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78伙料回歸假期沽清
峻瀅收1700票今開賣

長實（00001）挾平盡今年新盤開賣、
勁收1700票的將軍澳峻瀅今日開賣，發展
商稱首階段先推200伙，有信心578伙可於
3日回歸假期內掃清套逾30億元，預告加推
最低呎價必高於5000元；市場人士指出，
峻瀅全城聚焦並凍結大批購買力，將軍澳二
手近乎癱瘓，該盤開價後，該區僅錄5宗成
交，日出康城近70%封盤，料峻瀅完成銷售
後二手始能回復活躍。

本報記者 梁穎賢

荃灣廣場330萬裝身迎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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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基金趁市旺繼續散貨，去年購入觀塘創紀之城
3期10層樓面的美資基金AEW，剛以6268萬元沽出9
樓全層樓面，成交呎價7700元，屬該廈新高。

東九龍商廈造價繼續上揚，美聯商業助理營業董
事胡焯之透露，觀塘創紀之城 3 期 9 樓全層，面積
8140 方呎，新近以 6268 萬元成交，成交呎價達 7700
元，屬該廈呎價新高。據了解，該基金在去年以 5.1
億元，購入6樓、9至12樓及21至26樓（不設24樓）
共10層樓面，其中6樓、10樓及12樓已經沽出，連同
剛沽出樓面，該基金已套現2.48億元。

另外，土地註冊處資料顯示，周啟邦夫人譚月清
早前以6286 萬元摸出的荃灣One Midtown 21樓全
層，獲另一名資深投資者朱鴻鈞購入；日前以9400萬

元易手的觀塘敬業街 55 號皇廷廣場 26 樓全層，買家
則 為 DAYARAM,HIRANAND HARKISHINDAS，
料為印度裔人士。

此外，有投資者將天水圍嘉湖山莊樂湖居共 130
個車位轉售，成交價3808萬元，平均每個車位售價29
萬元。

商舖市場方面，商場拆售反應理想。美聯旺舖營
業董事呂炳坤表示，旺角潮流地域早前推出拆售的31
個舖位，近半數舖位在1星期間沽出。

中原（工商舖）工商部市務經理劉家傑表示，荃
灣銓通工業大廈低層B室，面積1595方呎，以319萬
元成交，呎價2000元，賣方持貨8個月賺39萬元，升
值14%。

暑假向來屬消費旺季，加上七一及奧運將至，多
個商場均舉辦多項推廣活動。其中新地（00016）荃灣
廣場今年斥資 330 萬元作暑期推廣，又期望商場內地
客比例可由現時佔總人流一成，增加至約兩成水平。

新地代理租務部助理總經理陳潔儀稱，旗下荃灣
廣場今年斥資 330 萬元作暑期推廣，推廣金額較去年
升約15%。她預期，夏季商場人流料可由平日7萬至8
萬人次，增至9至10萬人次，另暑假商場營業額亦有

望按年升12%至15%。
近年內地客成為商場必爭客源，今年荃灣廣場用

於內地推廣的預算亦較去年同期上升 1 倍，達 200 萬
元。

另外，新地代理租務部助理總經理黎苑媚表示，
配合奧運及暑期活動，旗下大埔超級城今年推廣費
350萬元，當中內地旅客推廣及消費獎賞佔40%，她預
期7至8月該商場人流達1400萬，按年上升15%至20%
，生意額達 4.3 億元，按年升 15 至 20%，當中以餐飲
、影音及運動服裝行業將較受惠，預計生意可升20%
以上。

她又謂，暑假期間，大埔超級城及元朗廣場將開
辦20至25團、合計約1000至1200名來自深圳廣州一
帶的主題式購物團，預料旅客人均消費達4000至8000
元，較去年升 15%，可為商場額外帶來逾 800 萬至
1000萬元消費額，當中以金器首飾及電子產品最受歡
迎。

信置（00083）奧海城亦斥資500萬元作暑假推廣
，並推出深港跨境購物專車，於皇崗口岸免費接載顧
客至商場，預計內地旅客人流將升約20%。

另外，嘉里（00683）黃大仙現崇山商場第一期料
可在今年第四季開業，嘉里代理市務總經理文靜芝指
，商場已租出逾六成樓面，呎租約50元，另有三成樓
面獲租戶洽租。資料顯示，現崇山商場面積逾12萬方
呎，樓高3層。

社會對居住環境
要求愈來愈高，政府
遂推出 「可持續締造
優質及可持續建築環
境措施」，就樓宇間
距、噪音、採光和通
風等設定準則。有學
者指出，政府有意收
緊有關條例，鴨脷洲
南灣的 「封窗」手法
將成絕響，若以下周
五截標的前北角邨地
盤為例，要通過噪音
評估，只可加建巨型露台及 「翼牆」，這難免會降低住
宅單位的實用性，景觀也會受阻。

理工大學土木及結構工程系副教授伍仲輝表示，據
工程界消息，政府有意收緊 「可持續締造優質及可持續
建築環境措施（SBD Guidelines）」的噪音管制相關條
例，要求所有住宅單位的噪音水平均低於 70 分貝，惟
未知實行時間表。

他又謂，現時噪音水平因應住宅地皮面積作出若干
程度豁免，如4公頃的地皮可容許20%住宅單位的噪音
水平高於 70 分貝，而該等單位可透過密封窗戶達致隔
音效果，不過，政府擬收緊噪音管制新例，令發展商不
能再採 「封窗」手法，而貼近公路的過高屏幕亦不容易
獲得通過，大大增加住宅地皮規劃的難度。

以下周五截標的前北角邨東面地盤為例，地皮位於
東區走廊旁，車流量大，在措施收緊後，發展商需要透
過特大露台及 「翼牆」達致隔音效果，露台面積達1.5
米乘2米，較現時的露台大1倍， 「翼牆」的長度更達
3.5米，這不但降低了住宅實用性，尤其單邊單位噪音
較大，實用率或降至不足70%，而發展商的建築成本亦
會提升10至20%，令地皮估值有所折讓。

長實地產投資董事郭子威表示，峻瀅前後共加推
584伙，扣除因加價抽起不賣的6伙特色戶，今日可供
發售伙數為578伙，下午於紅磡都會商場揀樓，首階段
先推200伙，並因應市場反應逐步加推，有信心200伙
可即日沽清，即使受颱風吹襲也不擔心影響銷情，並有
信心578伙可於回歸3日假期內沽清。

凍結資金2.5億元
他補充說，若然天文台今午 12 時前落實掛 8 號風

球，揀樓日期將順延一日，否則照舊。
峻瀅至今推出的單位，最平呎價仍堅守 4993 元，

郭子威強調，稍後加推單位定必加價，加幅約5至10%
，呎價最低必定高於5000元。

他續說，配合回歸假期，7月1日將透過代理安排
300組廣州及深圳準客戶來港，若即日購入單位，將獲
贈 5000 元購物禮券，優惠只限 1 日，另外兩日假期不
適用。

市場人士指出，峻瀅以平價作賣點，迅即成全城焦
點，最少超過 1700 張入票，相對首批 138 伙超額逾 10
倍，以每張登記本票費用計，凍結2.5億元資金，購買
力完全被封鎖，二手成交頓告冰封。市場人士又謂，將
軍澳區同受大市氣氛淡靜影響，半月交投已明顯按月跌
40%，連帶峻瀅6月25日開價後，區內私樓至今僅錄5
宗成交，包括維景灣畔2宗、將軍澳廣場、將軍澳中心
及新都城各1宗，成交極度萎縮。

至於與之呎價相若的日出康城最首當其衝，峻瀅開
價後連續多日無成交，更有70%業主索性封盤，等峻瀅
過氣後再解封。

恒地盤送管理費
峻瀅先後5度推出共586伙，呎價普遍約5300元，

呎價最低4993元，沽清料套現逾30億元。
另外，繼信置（00083）後，恒地（00012）也加入

賀回歸行列，消息指旗下中半山嘉苑、沙田名家匯及上
環尚賢居，於7月1日至8日期間送15個月管理費。

市場消息又謂，裕泰興旗下太子道西都滙，去年高
開同區逾40%，開賣至今亦是食白果，發展商見滯銷索
性轉租，但租金同樣 「狼死」，月租由2.35萬至3萬元
不等，以單位面積 933 及 965 呎計，呎租由 25 元至 32
元不等，媲美大型屋苑。

至於信置（00083）今年拆售多項非核心物業，繼
早前拆售紅山半島後，即日拆售奧運站柏景灣200個車
位，售價介乎96萬至127萬元不等。

第一城凶宅270萬賣出
二手屋苑屢創 「癲價」，連凶宅亦被搶高。消息指

出，由短線投資者持有的沙田第一城 17 座低層凶宅，
業主企硬叫價，經歷多次拍賣也 「流拍」收場，但近日
竟以270萬元好價賣出，低市價29%，投資者持貨不足
2年勁賺63萬元。

地產代理透露，沙田第一城2期17座低層F室，單
位面積 562 平方呎，剛以 270 萬元沽出，折合呎價約
4804 元，以同類單位市價約 380 萬元計算，低市價約
20%。

據了解，上址曾經發生燒炭自殺事故，在 2010 年
透過拍賣行拍賣，最終由譚姓投資者以207萬元投得，
低市價約 26%，折合呎價約 3683 元，該名買家當時更
稱，此乃首間購入的疑似凶宅，將作短線投資用途。

其後，該名投資者透過拍賣方式放售凶宅單位，今
年4月份開價250萬元，惟最終流拍，翌月該單位捲土
重來，開價減至240萬元，吸引約3至4組買家競投，
經6口價搶至261萬元，惟仍未達業主意向價，最終收
回，當時有份到場競投的 「凶宅大王」伍冠流稱，因承
價已超出預算，所以沒有追價。

伍冠流當時稱，單位市值月租約1萬元，原本預算
出價250萬元以下，隨着凶宅樓價今年持續上升，與一
般單位的價格差距收窄，他預料樓價仍會有力向上。

據美聯物業資料研究部統計，截至本月26日，6
月份推盤量暫錄約 1902 伙，主要來自沙田溱岸 8 號
、將軍澳峻瀅及深水埗喜雅等，本月新盤推盤量較上
月全月的365伙增加逾4倍，創近27個月新高。

美聯物業首席分析師劉嘉輝表示，推盤量按月大
升逾4倍，除了發展商於5月份推盤數字偏低外，本
月有多個大型新盤於近月獲批出預售樓花亦成為推盤
量激增原因之一。而踏入6月份以來，發展商加快推
盤步伐，多個大型新盤緊接登場，料該情況將延續至
7月份，並帶動推盤量維持逾千宗水平。

本月先有喜雅登場帶動推盤量上升，繼後多個新
盤相繼推出市場，當中包括大埔溋玥．天賦海灣、大
圍溱岸8號及將軍澳峻瀅等大型項目，單以溱岸8號
及峻瀅兩個項目，已合共佔整體推盤量逾65%。

值得注意的是，6月份多個新盤均位於新界區，
而港島區新盤欠奉的情況下，新界區推盤量佔整體推
盤比率達75.2%；九龍區則有喜雅推出，推盤比率錄
得24.1%；而港島區則僅餘貨尾單位，比率低見0.7%
。劉嘉輝補充說，截至 27 日止，本月一手私樓註冊
量雖然僅錄得約560宗，然而本月部分新盤成交個案
將陸續於7月份註冊，屆時註冊量將回升，料下月一
手私樓註冊量可錄得升幅。

七．一新盤回歸優惠
樓盤

將軍澳峻瀅

沙田名家匯、中半山
嘉苑及上環尚賢居

沙田御龍山、馬鞍山
銀湖．天峯、上水
Goodwood Park、大
埔承峰及柴灣灣景園

優惠
7月1日內地客入市
可獲贈5000元購物
禮券

7月1日至8日送15
個月管理費

即日起至7月8日期
間入市可獲1%樓價
折扣；另旗下全線
貨尾送8888元酒店
優惠

發展商

長實

恒地

信置

新盤量按月增4倍

◀郭子威（左）
稱有信心首階
段 200 伙可沽
清，旁為長實
營業代表

創紀3期新高呎價見7700元

▲為迎接7月回歸15周年及奧運會，荃灣廣場今
年舉辦本港最大型室內沙雕展 「沙藝．運動精華
遊」 ，左二為陳潔儀

北角邨單位實用性或降

▲伍仲輝表示，贊成提高噪音
水平的透明度，讓準買家更清
楚居所的環評結果

代理根據土地註冊處最新數據，上半年截至 6 月
27日，全港共錄3445宗居屋二手買賣登記，涉及金額
約 79.66 億元，預計上半年兩項數字最終可達 3500 宗
及80.70億元，較去年下半年的2491宗及54.28億元分
別增加41%及49%，呈現 「V」型反彈的走勢。

利嘉閣地產研究部主管周滿傑表示，上半年樓市
表現復勇，受惠通脹預期升溫，加上市場消化政府緊
縮樓市措施，帶領二手住宅交投尤其是居屋二手市場
顯著反彈。

上半年10大活躍成交的居屋屋苑表現，全數屋苑
交投均大幅回升，當中鑽石山龍蟠苑、天水圍天富苑

、馬鞍山富安花園及同區錦英苑的表現最為強勁，買
賣登記較去年下半年同時急彈80%或以上，遠遠跑贏
大市。另外，屯門兆康苑、沙田穗禾苑及九龍灣麗晶
花園，暫時分別以132宗、94宗及89宗買賣登記，佔
據十大活躍成交屋苑之中的三甲寶座。

不過，若然論及樓價，馬鞍山富安花園的表現則
非常亮麗。數據顯示，上半年屋苑平均成交呎價平均
上升 9.9%至每方呎 4,025 元，升幅最勁；屯門兆康苑
及馬鞍山錦英苑的樓價亦在過去半年分別急漲7.3%及
6.6%，升幅勝過不少私人屋苑。

居屋二手買賣呈V型反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