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請酒牌轉讓啟事
金煌泰國美食

現特通告：DUANG-NGOEN Urai
其地址為九龍九龍城龍崗道 24 號地
下，現向酒牌局申請把位於九龍九龍
城龍崗道 24 號地下金煌泰國美食的
酒牌轉讓給陳莎莎其地址為九龍九龍
城龍崗道 24 號地下。凡反對是項申
請者，請於此公告登報之日起十四天
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
寄交九龍深水埗基隆街333號北河街
市政大廈4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2年6月6日

APPLICATION FOR TRANSFER
OF LIQUOR LICENCE

金煌泰國美食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DUANG-NGOEN
Urai of G/F, 24 Lung Kong Road, Kowloon
City, Kowloon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transfer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金煌泰國美食 at G/F, 24
Lung Kong Road, Kowloon City, Kowloon to
KHAMPHA SARANYA of G/F, 24 Lung
Kong Road, Kowloon City, Kowloon.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transfer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F, Pei Ho Street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333 Ki Lung
Street, Shamshuipo, Kowloon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6-6-2012

股票簡稱：錦州港/錦港B股 編號：臨2012-013
證券代碼：600190/900952

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監事辭職公告
本公司及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不存在虛假

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
準確和完整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2012 年 6 月 5 日，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監事會收到監事蘇春華女士的書面辭職報告

，因個人工作變動原因提請辭去公司監事職務。
公司監事會對蘇春華女士在任職期間為公司發展所

做出的貢獻表示衷心感謝。
特此公告。

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監 事 會

二○一二年六月五日

太子鄧7180萬購飛鵝花園屋

樓市冰火交界 麗港城呎價首破萬關

內地水緊大款現逃亡潮
樓市好淡爭持，成交出現冰火個案。歐

債危機及內地調控樓市基礎不變下，令個別
周轉困難卻在港置業的大款出現逃亡潮，新
盤更成重災區，黃竹坑深灣9號及深水埗寓
．弍捌錄得內地客撻訂個案。但另邊廂二手
續錄高價成交，觀塘麗港城錄得歷史性呎價
破萬紀錄。

本報記者 梁穎賢 林惠芳

二〇一二年六月六日 星期三B2經濟‧地產責任編輯：邱家華

峻瀅全期按息低過2厘
長實（00001）賣樓策略多多，旗下將軍澳

峻瀅繼早前夥 4 大代理組織租務平台後，再夥
拍尚乘財富向銀行爭取無補貼式全期低過 2 厘
的爆炸性低息，較現行一般 2.5 厘低 0.5 厘，但
計劃設有限額。同時，財爺對樓市新辣招隨時
伺候，有意收緊按揭壓樓價，長實直指政府根
本是捉錯用神，早前收緊按揭明顯殺錯良民，
令真正用家無法置業，若然再勒緊成數只會進
一步阻攔買家入市。

峻瀅最快可安排月內推
峻瀅未開賣已經部署多多，長實地產投資

董事郭子威表示，峻瀅早前針對投資者，夥拍4
大代理組織租務平台，方便投資者放租盤，昨
日再與尚乘財富合作，向本港多間銀行爭取全
期70%一按低過2厘的震撼性低息，現行一般息
口多為 H（拆息）加 2 至 2.5 厘，即實息為 2.5

厘，峻瀅息口有機會較現時一般低0.5厘，相當
吸引，發展商無需為低息作出補貼，唯有關
計劃將設限額，詳情稍後交代；至於二按亦
有機會提供，詳情同容後補充。

峻瀅總共1777伙，預計項目售罄可套現近
100億元，維持上半年只售800伙，意向呎價維
持6000元起步，估計最快周中取得售樓紙，連
隨上馬月內推。

尚乘財富策劃董事兼行政總裁曾慶麟表示
，集團目前正就峻瀅的優惠按揭計劃向本港 8
間銀行積極爭取，最終有多少間銀行參與仍屬
未知；與此同時，集團將為該盤成立80人的一
站式按揭專隊，提供一站式服務。

指收緊按揭捉錯用神
樓價連環升穿97，政府憂慮樓價升勢未止

，派出財爺連番開腔擬出招為樓市降溫，隨時

辣招伺候，屬意再收緊按揭成數控樓價，郭子
威直指政府連環出招後，炒家近乎絕跡，市場
已由用家主導，事實上，政府上次收緊按揭後
已令部分用家無法置業，倘若再進一步收緊按
揭，完全是捉錯用神，若然樓價仍然只升不跌
，只會令首期不足的用家置業難上加難。

郭子威重申，現時銀行審批按揭程序相當
嚴謹，認為亦交由銀行自我審視，令整體按揭
更加市場化。

另方面，新世界（00017）等沙田溱岸8號
，首批連加推共 186 伙今日正式開賣，據悉大
部分單位已獲買家認頭。另九建（00034）深水
埗景怡峯昨日加推 38 伙，呎價 8046 至 9910 元
，訂價437.7萬至660萬元，發展商將於今日公
布新優惠。

喜雅餘下80伙盡數加推，呎價直撲萬元關
，1 座 33 樓 F 室呎價 9806 元，為最高價單位，

而平均呎價為8700元，換言之，該屋苑總共推
出320伙，平均呎價8224元。

▲曾慶麟（左）及郭子威

近年經營珠寶鐘表生意有聲有色的 「太子鄧」鄧
鉅明，出手買入住宅單位，以 7180 萬元購入西貢飛鵝
花園 B1 號洋房。該洋房去年曾以 6900 萬成交，但交
易隨後取消，事隔一年，成交價升 4%，呎價創屋苑
新高。

西貢洋房在淡市下仍有買家追捧，土地註冊處資
料顯示，西貢飛鵝花園B1號洋房，上月底以7180萬元
成交，以洋房面積 3182 呎計算，成交呎價達 22564 元
，創屋苑呎價新高。洋房登記買家為超昌有限公司，
董事包括蘇嘉寶及太子珠寶鐘表主席鄧鉅明。

資料顯示，該單位在去年曾獲買家以 6900 萬元購
入，但其後交易取消，業主重新放售單位，結果成交
價較 1 年前高 4%，多賺 280 萬元，而與 1996 年購入價
2365萬元比較，賣方轉售帳面共賺4815萬元離場，賺
幅2.04倍。

據了解，西貢低密度屋苑有價有市，即使級數較
飛鵝花園稍遜的 「屋仔」，造價普遍已升穿 1997 年高
位。世紀 21 奇豐區域董事廖振雄表示，西貢匡湖居 2
期單號屋，面積 1885 呎，剛以 1750 萬元成交，呎價
9284元，原業主於1997年入市，當時作價1280萬元，
持貨15年至今帳面賺470萬元，物業升值37%。

另外，永光地產大股東譚逢敬或其相關人士，早
前亦購入赤柱一個豪宅單位。

土地註冊處資料顯示，該單位為赤柱環角道18號2
樓A室，在上月中以5500萬元成交，單位面積2000呎
，成交呎價2.75萬元，單位另連天台及1個車位。登記
買家為益通工程有限公司，董事包括永光地產發展有
限公司及譚逢敬。上手業主於 2010 年 8 月，斥資 3150
萬元入市，轉售帳面賺 2350 萬元，兩年間物業升值
75%。

挾起動九龍東概念，觀塘區工廈業主抓緊時機，爭
相為旗下工廈申請活化，當中，觀塘鴻圖道53號威明中
心，新近向城規會申，全幢改裝為酒店，提供340個酒店
房間。

據申請資料，威明中心位於駿業街遊樂場旁邊，屬
於 「其他指定用途」註明 「商貿」地帶，佔地12120呎，
擬議全幢改裝為酒店用途，總樓面面積14.48萬呎，樓高
22層（包括4層平台），合共提供340個酒店房間。

同時，新界打鼓嶺竹園村居民搬村委員會接受政府
提出的 「平房方案」搬遷安排，惟受到選址限制，委員
會需要把部分村界範圍外用地申請建屋，有關地皮位於
打鼓嶺北，屬於「農業」及 「鄉村式發展」地帶，佔地約
3.53萬呎，現向城規會申請興建24間平房。

南昌街舊樓擬改建賓館
此外，有業主申請將長沙灣南昌街21至23號舊樓，

全幢改裝成為賓館，在諮詢期內接到8份意見，支持與反
對意見各佔一半，大部分支持者都認為把舊樓興建酒店
後，可刺激周邊經濟；惟反對意見普遍來自該廈居民，
擔心遷出後難以在區內物色租金低廉的合適居所。該廈
佔地約 1572 呎，現址為一幢 6 層高住宅，總樓面面積約
9485呎，改裝後可提供50間客房。

觀塘威明中心申建酒店

居屋及夾屋市場表現迥異。綜合代理表示，上月
二手居屋錄690宗註冊登記，按月回落約3.2%；另上月
夾屋登記激增64%，跑贏二手大市。

隨着二手住宅物業交投回軟，居屋市場成交亦見
減少。美聯物業首席分析師劉嘉輝表示，據美聯物業

資料研究部及土地註冊處資料顯示，5 月份二手居屋
（包括已補地價的自由市場及未補地價的第二市場）
錄得690宗註冊登記，按月回落約3.2%。

由於5月份註冊數字主要反映4月份樓市表現，而
近期二手交投淡靜的市況相信要到本月註冊宗數才能
反映，估計6月份二手居屋登記數字有機會進一步跌至
600宗水平，料創4個月新低。

另外，利嘉閣地產研究部主管周滿傑表示，4月份
二手住宅表現轉趨沉寂，不過，私宅樓價急升下，引
導購買力流向夾屋二手市場，刺激5月份物業登記量值
表現大幅飆升。

根據土地註冊處最新資料，五月份全港夾屋屋苑
共錄23宗二手買賣登記，涉及金額約8702萬元，較四
月份的 14 宗及約 5277 萬元，分別激增 64%及 65%，表
現明顯跑贏同期橫行的二手住宅買賣登記量值走勢。
樓價亦出現不俗增幅，5 月份每宗夾屋二手成交的平
均成交金額約達 378.3 萬元，較四月份的 377.1 萬元
上升 0.3%；而按呎價計，何文田欣圖軒及青衣宏福
花園的單位成交呎價，均在上月同時錄得 4.6%的實
質升幅。

夾屋登記跑贏二手市場

◀藍田麗港
城一個頂層
單位以呎價
1 萬元癲價
賣出

資料圖片

近期工商物業交投暢旺，不少業
主趁市旺積極沽貨。市場消息透露，
東亞銀行（00023）剛沽出灣仔東亞
銀行港灣中心 24 樓全層樓面，套現
1.19 億元，成交呎價達 1.5 萬元，創
該廈呎價新高。

東亞銀行近期頻頻沽售旗下非核
心物業，市場消息稱，該行最新沽出
的物業為灣仔東亞銀行港灣中心 24
樓全層，面積7940方呎，呎價1.5萬
元，套現 1.191 億元，創下該廈呎價
新高。

資料顯示，東亞銀行在去年9月
已放售該廈22至24樓，其中22及23
樓先後以 1 億及 1.05 億元沽出，3 層
樓面共套現逾3億元。另外，近日市
場亦傳出該行以1.25億元沽出灣仔莊
士敦道44至46號地舖。

事實上，不少公司都趁近期市旺
放售旗下大額物業。日前已公布擬4
項物業的陽光房地產基金（00435）
，剛委託中原（工商舖）招標放售物
業，截標日期為7月6日（星期五）
，買家可一併、獨立或以組合形式競
投。該批物業包括北角耀星華庭及港
逸軒的舖位，以及香港仔裕輝商業中
心及旺角新輝商業中心的舖位及寫字
樓單位。4項物業現時每月租金收入
149.8 萬元，中原（工商舖）估計以
市值租金計算，每月租金將達 201 萬
元。

另外，新地（00016）公布葵涌
九龍貿易中心 B 座 13 樓全層價單，
建築面積 24959 方呎，訂價約 1.585
億元，呎價 6350 元。第一集團則加
推觀塘工廈鴻圖道 35 號天星中心 4
層單位，分別為11樓及15至17樓，
每層建築面積均為 5687 方呎，訂價
由 2978.85 萬至 3325.76 萬元，呎價

5238至5848元。
舖市方面，土地註冊處資料顯示，油麻地彌敦道

534至538號地下3號舖，獲投資者以2.7億元購入，買
家登記公司為建王有限公司，公司註冊處未有資料。據
悉，買家真正身份為 「南丫島島主」李建強及其相關人
士，當中李建強只佔少數權益。

此外，港置工商舖業營業董事林偉文稱，獲業主委
託放售油麻地碧街 38 號地下 H 舖，地舖面積 300 方呎
，連280方呎天井，業主意向價1980萬元，現時每月租
金收入4.2萬元。

東
亞
近
1.2
億
沽
港
灣
中
心
24
樓

▼在活化工
廈政策下，
不少工廈積
極尋求變身

資料圖片

內地政府一直未有放鬆調控樓市力度，加上內地
經濟數據呈弱勢，中央又堅決要「保八」，但又要免樓
市過熱，故此上月下調存款準備金率亦純屬針對性質
，個別無法受惠放水的中小企或大款經營出現困難，
以致借貸有阻滯周轉不靈，迫使該些在港置業的內地
大款出現逃亡潮，而其鍾情的新盤頓成撻訂重災區。

土地註冊處資料顯示，黃竹坑深灣 9 號錄得開賣
以來首宗撻訂，內地大款去年10月以2768.1萬元購入
的9座低層A室，於本年1月撻訂；另擺明向內地大款
招手的深水埗寓．弍捌，錄得 4 宗撻訂最誇張，單位
分別為8C、8B、10C及18C室，該批單位全部由內地
客於去年5至6月購入，購入價分別由360.8萬至528.8
萬元不等，但最終全部撻訂收場。

麗港城平均呎價6700元
財爺預警樓市風險言猶在耳，屋苑特色戶呎價已

刷新高，在外圍經濟惡化下，本港樓市陷入 「冰火」
交界，根據地產代理指出，藍田麗港城4期12座頂層
C室，屬於2房間隔，單位享維港至郵輪碼頭海景，遠
眺對岸港島東一帶，新近以 720 萬元獲外區換樓客購
入，折合平均呎價達 10762 元，打破了 97 年呎價逾
9900元的最高紀錄，創屋苑歷史新高。

據了解，麗港城第12座位處屋苑大單邊，鄰近麗
港公園，屬於屋苑樓王之列。而上址原業主於1996年

4月以447萬元購入單位，折合呎價僅6682元，現帳面
勁賺273萬元離場，賺幅61%。

翻查資料，該屋苑第19座一個高層2房單位以呎
價8283元賣出，成功刷新97年後高價紀錄，惟仍未及
97年高峰期呎價逾9900元高位。據了解，現時麗港城
平均呎價約6700元，頂層特色戶呎價普遍約7000餘元
，其中4座頂層連天台，面積639方呎，早前以455萬
元沽，呎價7121元；另25座頂層連天台，面積639方
呎，以468萬元易手，呎價7324元。

麗港城合共4期，早於90年代初推售，首批平均
呎價僅約1700元，屋苑壓軸第4期為1994年登場，當
年呎價已漲至6000元，惟直至97年樓市高峰期，屋苑
呎價仍未打破1萬元關口。

另邊廂，受到歐債危機兼新盤貼市價散貨拖累，

二手市場非常冷清，加上財爺再三預警樓市面對下跌
風險，令準買家觀望意欲極濃，屋苑處於 「冰火」交
界，個別二手業主紛紛減價止賺離場。

賽西湖重返去年初水平
中原地產高級分區經理陳家鴻表示，股市波動，

買家轉趨觀望，北角半山交投放緩已有一段日子，有
業主見市況難測，遂決定大幅減價沽貨，其中賽西湖
大廈 8 座低層 B 室，面積 1260 平方呎，擁 3 房套房間
隔，連車位出售，原價1680萬元，惟乏人問津，遂大
幅劈價 100 萬元沽，以 1580 萬元易手，呎價 12540 元
，返回 2011 年初低位水平。據了解，上址原業主於
1996年5月以600萬元連車位購入，帳面獲利980萬元
，單位升值逾1.6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