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屋苑小陽春樓價半月升3.5%

尚悅 津堤 懿山參加新盤戰

一號西九龍頂層呎價2.4萬
樓市瘋狂，多個新盤傾巢而出搶客，訂價也愈趨進取。長實

（00001）荔枝角新盤一號．西九龍，最快下周獲批預售，頂層
特色戶索價3100萬元，每呎達2.4萬元，挑戰荔枝角兼長沙灣新
高。同時，恒地（00012）元朗尚悅、香港興業（00480）愉景
灣津堤，以及利凱西環懿山等3盤昨天齊派樓書，為新盤混戰揭
開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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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樓價急速向上，居屋呎價亦令人咋舌，藍
田康田苑一個高層單位，換樓客不議價以 450 萬元
（自由市場）承接，折合呎價達7042元，貴絕藍田
二手居屋，晉身藍田居屋王。

世紀21聯誠物業董事謝寶昭表示，藍田康田苑
C座高層6室，面積639方呎，屬3房間隔，座向西
南，望少許海景，屬於優質單位，以 450 萬元於自
由市場賣出，平均呎價達7042元，成交價及呎價均
創該屋苑新高。

據了解，買家為換樓客，原業主於 2007 年 1 月

以204萬元透過自由市場購入單位，持貨至今約5年
，帳面獲利 246 萬元，單位升值 1.21 倍。康田苑本
月暫錄2宗成交，平均呎價6396元。

二線屋苑亦發力追落後，呎價頻頻破頂。美聯
物業高級物業顧問何智豪表示，沙田碧濤花園I座低
層 C 室，面積 1067 方呎，以 669 萬元易手，呎價
6270元，創同類造價新高。據了解，屋苑對上一宗
同類高層單位上月成交價僅 608 萬元，反映一個月
內造價跳升10%。

另外，大埔翠屏花園亦破頂，世紀21宇田地產
高級物業顧問羅家威表示，翠屏花園 D 座高層 8 室
，面積367方呎，1房間隔，享開揚景，以230萬元

易手，呎價6267元，創屋苑歷史新高價。據了解，
買家購入單位自住，原業主於 1995 年以 100 萬元購
入物業，持貨17年，帳面獲利130萬元。

香港置業營業經理林志雄表示，二手盤源緊絀
，買家為免向隅均即睇即入市。例如鰂魚涌康山花
園 10 低層 A 室，面積 868 方呎，屬 2 房間隔，獲用
家以648萬元購入，平均呎價7465元。

他又謂，該名買家見區內優質盤源緊絀，加上
單位裝修不俗，故即睇即決定購置單位。原業主於
1998年9月以約182萬元購入單位，是次交易帳面獲
利約466萬元，物業大幅升值約256%。本月康山花
園暫錄2宗二手成交。

藍田居屋王呎價跨越7000元

◀藍田康田苑一個3房單位以450萬元賣出

樓市轉旺，發展商加快推盤，帶動一手住宅登記急
升。據土地註冊處資料，10 月上半月，整體樓宇買賣
註冊暫錄5260宗，較上月同期的4930宗上升6.7%，其
中一手住宅註冊暫錄957宗，按月大升2倍以上，估計
全月1800宗，勢創17個月高位。

香港置業高級執行董事伍創業表示，本月二手註冊
量仍佔最大部分，暫錄 2933 宗，佔整體物業註冊量
56%，其次為非住宅物業註冊，錄1370宗，佔26%；而
一手住宅註冊量暫錄957宗，僅佔18%。

雖然一手註冊量比重較少，但卻有機會挑戰 17 個
月高位。本月一手註冊量暫錄 957 宗，較上月同期的
317 宗大幅上升逾 2 倍，更超越上月全月的 638 宗水平
。同時，上月有多個大型新盤推售，如屯門瓏門及馬鞍
山迎海，而部分成交將於本月陸續註冊登記，進一步推

高本月之一手註冊量，估計全月一手註冊將達約 1800
宗水平，屆時創本年度新高之外，更創自去年5月後的
17個月高位。

二手註冊方面，本月至今暫錄不足 3000 宗，較上
月同期3405宗回落13.9%，以中小型主導，伍創業預料
全月將錄按月跌幅，更有機會不足 6000 宗水平。以金
額劃分本月至今之二手註冊，當中錄最多註冊個案為
300 萬元或以下註冊，暫錄 1144 宗，佔整體二手註冊
39%；其次為300萬元至500萬元，暫錄946宗，佔整體
二手註冊32%，可見本月逾70%註冊為500萬元或以下
之中小型物業。

本月暫錄最多註冊之三大屋苑為天水圍嘉湖山莊、
大嶼山愉景灣及沙田第一城，當中約85%註冊為500萬
元或以下之中小型物業。

一手登記勢創17個月新高

第三輪量化寬鬆措施（QE3）推出後，本港各區樓
價全線報升。利嘉閣數據顯示，單單是本月上半月，50
指標屋苑樓價已較上月同期急升多達 3.5%，升勢之急
可與年初樓市爆發 「小陽春」時相比。其中，鰂魚涌南
豐新邨及紅磡海逸豪園等屋苑樓價升幅更逾一成。

上月中 QE3 推出後，資金流向本港住宅市場，帶
動二手成交量明顯增加。利嘉閣數據顯示，10 月上半
月全港50個指標屋苑共錄641宗買賣個案，較9月上半
月的569宗增加13%。與此同時，樓價升勢亦見明顯，
50指標屋苑現價平均較9月同期急升3.5%，升幅不比年
初大升浪遜色。

該行數據亦顯示，本月樓價升勢頗為全面，港島、
九龍及新界 3 區樓價全線報升，而 50 屋苑中樓價上升
的屋苑亦多達 43 個，比率為 86%。該行指出，大量換
樓用家及投資者入市，帶動港島區9個指標屋苑樓價按
月升4.5%，九龍區20個屋苑造價亦按月平均上升3.6%
。新界區方面，該行指由於大型新盤開售分散買家購買
力，令區內樓價在過去1個月內僅升3.1%，稍稍落後大
市。

按屋苑劃分，各區有 11 個指標屋苑樓價按月錄得
一成或以上實質升幅，當中鰂魚涌南豐新邨及紅磡海逸
豪園樓價均上升約11%，另青衣盈翠半島及西灣河鯉景
灣樓價亦升約10%。

雖然 QE3 推出後樓市價量齊升，但利嘉閣總裁廖
偉強指出，二手樓價由第三季起已連升多周，升勢略嫌
過急，買家追價力量難免減弱；再加上今月下半月樓市
步入新盤推售高峰期，料可分散二手市場購買力。他估
計，搶購熱潮降溫後，二手樓價的上升速度可望放緩至
每月2%以下，至於二手交投量則會在目前水平窄幅上
落。

低息下一眾舖位投資者買賣頻仍。消息稱，
投資者郭應龍剛以逾1億元，摸出油麻地彌敦道
一個地舖，短短 4 個月帳面賺逾 2300 萬元，賺
幅三成。另兆安李太、余旻駿、石鑑輝家族及馬
亞木等投資者亦有出手買舖。

舖市投資氣氛仍然熾熱。市場消息透露，資
深投資者郭應龍剛摸出油麻地彌敦道 448 至
452A 號地下 C 號舖，成交價逾 1 億元，以舖位
面積約 2000 方呎計算，呎價 5 萬元。據悉，郭
應龍在今年 6 月才斥 7700 萬元購入舖位，是次
摸舖帳面賺逾2300萬元，賺幅三成。

其他投資者買賣同樣未見 「手軟」。中原
（工商舖）高級營業董事陳偉材表示，銅鑼灣禮
頓道95至97號B及C號舖，面積約1000方呎，
以 7680 萬元成交，呎價約 7.68 萬元，新買家為
新晉舖位投資者余旻駿。原業主則在 2004 年以
1390萬元購入舖位，8年賺約6290萬元，物業8
年間升值逾4倍。

據悉，余亦剛摸出北角電氣道160號木蘭苑
地下 D1 號舖，成交價 2200 萬元，舖位面積 490
方呎，呎價44898元。據悉，余在上月以2038萬
元入市，一個多月賺162萬元，升值8%。

此外，消息稱兆安李太以 9100 萬元購入西
環卑路乍街 3 至 3A 號地下 4 號舖，面積 1720 方
呎，呎價52907元。另 「麻雀館大王」石鑑輝或
其家族成員，亦斥 3500 萬元購入同區吉席街 43
號地舖。

據了解，另一名資深投資者 「小巴大王」馬
亞木則購入藍田啟田道49號地下3及5號舖，成
交價2500萬元。

另外，市場消息稱，上環士丹頓街 39 號全
幢舊樓，每層700方呎，連地舖共6層，總樓面
4200方呎，以7450萬元成交，呎價17738元。

商廈市場方面，恒地（00012）柴灣東貿廣
場公布新價單，包括一層全層單位，以及4個位

於12或15樓的單位，平均呎價6909元，另有4個位於二樓
的車位，每個80萬元。其中位於23樓全層單位，建築面積
7725方呎，訂價5530.6萬元，呎價7159元。

另世邦魏理仕香港辦公樓服務部董事施立宏，獲委任為
租務代理，放租葵涌九龍貿易中心2座8層寫字樓，總面積
20.807萬方呎，每層2.6萬方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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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實地產投資董事黃思聰表示，
旗下一號．西九龍最快下周獲批預售
樓花同意書，有機會本月底推售，該
盤合共286伙，其中只有4伙的頂層天
際特色戶，面積由1100至1300方呎，
採 3 及 4 房設計，當中第 2 座 2 伙 「玥
瓏．天際尊戶」特色戶，面積約 1300
方呎，目標價為 3100 萬元，目標呎價
達2.4萬元。

尚悅擬為買家提供二按
據資料，現時荔枝角最貴特色戶

為曼克頓山的 1 座頂層複式，呎價
20703元，倘若一號．西九龍頂層特色
戶造出每呎2.4萬元紀錄，不但貴絕西
九四小龍，更屬荔枝角新高。而為了
配合銷售，該盤將於今明兩個月於內

地深圳及廣州進行展銷。
除了一號．西九龍外，昨天多達3

個新盤派發樓書，為短期內出擊作準
備，當中最矚目為 2580 伙的元朗尚悅
。恒地營業部總經理林達民昨午出席
誓師大會時表示，尚悅明天開放示範
單位予公眾參觀，有機會本周五開價
，首批不少於100伙，主打3房戶，最
快下周二開售。

林達民又稱，尚悅考慮為買家提
供二按，並設建築期及即供付款，其
中即供付款考慮扣減樓價約5%。同時
，恒地夥拍新世界的馬鞍山迎海加推
33伙，平均呎價9446元。

利凱資金發展的西環懿山亦派樓
書，第一太平戴維斯住宅銷售部資深
董事張作基稱，懿山計劃10 月底發售

，首批 10 伙，最平呎價料
1.2 萬元，入場費 720 萬元，
平均呎價 1.5 萬至 1.6 萬元。
該盤共 41 伙，面積由 582 至
1235 方呎，其中地下特色戶
意向呎價 1.7 萬元，頂層複
式戶 2417 方呎，意向呎價
2.5萬元，預計全數沽清套現
5 億元，最快 2014 年首季落

成。

津堤市傳逾30伙獲預留
另一焦點新盤愉景灣津堤昨天亦

上載售樓書，香港興業高級銷售及市
務經理陳秀珍稱，該盤最快本周內開
價，訂價參考愉景灣獨立洋房，希望
津堤特色戶可創愉景灣新高。她並強
調，該盤有機會下周推出，所以樓書
已於上周派發予地產代理，昨日將會
上載至網頁，而示範單位將於開價後
予貴賓預約參觀。消息指出，該盤已
獲預留逾30伙。

另邊廂，新世界（00017）大圍溱

岸8號昨天售出1伙4房迎河大宅，為
2 座 45 樓 A 室 ， 1812 方 呎 ， 訂 價
2273.4萬元，呎價12546元，為該盤開
賣以來分層新高，買家為內地客。發
展商昨天加推2伙2座A室應市，呎價
分別12907及13200元，售出後將再創
該盤分層新高。

此外，中原地產表示，長實中半
山君珀獲買家一口氣買入 2 伙高層單
位，涉資近1.6億元，其中高層A室，
面積 2478 方呎，屬 4 房間隔，呎價約
3.45萬元；另B室面積2007方呎，屬3
房間隔，呎價約 3.37 萬元。君珀迄今
已賣出約40伙，現時只餘下10伙待售。

銀湖天峰低層呎價7129元
馬鞍山區大型新盤銷情理想，購買力回流二手市場

，令區內二手交投持續。世紀 21 奇豐物業海柏分行助
理區域經理許秋偉表示，新近促成銀湖．天峰8座低層
H 室，面積 909 方呎，3 房間隔，座向西北，望內園及
少海景，成交價648萬元，折合呎價7129元，屬市價成
交。

買家為 「80 後」外區上車客，打算作自住之用，
原業主於2009年6月向發展商一手購入物業，當時作價
424 萬元，持貨至今 3 年，今番易手，帳面獲利 224 萬
元，物業期內升值52.8%。許氏續稱，銀湖．天峰本月
暫錄約12宗成交，平均呎價7,705元。

▲紅磡海逸豪園上半月樓價按月升幅約11%，為樓
價升勢最急的屋苑之一

▲長實黃思聰（左）表示，一號．西九龍頂層特色戶只有4伙。旁為高級助
理營業經理劉志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