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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人士表示，兩盤的開價策略背馳，銷情反映
淡市開盤，貼市價令市場大為受落，料天晉Ⅱ成大型
新盤訂價策略指標。

市場消息稱，天晉Ⅱ接獲約500個登記，相對首
批50伙超額9倍，發展商前晚突擊率先以抽籤形式賣
出4個平台特色戶，尚餘46伙昨午突擊通知代理傍晚
七時簽約。

60名買家爭購2伙
較早時發展商已向4間代理行派貨，各代理再自

行分貨，派得最多貨的中原也只獲配15間，其中主區
（即將軍澳）只獲配3個單位，另3間行的主區只獲2
至3伙，間間行出現分貨 「唔勻」，幾乎平均每10個
客爭1個單位，有代理行甚至有17個買家爭購3個單位
，另1間則有60個買家爭2伙更誇張，售樓現場群情洶
湧，500個買家爭購46個單位，屬出招後罕見，發展
商為免代理行因搶貨內訌，索性以抽籤開賣，現場氣
氛相當緊張，中獎買家仿如中六合彩歡喜若狂，46個
單位最終被500個買家瘋搶1句鐘下一件不留，其餘
450個買家落空鎩羽而歸。另有傳個別地下花園單位
獲預留，預留呎價約1.1萬至1.2萬元。

市場消息又謂，發展商講明首批單位只限售予持
有本港永久身份證居民，內地客及公司名義用家謝絕

入場，加推單位會否開放予該兩類買家暫時未知，不
過銷情足以證明，本港用家及換樓客市場龐大，即使
戶戶過千萬元，負擔力強勁的本地客足以撐起，無需
靠外援（內地及外地客）插一腳。消息謂發展商有機
會即晚再加推1200方呎4房單位乘勝追擊，同時不排
除加推若干1100方呎單位應市。

市場消息續表示，天晉Ⅱ首批全為1200呎的4房
至尊單位，建築面積呎價一律過萬元，售價伙伙動輒
千二萬元，發展商為加強號召，首批會送138萬元車
位，買家可選擇折現、建築期付款提供至簽臨約120
日內還款可扣減6%、另新地會員額外有3%折扣，扣
除上述所有回贈，建築面積呎價最低8100餘元，貼近
同區二手，遂成今次熱賣原因。故雖然近期車位大炒
特炒，更動輒炒上百萬，不少買家寧要錢不要車位，
以目標為本減樓價最實際。

此外，恒地九龍城曉薈同於昨晚開賣，可惜發展
商開賣前夕未如天晉Ⅱ般 「踩盡油」催谷，加上樓盤
實用低扯高實用面積呎價，令實用面積與建築面積相
差近1萬元，令買家望樓興嘆，以致市場凝聚力不足

，完全被天晉搶盡風頭，據悉該盤首批30伙連20伙加
推總數50伙，早前獲預留的近30伙，前晚落實成交，
部分單位屬後期加推的20伙，昨晚沽出的30伙佔可供
發售單位數目的60%，另佔整體76伙的39%，銷情略
遜天晉。

天晉曉薈開價策略全不同
該盤首批30伙，平均建築面積呎價13993元，實

用面積呎價22243元，其後3度加推共20伙，平均建築
面積呎價1.33萬至1.39萬元，實用面積呎價近2.2萬元
，不過單位建築面積細，一般300至400方呎，故售價
介乎400至600多萬之間，較天晉低一截。

市場人士表示，天晉及曉薈開價策略明顯不同，
銷情固然大別，天晉Ⅱ要市價賣因單位數量比曉薈多
，唯有求量，該盤最貴的單位已推出，未來會由貴賣
到平，即該盤未來只會越賣越平，相信細單位更加搶
爆，亦足見開價貼市仍然是買家決定是否入市的主要
因素，相信天晉Ⅱ的訂定策略將成今年大型新盤的訂
價參考指標。

譽．88推3房打頭陣
新地（00016）將軍澳天晉Ⅱ搶爆，同系元朗譽．88部署

緊 接 出 擊 ， 預 告 先 推 3 房 打 頭 陣 ， 售 價 參 考 同 系 Yoho
midtown及尚豪庭。至於連泳池的地下特色單位，市場人士預
計建築面積呎價可達1.5萬至2萬元。

新地今年推盤連珠炮發，力挽去年狂瀾，天晉Ⅱ貼市價開
賣搶到爆，同系譽．88部署接力出擊。新地代理業務部項目總
監（銷售）張卓秀敏表示，譽．88銷售部署已準備就緒，售樓
紙批出後連隨月內出擊，首批先推790至約940方呎的3房打頭
陣，該戶型約有100伙，佔項目的30%，售價將參考同系區內
的Yoho midtown及尚豪庭，最終售價有待落實。

另外，該盤提供18個特色單位，個別連私家泳池，呎價勢
必過萬元，市場人士預計特色單位有力挑戰甚至衝破區內新高
，尚豪庭呎價約1.3萬元為元朗紀錄，市場人士預計建築面積
呎價可達1.5萬至2萬元，譽．88單位建築面積介乎400至1600
方呎，實用率達80%。張強調對該盤銷情充滿信心。譽．88公
布命名至今錄逾千參觀人次，包括外地及內地客。

此外，張卓秀敏稱，該盤住客會所命名為Club MAX，耗
資6億元打造，戶內外樓面廣達3.6萬方呎。

銅鑼灣一舖難求，有發展商推出新零售項目樓上舖
預 租 ， 市 場 反 應 理 想 。 金 朝 陽 （00878） 登 龍 街
MIDTOWN其中6層已獲食肆預租，涉及樓面44100方
呎，市傳呎租高達100元，料屬區內樓上食肆舖租新高
。發展商料，整個項目每年租金收入將達1.8億元。

金朝陽執行董事陳慧苓表示，旗下銅鑼灣登龍街
MIDTOWN推出預租至今，已錄得逾300個租務查詢，
而截至昨日已錄得5宗預租個案，共涉6層樓面，包括3
樓連平台，以及26至30樓，面積共44100方呎。據悉，
全部租戶均為食肆，包括Wooloomooloo Group或旗
下品牌租用3樓連平台，以及27至28樓，另阿一海景飯

店亦租用26樓8500方呎樓面。
市場消息透露，已租出單位每月呎租達100元，創

同區樓上舖食肆租金新高，以此推算已租樓面每年租金
收入約5292萬元。陳慧苓稱，估計整個項目每年租金收
入約1.8億元，而項目早在10多年前開始收購，初步估
計總投資額約10億元。

陳慧苓表示，該盤下一步會安排預租地下至2樓舖
位，涉及面積3.5萬方呎。至於同系早前一日沽清的銅
鑼灣THE SHARP，有八至九成買家為傳統豪宅投資
者，包括兩成曦巒的買家，所有買家均只購1層；該項
目地下至2樓舖位暫未安排預租，暫時亦無意放售。

太古城8日交投24宗
樓市小陽春乍現，有 「探熱針」之稱的魚涌太

古城，本月率先掀起熱浪，短短8日已錄24宗買賣，
為 「雙辣招」以來最旺，更超越了去年1月份僅18宗
水平。地產界人士直言，太古城在每次轉角市都擔當
牽頭角色，預料其餘大型屋苑交投量亦會相繼爆升。

全港二手樓今年起以實用面積計價，一直被冠以
高實用率的太古城，本月吸引用家 「熱搶」，本月首
8日已錄24宗買賣，過去一周勁錄21宗，成交量為 「
雙辣招」後最旺。中原地產首席分區營業經理張光耀
表示，在旺市期間，太古城單日動輒10餘宗買賣，惟
「雙辣招」後已沉寂了一段時間，不過，隨用家再

次出動入市，該屋苑亦率先轉旺，本月已錄24宗買賣
，直迫上月30餘宗水平，甚至超越了去年1月份的18
宗，但仍比2011年首8日的33宗遜色。地產界人士稱
，每次樓市轉角向上，太古城都率先帶頭轉旺，預料
今次小陽春將延續至農曆年後。

同時太古城再錄高價成交。中原地產分行經理陳
曉章稱，單位為耀星閣極高層H室，屬建築面積700
方呎，實用面積603方呎，現以790萬元易手，建築呎
價11286元，創同呎數單位新高，實用呎價則為13101
元。買家為外區用家，原業主於1981年10月以62.7萬
元一手購入物業，持貨31年多，單位升值達11.6倍。

工商舖市場交投暢旺，近月全幢成交不多的工廈市場
亦傳出大額買賣。市場消息透露，資深投資者鄧成波，剛
以9.3億元沽出觀塘偉業街133號全幢工廈，為近年區內最
大額工廈成交。波叔持貨2年大賺近1倍，帳面獲利4.6億
元離場。據悉，新買家為基匯資本。

市場消息透露，觀塘偉業街133號全幢工廈，新近以
9.3億元成交。該廈上手業主為資深投資者鄧成波，在
2011年初以4.7億元購入上址，持貨至今約2年，帳面大賺
4.6億元，物業升值98%。據悉，新買家為基匯資本，該基
金早前沽出大角咀海桃灣商場，套現6.3億元。

資料顯示，該廈前稱長輝工業大廈，地盤面積14710
方呎，經修改地契及補地價後，可建樓面面積176520方呎
，以此計算成交呎價約5269元。另外，該廈早前亦已獲城
規會批准，改裝成一幢有286間客房的酒店，以及包括近3
萬方呎餐飲零售樓面。據了解，上述成交為近年區內涉資
最大的工廈買賣，去年區內成交金額最貴的工廈觀塘中藝
大廈成交價亦僅8.018億元。

此外，同區有業主放售大額物業，仲量聯行香港資本
市場部港區董事陳柱衡指出，九龍灣企業廣場第1至3座12
樓全層連兩個車位正在市場放售，第1座12樓建築面積
12309方呎，2及3座12樓建築面積則共28196方呎，全部面

積共40505方呎，業主意向呎價7200元，涉逾2.9億元。
另邊廂，近期工商舖拆售潮持續，有傳宏安（01222

）旺角彌敦道724至726號商廈項目，錄7層預留。資深投
資者黎永滔出席一代理行開幕典禮時稱，現無意拆售商場
，他指出近期有不少不熟悉舖位市場的投資者入市，為市
場帶來風險，又指部分拆場售價 「過曬火位」。他認為個
別一線區租金已見頂，造價亦見瘋狂，相信今年舖價不像
以往可以大幅上升，部分資深投資者亦已暫停入市。黎永
滔去年斥5億元入市，他謂今年投資金額未定，有意放售
部分舖位，另旗下大部分舖位已完成續租。

另一投資者黃海明亦明言，拆售商場舖位定價高，投
資者可以賺的 「水位」不大，建議初次投資舖位的投資者
入市要小心及量力而為。他謂銀行一般只能承造舖價三至
四成按揭，買家要準備相當於舖價六至七成的現金。黃氏
稱，去年共斥13至14億元買舖，為1997年後最多，今年預
算估計相若，但入市態度會較審慎，預期今年舖價將升15
至20%。

戴德梁行中國投資部董事總經理葉國平稱，小投資者
買舖時要小心，要考慮出租舖位 「未必咁簡單」，2年租
金保證期過後租客隨時搬離，屆時業主要供舖同時又要支
付管理費，隨時得不償失。

觀塘工廈全幢沽9.3億賺一倍

受到白表客獲放寬購買居屋，以及全城用家蜂擁
入市刺激，二手居屋及夾屋輪流破頂，大圍居屋海福
花園一個2房單位，以每呎7523元連地價沽，膺新界
居屋王；另鑽石山悅庭軒2房戶則以實用呎價9868元
易手，為本港史上最貴夾屋。此外，九龍站君臨天下
分層戶也破頂，一個極高層戶以實用呎價近5.42萬元
沽破盡紀錄。

海福花園膺新界居屋王
全城用家追逐細價樓，促使上車屋苑呎價不斷破

頂。地產代理透露，大圍居屋海福花園2座（福熹閣
）中層G室，建築面積545方呎，實用面積482方呎，
以410萬元在自由市場沽出，折合建築呎價達7523元
，實用呎價8506元，踢走了大圍富嘉花園上月錄得的

每呎7235元紀錄，創新界居屋單位呎價之冠，膺新界
居屋王。據了解，原業主於2011年1月份以220萬元購
入上址，帳面勁賺190萬元。

夾屋亦不遑多讓，鑽石山夾屋悅庭軒1座高層C
室，建築面積577方呎，實用面積454方呎，採2房間
隔，單位座向東南，以448萬元獲區內用家承接，折
合建築呎價7764元，為史上建築呎價最貴的夾屋，實
用呎價僅為9868元，未能打破鴨洲悅海華庭的每呎
10141元紀錄。

地產代理稱，原業主於1999年以198萬元買入上
址，帳面勁賺250萬元。

此外，世紀21助理區域經理許秋偉表示，馬鞍山
富輝花園2座高層E室，建築面積587方呎，實用面積
477方呎，屬於2房間隔，單位座向東面，望海景，以

378萬元於自由市場易手，折合建築呎價6440元，實
用面積呎價7925元，創同類型單位歷史新高。

據了解，買家為租客，有見供抵過租，故決定 「
轉租為買」購入上址作自住之用。原業主於2000年購
入上述物業，當時於自由市場以134萬元入市，持貨
至今13年，現帳面獲利244萬元，物業期內升值1.82
倍。

君臨分層5.42萬破紀錄
此外，九龍站君臨天下亦破頂，單位為2座極高

層A室，建築面積1369方呎，實用面積1070方呎，以
5800萬元沽出，折合建築呎價42367元，創該項目分
層歷史新高，實用呎價則達5.42萬元。據了解，原業
主於2005年以2250萬元購入，帳面大賺3550萬元。

悅庭軒呎價9868元稱王夾屋

▲鑽石山悅庭軒2房戶以建築呎
價7764元易手，貴絕全港夾屋

首批單位限售予本港永久居民

天晉Ⅱ一句鐘沽清一句鐘沽清
挾貼市價出擊的新地（00016）將軍

澳天晉Ⅱ打響今年頭炮，昨晚重現出招後
迫爆售樓處盛況，500個買家瘋搶46個單
位，平均每10個客爭1伙下，連同前晚已沽
的4伙特色戶，首批50伙戶戶過千萬強勢沽
清，即使缺乏內地及公司客，用家大力撐
起該盤；另高市價10%開賣的恒地（
00012）九龍城曉薈銷情則略遜一籌，首
批連加推50伙昨晚落實沽近30伙，佔推售
數目的60%。

本報記者 梁穎賢

◀天晉Ⅱ
昨晚開賣
，下午有
不少準買
家參觀展
覽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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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業街偉業街133133號前稱長輝工業大廈號前稱長輝工業大廈，，地盤面積地盤面積
1471014710方呎方呎 本報攝本報攝

MIDTOWN傳創樓上食肆呎租新高 戴德梁行料樓價再升
政府出招令住宅成交銳減，上月住宅成交佔整體物業

成交比例跌至35%低水平。不過戴德梁行認為，樓市走勢
並不受短期市況或政府政策影響，而本地需求仍然強勁，
今年中小型住宅樓價將升5至10%，豪宅則升5%以內。

政府雙辣招令住宅成交銳減，戴德梁行指，上月住宅
臨時買賣合約數字為3286宗，較年中每月逾8000宗減少
一半，住宅成交佔整體物業成交比例亦跌至35%新低水
平。

該行香港董事總經理陶汝鴻指出，雖然海外買家及投
資者轉投非住宅市場，但本地需求仍然強勁，加上按揭利
率低及通脹壓力大，對今年樓價仍樂觀。

北京譽皇殿平米價升至3.3萬
長實（00001）今年賣樓又在內地及香港左右開

弓，北京紅盤譽皇殿第2期去年超標沽出150座別墅套
現15億元（人民幣，下同），平均每平方米售價3萬
元，尚餘100套別墅部署四至五月開賣，售價可望上
調2至3%，料每平方米售價調升至3.2萬至3.3萬元，
入場費勢超1100萬元。

長實地產投資董事郭子威表示，譽皇殿去年銷情
火爆，原定限量推售的100座別墅，只消兩個周末被
搶清，短短兩周完成銷售目標，11月底再加推50座別
墅又被搶購一空，平均每平方米售價由最初2.8萬元
逐步調升至逾3萬元，每次加幅約1至2%，4批單位累
積加5至8%，整體平均每平方米售價約3萬元，連城
戶型售價約900萬至1100萬元，大獨棟戶型售價1600
至2000萬元，共套現15億元。

▲▲天晉天晉ⅡⅡ外觀外觀 本報攝本報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