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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中醫執業資格試的資格
(1) 申請人如令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中醫組（中醫組）信

納在他申請時已圓滿地完成中醫組認可的中醫執業訓練
本科學位課程或中醫組認可與該課程相當的課程，則有
資格參加中醫執業資格試；或

(2) 已獲中醫組通知須透過參加及通過中醫執業資格試而獲
取註冊資格的表列中醫。

申請日期
(1) 2013年中醫執業資格試第I部分筆試將於2013年6月

舉行，第II部分臨床考試將於2013年8月舉行。

(2) 參加2013年中醫執業資格試的申請書必須於2012年9
月17日至2012年10月31日期間（包括首尾兩日），送
達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秘書處，逾期申請恕不接納。

(3) 如申請人為表列中醫或重考人士，則須於2012年9月
17日至2013年3月29日期間報名參加考試。

(4) 有關申請參加2013年中醫執業資格試的資格及申請程
序，請參閱《2013年中醫執業資格試考生手冊》。
《2013年中醫執業資格試考生手冊》、申請書及報名
表現於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管委會）秘書處派發，
申請人亦可於管委會網頁（www.cmchk.org.hk）下載
，或透過衛生署中醫藥事務部查詢熱線2574 9999以
傳真方式索取有關資料。

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秘書處地址：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13號
胡忠大廈22樓2201室

查詢電話：2121 1888

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中醫組

君珀6伙傳獲大款4億掃貨

公屋景林邨呎價5560元破頂

迎海下周預售決戰瓏門
恒地（00012）夥新世界（00017）的

馬鞍山迎海等了又等的售樓紙，終於前日
新鮮批出，發展商即日上載樓書及簽發銷
售委託，下周初公布售價，象徵正式向新
地（00016）屯門瓏門下戰書，新地表明
未來3日公布售價，兩盤搶客戰下周大爆
發，首批同樣以過千呎大戶決戰。大戰在
即，馬鞍山屯門二手近癱瘓。另長實
（00001）中半山君珀傳獲大款3至4億元
掃6伙。

本報記者 梁穎賢

新地（00016）山頂加列山道12號及南豐東涌
55B 區住宅等兩項物業申請預售，涉及逾 1400 伙
，兩盤各安排最快明年下半年及上半年開賣。雖
然瓏門上月批出預售，但又有兩個項目新增申請
，待批預售單位滾至9450伙，創過去15個月以來
新高。

地政總署接獲兩份新申請預售個案，包括加
列山道12號項目Twelve Peaks，提供12座洋房，
市場估計意向呎價8萬元或以上，計劃明年下半年
開賣；以及南豐前年自己抬價買入的東涌55B區住
宅，總共 1419 伙，最快明年上半年開賣，市場料
呎價約6000元起。

至於該署8月僅批出1份住宅項目預售樓花同
意書，為新地屯門瓏門，項目提供 1075 個住宅單
位，預計於2013年落成。

截至8月底，連同加列山道及東涌兩個新增項
目，有待核准的住宅項目預售樓花同意書申請共
21份，涉及9450個單位。

美聯物業首席分析師劉嘉輝表示，單位涉及
逾千伙的屯門瓏門終於8月份批出預售樓花同意書
，惟上月再有逾 1400 個單位新增申請預售，導致
最新累積待批樓花的單位不跌反升。截至8月底，
共有達9450伙，創過去15個月以來新高。

劉嘉輝補充說，上周 「梁十招」中會加快審
批預售樓花同意書，目前有近 9500 個單位待批預
售，只要配合政府加快審批的話，已可加速市場
一手推盤的步伐，紓緩因SSD（額外印花稅）令放
盤量減少的供應壓力。

劉嘉輝續稱，首8個月新申請預售樓花的單位
數目合共高達8109伙，比起去年同期6017伙高出
近35%，足見發展商加快部署推盤之勢。事實上，
發展商加快推盤步伐意慾明顯，今年首8個月新申
請預售樓花同意書數目達 16 份，相比起去年同期
的9份明顯增加；與此同時，8月份待批預售樓花
同意書數目已累積至21份，該數字創下近15個月
新高。

加列山與東涌兩盤申預售

公營房屋高價鋪天蓋地，重災區將軍澳隨着
癲市狂潮鹹魚翻生，景林邨 1 伙實用面積 348 方
呎公屋戶，剛於自由市場以 193.5 萬元易手，呎
價 5560 元創屋苑新高，僅次於區內公屋王寶林
邨。

世紀21經理魏仕良表示，將軍澳景林邨1座
低層16室，實用面積348方呎，獲區內用家透過
自由市場以 193.5 萬元買入，呎價 5560 元，貴絕
該屋苑，僅次於區內公屋王寶林邨造價達220萬
元，實用面積呎價 5774 元。青衣青盛苑 2 房以
225 萬元易手，呎價 4167 元創 1997 後新高，3 年
勁升76%堪稱升幅王。

青盛苑呎價97後新高
公屋居屋接力發威，世紀21地產經理蔡俊偉

表示，青盛苑高層8室540方呎，2房間隔座向東
南，附設靚裝，業主原先叫價228萬元，經議價
後酌情減價 3 萬元至 225 萬元（自由市場）易手
，呎價 4167 元，創同類單位 97 後新高價。買家
為同區換樓客，有見上述放盤罕有，加上鍾情單
位裝修，故斥資購入物業作自住用途。原業主於
2009 年 3 月 128 萬元自由市場購入，持貨至今 3
年帳面獲利97萬元，物業期內升值75.8%。

中原地產長發分行經理林振邦表示，青衣居
屋青華苑A座中層5室，面積456方呎，1房間隔
，剛於自由市場以212萬元易手，呎價4649元，
創屋苑1997後新高。林振邦指出，買家為用家，
本來符合資格申請置安心項目單位，但認為項目
建成需時，加上設轉售限制，決定轉投居屋市場
，鍾情青華苑購物及交通均甚方便，上址景觀開
揚，睇樓不久便決定入市。業主於1986年6月以
13.63萬元綠表購入，帳面賺約14.5倍。

金獅花園SSD盤賺35萬
細價樓嘉湖山莊繼續被熱捧，祥益地產分行

主管黃肇雯表示，天水圍嘉湖山莊景湖居3座高
層 E 室，581 方呎兩房間隔，外區換樓客睇中有
裝修及享米埔景，遂以260萬元購入，呎價4475
元創1997後分層戶新高。

樓價狂升 「辣招盤」繼續放監，世紀21奇豐
物業沙豪分行經理李仕明指出，金獅花園 1 期 B
座高層5室，面積418方呎，2房間隔，座向東北
望樓景，剛以216萬元易手，呎價5167元，買家
睇樓2日扑槌買入。原業主於去年7月以170萬元
購入，持貨至今 1 年多，扣除額外印花稅（SSD
）後，帳面獲利35.2萬元離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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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政策影響輕微的工商舖市場，投資者仍積極入市。張
姓投資者剛斥資 4400 萬元，一口氣購入長沙灣順寧道 5 個
舖位；另有投資者摸出上環荷李活道舖位，在不足1個月內
速賺500萬元，賺幅14%。

工商舖物業投資氣氛熾熱，張姓投資者透露，新近斥資
4400萬元，購入長沙灣順寧道26至36號地下4至7及10號
舖，舖位面積共 3200 方呎，部分交吉及連約形式出售，成
交呎價13750元。

此外，消息人士稱，上環荷李活道 174 至 174B 號太基
樓低層地下A號舖，面積1000方呎，以4000萬元摸出，呎
價 4 萬元，上手業主在上月以 3500 萬元購入舖位，是次轉
售帳面賺500萬元，賺幅14%。

新填地街地舖一年升值23%
另市場消息指出，油麻地新填地街 62 號地舖，面積

1000方呎，以1400萬元成交，呎價1.4萬元，原業主持貨不
足1年賺262萬元，升值23%。據了解，上述舖位所在一段
新填地街的物業，樓齡普遍達50年或以上，其中新填地街
68號及70號兩幢物業，近日傳出同樣以2600萬元成交，呎
價分別約 1 萬元及 6050 元，有市場人士估計成交或涉及舊
樓併購。

工商物業方面，市傳九龍灣企業廣場1期3座高層全層
，獲買家出價7330萬元洽購，呎價約5200元。

有業主則趁市旺放售大額舖位物業，港置旺舖營業董事
林偉文表示，獲委託放售旺角上海街664至674號上海大廈
地下入口、1樓、2樓及3樓（F及G室）連平台，另包括地
下 F 及 E 號舖，總面積 17917 方呎，意向呎價 14957 元，金
額約 2.68 億元。另美聯旺舖營業董事倫銘智表示，灣仔駱
克道236號地下連閣樓，地舖面積950方呎，以意向價7200
萬元放售。

投資客4400萬掃順寧道5舖

恒地營業部總經理林達民昨早於誓師大會證實，
迎海售樓紙新鮮滾熱辣於 10 點獲批，並連隨啟動開
賣機制，旋即於下午派樓書及上載網頁，稍後再向代
理簽發銷售委託，意味經紀可即時在市場進行推銷。

他續說，早前已預告會首批先以 1050 方呎戶型
打頭陣，現時正透過經紀等各方渠道開始測試市場反
應，視乎進度鎖定下周初公布售價，據悉初步反應相
當踴躍，極有機會於首批價單後連隨加推。而示範單
位今午率先開放予恒地會員參觀，周六對外開放。初
步預計項目第1期928伙市值約80億元。

港人港地利樓市發展
林達民早前表示，首批先推 3 座 1050 方呎戶型

打頭陣，入場呎價約8000元，最低消費約800萬元。
迎海發展商極度重視迎海的銷售前奏，進入開賣

倒數階段，積極為樓盤的促銷施展渾身解數，除請來
6大代理行的6000個經紀誓師造勢外，更禮聘鬼馬藝
員阮兆祥、江欣燕及鄧梓峰以扮鬼扮馬的喜劇形式硬
銷樓盤優點。

新世界市務總監楊文強調，港人港地政策最重要
可協助市民置業，政府可助樓市健康發展，不會影響
集團銷售策略。

迎海批樓書，售價有待公布之下，另邊廂的瓏門
也未有大動作，未見急於開價，一於敵不動我不動。
昨日找來同系的一田百貨為樓盤提供折扣加強號召。
一田百貨常務董事莊偉忠表示，凡是瓏門住客首3個
月於該百貨購物可享 9 折至 95 折優惠，同時提供送
外賣服務。

新地副董事總經理雷霆表示，瓏門開賣蓄勢待發
，決定未來2至3日公布售價，維持推售1200方呎至
尊單位，意向呎價 1.3 萬元；另今日安排約 300 名早
前對至尊單位有興趣的登記者優先參觀示範單位，稍
後再落實對外開放日期。

屯門馬鞍山成交疏落
屯門及馬鞍山大戰如箭在弦，兩區二手陷冰封，

中原地產分行經理鄺家進稱，區內業主及買家均觀望
瓏門開價再謀定後動，成交疏落。

此外，雖然內地經濟數據呈下行風險，但仍有財
雄勢大的內地大款南下大舉掃貨，銷情漸入佳境的長
實（00001）中半山君珀，昨日盛傳有內地大款斥 3
至4億元大手掃入6伙，惟此消息獲長實揸盤人營業
經理何家欣否認，但促成這單成交的九龍站代理行已
承認是經手人。

另方面，新世界沙田溱岸8號昨日加推兩伙，包
括 2 座 40 及 41 樓 B 室，面積 1224 方呎，訂價 1462.3
萬元及 1473.3 萬元，較前加價 3%，呎價 11947 及
12037元，創迎河單位新高。該盤昨日沽出2伙，買
家為本地用家及換樓客。該盤開售3個月累推796伙
，平均呎價 9104 元，累售近 720 伙，佔推出單位約
90%，平均呎價約 8600 元。市場估計項目平均具 2%
至3%的加價空間。

上半年推出的全新盤數目不多，令內地人來
港買樓比例持續減少，數據錄得連跌兩季。不過
中原指出，今年第三季將有大型新盤推售，預期
可吸引內地買家入市，今季中小型住宅市場內地
客比例有望回升；而內地醞釀放寬銀根，亦預料
可帶動內地富豪來港睇樓，相信內地客佔豪宅成
交的比例同樣報升。

中原地產研究部高級聯席董事黃良昇表示，

本港2012年第二季一手中小型住宅市場，已知內
地個人買家比例，佔宗數比例按季跌 6.2 個百分
點，有21.6%；佔金額比例按季跌5.4個百分點，
有24.5%。

二手中小型住宅市場方面，以宗數計，內地
客比例按季升 0.4 個百分點，有 7.5%；若以金額
計的比例則微升 0.6 個百分點，有 8.3%。黃良昇
分析，第二季二手樓市內地買家比例輕微上升，

一手市場卻明顯下降，主因是期內欠缺具吸引力
的一手全新樓盤登場，相信隨着第三季發展商多
推全新主打樓盤，可吸引更多內地買家入市，內
地買家比例可望止跌回升。

豪宅市場方面，黃良昇指內地個人買家所佔
成交比例已連跌三個季度，以宗數計上季比例為
27.3%，金額計則為35.2%。黃良昇認為，在全球
流動資金繼續氾濫刺激下，香港豪宅用家積極入
市，但內地亦醞釀放寬銀根，內地富豪來港睇樓
已經增加，相信第三季比例將會止跌回升。他補
充說，展望第三季有較多豪宅新盤推出，亦有助
帶動內地買家比例上升。

內地人來港買樓連跌兩季

▲將軍澳景林邨呎價創新高

▲上海街664至674號上海大廈一籃子物業放售

▲差餉物業估價署剛公布數據，樓價已經連續6個月錄得
升幅，年初至今累升13.1%

利嘉閣地產至尊豪宅禮頓道分行高級經理馮銳興表示，
跑馬地租務市場穩定，8月份全區共錄約88宗租務成交，9
月至今亦已錄得約15宗租務成交，其中包括剛錄得的比華
利山B座低層1室，單位建築面積1748方呎，4房1套房開
則，外望開揚景觀，以5.9萬元租出，呎租約33.8元。

據了解，業主於 2006 年 9 月斥資 1088 萬元購得物業，
以當時的購入價及現時租金計算，租金回報率高達6.5厘。
上述成交乃比華利山本月首宗租務成交個案。現時，屋苑約
有13個租務放盤，平均開價約為每方呎36元。

比華利山低層呎租33.8元

低息環境下，本港住宅樓價及租金再創
歷史新高。差餉物業估價署公布，7月份整
體住宅樓價指數最新報 204.9 點，按月升
1.2%，再創下歷史新高，較 1997 年樓市高
峰期高出18.5%。住宅租金同樣飆升，指數
最新報142.4點，按月升0.6%兼再創歷史新
高。

年初以來本港私人住宅樓價及租金狂飆
，據差餉物業估價署剛公布的數據，7月份
所有類別的住宅樓價指數最新報204.9點，
較 6 月份上升 1.2%，較 1997 年最高值 172.9
點高出18.5%，再創下歷史新高。樓價已經連

續6個月錄得升幅，年初至今累升13.1%。
其中，面積430方呎或以下的細單位樓

價升勢最急，指數 7 月份報 216.9 點，與 6
月份的 212.1 點，短短 1 個月間已上升 2.3%
，升幅為各類住宅單位中最大。另外，面積
1076 至 1721 方呎的單位樓價升幅不小，指
數報232.2點，樓價按月升2%；面積431至
752方呎的單位樓價則按月升0.7%。

7月份兩類住宅單位樓價下跌，但跌幅
相當輕微，包括面積753至1075方呎的中型
單位，以及 1722 方呎或以上的大單位，期
內樓價按月跌幅分別為0.1%及0.3%。

與此同時，租金指數同樣再創新高，差
餉物業估價署資料顯示，所有類別私人住宅
單位租金指數同樣連升 6 個月，最新報
142.4 點，按月升 0.6%，同樣再創歷史新高
。而今年首7個月，私樓租金累計錄得4.9%
增長，較 1997 年樓市高峰期的 139.2 點高
2.3%。

不過7月份租金升浪並非由細單位帶起
，升幅最大的類別為 1722 方呎或以上的大
單位，租金指數最新報 152.3 點，按月升
2.1%；升幅次高的則為面積 431 至 752 方呎
的中小型單位，租金按月升1.2%。

樓價租金齊齊再創新高

▲雷霆（左）稱瓏門最快2至3日內公布售價，
旁為莊偉忠

▲迎海軟銷一浪接一浪，發展商林達民（中）及
楊文（左二）昨日更於誓師大會中，邀請藝人阮
兆祥（左一）、江欣燕及鄧梓峰（右一）扮鬼扮
馬硬銷迎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