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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商繼續透過與政府商討補地價，增
加市區土地儲備。地政總署公布，新世界
（00017）及協成行持有的北角新東方臺項
目，早前已落實補地價接近 37.5 億元，為
今年涉及資金最大的補地價個案，而每方呎
樓面補價達9450元。

市區地皮供應匱乏，發展商積極與政府
商討補地價修訂契約，以增加土地儲備。其
中，新世界及老牌發展商協成行早前與政府
達成協議，就北角新東方臺及皇龍道項目補
地價 37.4877 億元，為年初至今最大宗補地
價個案，用途為住宅（甲類）。另外，是次
補價涉及住宅樓面約 396553 方呎，以此計
算每方呎補地價 9453 元，較早批出的前北
角地皮每方呎樓面地價貴約1%。

資料顯示，發展商併購項目多年，至
2008 年才完成收購。另外，發展商在 2009
年曾就項目則出圖則，可興建 5 座 28 層高
物業，另設3層停車場及1層基座，住宅面

積約38.6萬方呎，另有7067方呎非住宅樓面。
此外，地政總署上月亦就深水灣香島道 34 號批

出補地價6037萬元。據悉，香島道34號由一老牌家
族持有，共有 4 幢獨立屋，每幢洋房面積 4400 方呎
，其中A及D洋房由業主保留自用，B及C洋房則曾
推出市場招租。

活化工廈方面，地政總署上月僅接獲1宗申請整
幢改裝工廈的申請，物業位於九龍區。另外，上月未
有新簽訂特別豁免書的活化工廈個案。

樓市反彈，財團勾地意欲回升。據地
政總署公布，今年7月份錄得1宗勾地被
拒的申請，為連續2個月有發展商勾地。
上月獲試勾的地皮位於大嶼山長沙嶼南道
，屬丈量約份第 332 約地段第 750 號，該
地今年3月份起供市場申請試勾，佔地約
1.55 萬平方呎，可建總樓面約 6192 平方
呎，提供不多於5伙。

屯門大綱圖修訂料通過
另外，城規會早前修訂屯門分區計劃

大綱圖，雖然在諮詢期內收到 19 份申述
，但規劃署建議可以維持修訂，預計今次
的規劃明天可在城規會通過。據資料，城
規會今次修訂的屯門分區計劃大綱圖，擬
議包括把毗鄰屯門站的多幅工業用地，改
劃 為 2 幅 綜 合 發 展 區 地 皮 ； 把 新 地
（00016）屯門星堤以南的 2 幅用地由政
府用途改劃為「住宅（乙類）」；以及把湖安
街及湖康街交界的1幅政府用地改劃 「住
宅（甲類）」用途，今次的修訂在諮詢期
內接獲19份申述，明日在城規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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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活躍港島區屋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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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市再發力，有 「樓市探熱針」之稱的魚涌太古
城，本月已錄 47 宗二手買賣，按月急升逾 2 倍，平均
呎價直撲1.1萬元，按月勁飆5%。

中原地產高級分行經理陳彪表示，太古城全面復蘇
，屋苑日前勁錄 13 宗成交後，昨日再錄 4 宗買賣，市
況非常暢旺，其中金星閣中層 F 室，面積 800 方呎，3
房間隔，連租約，獲投資客於 「無樓睇」情況下斥資
825 萬元入市，呎價 10313 元，以單位月租 2.55 萬元計
，回報約3.7厘。

中原地產首席分區營業經理張光耀表示，太古城本
月暫錄 47 宗買賣，比上月同期的 15 宗大升逾 2.1 倍，
本月平均呎價暫錄 10867 元，直撲 1.1 萬元高位，比上
月同期的10337元勁升逾5%。

據了解，太古城再現破頂價，單位為南山閣極高層
G 室，面積 675 方呎，屬 2 房則王，望開揚園景，以
735 萬元易手，呎價 10889 元，比屋苑同類單位金山閣
中層B室早前錄得的730萬元高價，進一步多出5萬元
，再次破頂，升幅驚人。

受太古城及康山花園氣氛帶動，西灣河嘉亨灣亦轉

趨活躍。中原地產分行經理陳凱超表示，嘉亨灣一周已
錄5宗成交，較上月同期僅2宗大升1.5倍，其中1座高
層 G 室，面積 674 方呎，2 房間隔，以 750 萬元易手，
平均呎價約11128元。

美聯物業董事楊永健表示，港島區樓價於今年首7
個月較大市落後，隨今次購買力爆發，料港島二手交
投可望追落後。

楊永健強調，若以今年首7個月的二手註冊分析，
原業主平均持貨約6年半，若連同物業升值及已償還金
額，該批業主套現後將收回大筆資金，有利增強換樓意
欲。

他又提到，今年首7個月，港島區500萬至1000萬
元的中價二手住宅註冊比率達28.2%，預期在換樓潛力
增強下，全年註冊比率可望衝破30%的歷史新高水平，
而港島區換樓市場將會接力向好。

▲太古城本月已錄47宗二手買賣，按月急升逾2倍

舖位價格上揚，吸引部分持舖自用多年的業主沽舖
獲利。市場消息稱，大角咀埃華街一個由好彩海鮮酒家
自用的樓上舖位，獲張姓投資者以約1.2億元購入，原
業主持貨長達20年間大賺1億元離場，舖位升值6.5倍。

再有持舖自用多年的業主沽舖套現。市場消息透露
，現時由好彩海鮮酒家自用的大角咀埃華街 77 號大眾
樓1樓及地下入口，剛獲張姓投資者斥資1.2億元購入
。據了解，好彩早在 1992 年已購入該舖位自用，當年
作價約 1600 萬元，持貨至今共 20 年，舖價上漲 6.5 倍
，原業主轉手帳面勁賺1.04億元離場。

事實上，非核心零售區的舖位身價近年持續上揚，
有投資者購入舖位後即加價超過六成放售。中原（工商
舖）高級營業董事黃金鳳表示，觀塘康寧道91至103A
號地下 2 號舖，建築面積 1000 方呎，獲投資者連租約
以1100萬元購入，該投資者隨即開價1800萬元放售舖
位，較購入價高64%。舖位現由家居設計及工程公司租
用，月租 2.25 萬元，租期至 2015 年，原業主則於 1997
年以480萬元購入舖位，持貨15年帳面賺620萬元，賺
幅近1.3倍。

商廈市場方面，市傳銅鑼灣顯輝中心獲買家出價
3.7億元洽購，呎價3.4萬元。

好彩酒家沽埃華街舖賺億元

樓市轉勢向上，發展商伺機出招搶客。信置（00083）大埔白
石角玥．天賦海灣，新近推出二按吸客，首兩年息率為 P 減
2.25厘（P最優惠利率為5厘），其後為P加1厘，採用此計劃樓
價按照定價減1%，成交期180天。

發展商積極推出優惠吸客，信置營業部總經理田兆源表示，
旗下白石角玥．天賦海灣推出二按優惠，按揭比例為樓價兩成
，首兩年息率為P減2.25厘（P為5厘），其後則為P加1厘，成
交期為180天，買家可享照定價減1%折扣優惠。

田兆源稱，該盤8月份睇樓人流按月增加約兩成，現時亦正
搭建全新3房示範單位，料可在本月底或下月初開放。他補充，
項目8月份至今累沽接近30伙，平均呎價8669元，套現共4億元
。當中，有買家斥資3425.7萬元購入兩伙位於2座的瓏大宅。

至於系內其他新盤，田續稱烏溪沙銀湖．天峰日前沽出5座
66樓B室，單位面積2425方呎，呎價12070元，全盤尚餘16個特
色單位待沽。另外，油麻地西九龍御金．國及大角咀奧柏．御
則分別有5及7伙待售。

另邊廂，市區錄得涉資近億元的大額豪宅成交個案。市場消
息透露，興勝創建（00896）九龍塘書院道8號9樓單位，新近以
9700萬元沽出，以單位面積3682方呎計算，成交呎價26344元。

資料顯示，書院道8號採1梯1伙設計，共有4個標準單位及
3個複式單位。當中，複式單位分布在7、9及11樓。另據土地註
冊處資料，項目今年共有3個單位錄得成交註冊，分別為2、3及
7樓，呎價由22486至26033元，換言之若上址落實成交，將創項
目呎價新高。

玥二按首兩年P減2.25厘

▲田兆源（左）稱，玥．天賦海灣月初至今售近30伙。旁
為信置營業部高級經理朱美儀

樓價高企，上車客積極進駐新界區
尋覓筍盤。其中，聚集了6個居屋屋苑
的天水圍區，成為上車樂園，鑑於區內
居屋樓齡較輕，普遍未補地價，造就第
二市場交投暢旺。祥益地產高級營業經
理蕭嘉偉指出，天水圍區前日共錄7宗
二手買賣，嘉湖山莊佔3宗，餘下4宗
均屬居屋，比往常周末更旺。

天盛苑呎價貴絕天水圍
受到嘉湖山莊日前刷新 1997 年後

新高呎價刺激，區內居屋亦掀熱潮，蕭
嘉偉說，例如天盛苑Q座高層1室，面
積 853 方呎，以第二市場價 228 萬元易
手，打破同類單位 1 個月前創出的 219
萬元紀錄，折合呎價達 2673 元，不僅
屬屋苑入伙以來新高，更貴絕天水圍綠
表居屋。另外，天富苑F座高層2室，
面積 830 方呎，以第二市場價 183 萬元
沽出，呎價 2205 元，屬該屋苑紀錄高

位。
大埔區樓市亦見沸騰。中原地產助

理區域營業經理方翰達透露，大埔中心
本月已錄 13 宗成交，平均呎價約 5673
元，其中12座高層A室，面積693方呎
，擁3房間隔，屬屋苑罕有3房放盤，
以458萬元獲同區換樓客承接，平均呎
價 6609 元，創屋苑呎價歷史新高。據
了解，原業主於1996年以283萬元購入
單位，持貨近 16 年，帳面獲利 175 萬
元離場，單位升值62%。

美豐花園呎價2日兩新高
除了指標屋苑外，大埔區向來以用

家主導的美豐花園，更於2日內2度破
頂。據了解，其中 A 座高層 04 室，面
積375方呎，擁2房間隔，享開揚園景
，以223萬元獲九龍區租客購入，平均
呎價 5947 元，創屋苑呎價歷史新高。
另一宗破頂成交為 B 座中層 07 室，面

積379方呎，享泳池及球場景，獲收租
客以225萬元承接，平均呎價5937元，
一度創屋苑歷史新高。

美豐花園本月暫錄上述2宗買賣，
現時屋苑更錄 「零放盤」。

此外，荃灣西站灣畔地皮高價批出
後，荃灣及深井一帶市況急速升溫，其
中深井睇樓量急升20%，買家 「零議價
」及 「不睇樓」入市情況再現。

美聯物業助理區域經理何煒斌表示
，深井碧堤半島剛錄 「零議價」交易，
單位為6座中層H室，面積約690方呎
，位處單邊，屬2房間隔，獲上車客以
385萬元購入，平均呎價約5580元。

利嘉閣地產市務經理朱世璋亦謂，

荃灣立坊中層6室，面積456方呎，屬
1房間隔，用家在 「無睇樓」情況下以
315萬元承接，平均呎價6908元。立坊
本月暫錄4宗買賣，平均呎價6900元。

事實上，本港樓價與租金不斷飆升
，有租客不堪租金攀升，終於結束8年
租樓生涯，近日拍板入市新界樓。美聯
物業營業經理何志良說，租金不斷上揚
，不少租客不甘為他人作嫁衣裳，紛紛
轉租為買，其中元朗采葉庭 1 座頂層 2
房單位，面積609方呎連天台，獲一名
同區租客以326萬元購入，呎價約5353
元，該名租客過去8年來一直選擇租樓
住，惟見現時租金不斷攀升，供樓比租
樓化算，故決定入市。

▲大埔中心本月已錄▲大埔中心本月已錄1313宗二手成交，交投活躍宗二手成交，交投活躍

樓價脫韁 大埔中心見6609元

全港上車客蜂擁入市，一直落後大市的天水圍和大埔區亦被搶
貴。代理透露，天水圍居屋天盛苑及天富苑齊齊破頂，前者3房戶
剛以228萬元易手，呎價2673元，貴絕天水圍；大埔屋苑亦連環
造出高位，其中大埔中心3房戶以每方呎6609元沽出，同區交投
疏落的美豐花園亦於2日內2度破頂，樓價仿如脫韁野馬。

本報記者 林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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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東方臺原貌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