房的 567 方呎至 3 房的 777 方呎，特色單位則
由1000至1300方呎，複式單位只得1個約1800方呎。

喜雅起動，九建旗下深水埗景怡峯睇準出擊，昨
天啟動軟銷攻勢，先預告1房入場費低於400萬元，
擺明截擊喜雅。

九建景怡峯圖截擊喜雅
九建旗下深水埗西洋菜北街單幢盤，昨天確認命

名為景怡峯，樓盤合共208伙，佔逾80%單位享翠綠

景致，項目以細單位作主打，當中面積370方呎的1
房戶佔 40%，面積約 660 方呎的 2 房戶佔 50%，餘下
為少量3房至特色單位，預計2013年第2季入伙。

九建市務及銷售部總經理楊聰永表示，景怡峯不
受預售樓花同意書所限制，樓盤將會按照公司銷售部
署推出，現計劃第3季或之前推售。

他又謂，該盤位於太子始創中心的示範單位，有
望 2 至 3 周內竣工，屆時將提供 2 個連裝修及 1 個清
水房示範單位。

意向呎價方面，楊聰永表示，鑑於景怡峰鄰近太
子，每呎建築成本更逾 3300 元，意向呎價將逾 1 萬
元，但小部分單位呎價或1萬元以下，估計1房單位
入場費或低於 400 萬元，預計整個項目市值超過 10
億元。他又提到，系內北角曉峰複式單位，已獲准買
家洽購中，每方呎出價接近2.8萬元，倘若交易落實
，將創區內新高。

市場消息又謂，新地去信馬灣海珏業主，若提前
於 6 月成交可減價 2%；另消息指出，恒隆大角咀浪
澄灣兩日累售約84伙。

長沙灣深水埗樓盤二手呎價概覽
樓盤

星匯居

海峰

ONE NEW YORK

豐盛居

ONE MADISON

西九四小龍

平均呎價

6,900元

7,400元

6,800元

7,000元

7,200元

7,200-7,900元

▼喜雅示範單位一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