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富豪海灣賣公司省稅億元
簡訊

■渣甸坊地下舖傳1.8億成交

銷售目標400億勁增30%
長實今年擬售7755伙破紀錄

香港和內地連番調控樓市，並未窒礙長
實（00001）的賣樓大計，該集團今年計劃大舉
推盤，香港和內地各推5個新盤，總共單位7755
伙，按年倍升，料套現350億至400億元，按年
勁升最多30%，不僅繼續鞏固 「售樓王」 地位，
今年的推盤伙數及銷售目標，更雙雙創出集團紀
錄新高，其中荃灣國瑞路 「昇柏山」 勢成今年住
宅頭炮，最快本月出擊。

本報記者 林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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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不斷為樓市 「加辣」，新地（00016）及新世界（
00017）已先後調低今年賣樓目標，但長實卻揚言看好樓市
，今年計劃大舉推盤。長實執行董事趙國雄表示，每間公
司都有其業務方針，公司對香港樓市前景有信心，料今年
樓價平穩發展，只會隨外圍經濟走向，而出現10%的上下
波幅。

賣樓多與「加辣」無關
繼集團去年售逾3500伙、套現約300億元，成為全港發

展商之冠。趙國雄說，今年賣樓將貫徹貨如輪轉策略，正
如特區政府所言 「成熟一項推一項」，倘樓盤取得預售樓
花同意書，便會陸續推出，預計全年可推10個新盤，合共涉
及7755伙可供發售，勢打破2003年的6000伙紀錄，目標套現
350億至400億元，勢挑戰2011年的330億元高峰。

今年賣樓破盡集團紀錄，被市場視為有 「散貨」之嫌
，然而，趙國雄解釋，公司今年推盤量多與 「加辣」無關
，公司一向不會囤積居奇，倘樓盤獲批預售文件便會出台
，今年數量較多，原因是個別新盤去年仍未獲批預售，故
順延至今年推出，而且，公司大舉進軍內地市場，今年京
、滬、粵、港四路齊發，全年銷售目標達80億至100億元，
比去年約36億元增長最少1.2倍，內地銷售額料佔集團整體
售樓目標約25%，所以亦推高了今年的推盤量。

荃灣昇柏山3月打頭陣
長實今年在港有5個新盤可供出售，涉及5238伙，部分

會分階段推售，今年銷售目標300億元。長實高級營業經理
封海倫表示，集團今年住宅頭炮是荃灣國瑞路項目，現正
等批預售文件，最快3月出擊，該盤共402伙，2房及3房比例
各佔60%及40%，面積由660至900餘方呎（建築面積，下同
），勢可迎合市場置業需求。據地政總署資料，該盤命名
為昇柏山。

值得留意的是，長實今年擬發售的5個香港新盤，佔3個
規模逾1000伙，以荃灣西站7區共1720伙最矚目，該盤共7幢
住宅，面積約600至1200方呎，其中3房佔半數，最快第3季
獲批預售，今年計劃先推800伙。此外，將軍澳日出康城第3
期A共1648伙，擬上半年出台，項目只提供3及4房大宅，面
積由900至1600方呎，目標吸納換樓客；而主打低密度的大
埔鳳園 「嵐山」共1350伙，料今年第2季尾出擊，分層面積
由650至1200方呎，特色戶面積約2200方呎。上述4個住宅盤
均待批預售文件，今年僅只北角電氣道項目屬舊契，不受
預售文件所限，項目共118伙，面積由680至1000方呎，擬於
上半年應市。內地方面，集團今年於內地3個一線城市共有5
個項目出擊，數量為歷年最多，佔今年銷售額比重約25%。

長實（00001）拆售葵涌雍澄軒酒店引起風波，
市場估計系內其他酒店將陸續拆售。不過，長實執行
董事趙國雄強調，公司今年在港有逾5200伙住宅可供
出售，現無計劃再拆售酒店，更稱公司今年很多樓賣
，需要拓展銷售部門，有計劃增聘多一組為數5至6人
的銷售隊伍。

對於近日有報道指，有拍賣行原訂為雍澄軒某單
位舉行拍賣，惟最終因業權問題擱置，趙國雄強調，
雍澄軒業主擁有酒店業權，指拍賣行對此或有所誤會。

提到 「撻訂」情況，他說，截至上周，雍澄軒已
有95%買家已經簽了正式買賣合約，近日亦陸續有零
星買家前來簽約，所以即使有 「撻訂」亦不會很多，
他重申，每個樓盤均有 「撻訂」情況出現。提到有人
就雍澄軒銷售向地產代理監管局投訴，他指，該局仍
未就雍澄軒銷售接獲的投訴個案與集團聯繫。

長實無意再拆售酒店

政府頻頻出招遏樓價，早前更宣布取消勾地，兼
持續推出大批土地。不過，長實（00001）執行董事
趙國雄坦言，不擔心政府出招，因為當局有責任調節
市場，以維持市場的穩定性。對於新賣地表，他表示
認同，並指政府能夠平衡市場，推出各類地皮，其中
大幅增加的商業用地，正好回應了市場需求。

趙國雄稱，集團一直有提醒市民，置業必須量力
而為，而政府亦有責任調節市場，以維持金融體系和
市場的穩定，所以他不擔心政府就樓市出招。

對於新公布的賣地計劃，他指出，今次推出了不
同類型的地皮，可以滿足各方需要，例如商業地皮一
直供應短缺，導致近年寫字樓售價及租金攀升，所以
政府今年推出了較多寫字樓地皮，可以平衡市場。

問及本周五截標的前何文田地王，他指出，公
司過往於何文田區有發展經驗，該地皮又位於名校網
，擁豪宅優勢，所以公司感興趣，正作出研究是否入標。

趙國雄認同新賣地表

長實2013年擬推新盤
項目地點

香港

荃灣

將軍澳

大埔

荃灣

北角

合計

內地

廣州

廣州

上海普陀

上海嘉定

北京

合計

兩地合計

樓盤名稱

荃灣西站7區

日出康城第3期

鳳園 「嵐山」
國瑞路 「昇柏山」

電氣道項目

5238伙

「御湖名邸」 第2期別墅

「都會新城」 第1期

「高．尚領域」 第1期

「湖畔天下」 第1期別墅

「譽天下」 第3期別墅

2517伙

7755伙

單位數量

1720伙2至4房單位

1648伙3、4房單位

1350伙2至4房單位

402伙2、3房單位

118伙2、3房單位

190伙

720伙2、3房單位

734伙2、3房單位

273伙

600伙

面積（平方呎）

約600至1200

約900至1600

約650至2200

約660至900

約680至1000

2476至7000

829至1023

--

2153

--

有發展商打正旗號以 「賣公司」形式幫買家避稅
。富豪（00078）受業主委託放售赤柱富豪海灣相連
獨立屋，意向價4.3億元，物業以公司轉讓形式出售
，買家可節省最多1億元印花稅。富豪補充，屋苑其

中12幢洋房可以同樣形式轉售，但指物業早年已轉由
子公司持有，認為並非 「剃政府眼眉」。

意向價約4.3億元
內地客甚多的豪宅市場在政府推出買家印花稅（

BSD）後大受打擊，有發展商改以賣公司形式出售物
業避稅。富豪執行董事范統表示，獲業主委託放售富
豪海灣D23及25雙連獨立屋，物業建築面積近1萬方
呎，意向呎價4.3萬元，意向價約4.3億元，月內會發
出銷售邀請。

今次洋房將以公司股權轉讓方式出售，如果買家
為公司客或內地客，可以節省現時新稅制下，樓價
23.5%的買家印花稅及雙倍印花稅（DSD），按意向
價計相當於超過1億元。

范統續稱，現時集團仍然持有富豪海灣19間洋房
，其中12間由子公司持有，將來可以同樣形式出售。

他直言，政府推出買家印花稅對有利這類物業，但稱
公司數年前已將物業轉由子公司持有，當時沒想過政
府會推出買家印花稅等措施，認為今次並非 「剃政府
眼眉」。

另外，同系百利保（00617）亦會負責銷售四海
國際（00120）元朗彩虹軒10個複式單位，3月底至4
月初推出，市值約1.1億元，建築意向呎價5000元。
范統又稱，未來數年富豪及百利保有4幢酒店落成，
連地價總投資額逾30億元，其中上環文咸東街132至
140號及麥連街14至20號，已經與富豪產業信託（
01881）簽署諒解備忘錄，正構思會否將酒店售予富
豪產業信託。

其他發展商亦積極推出豪宅物業，資本策略（
00497）旗下尚家生活及德祥（00372）銅鑼灣yoo
Residence最快月內登場，項目迄今錄近300宗查詢，
本地客佔七成，其餘多為外國客。

▲范統稱，集團仍然持有富豪海灣19間洋房，
其中12間已轉由子公司持有

▲長實趙國雄聯同營業部披露今年賣樓大計。前排左起：營業經理曹皎明、封海倫、郭子威、趙國雄
、劉啟文、長實地產投資董事黃思聰、高級營業經理何家欣及營業經理楊桂玲

私樓造價屢創新高，帶動二手居
屋造價亦拾級而上，其中，九龍居屋
王大角咀富榮花園再錄破頂成交，屋
苑一個2房單位造價衝破600萬元，以
實用呎價10220元易手，成為九龍區呎
價最高居屋王。另馬鞍山錦英苑亦破
頂，屋苑一個3房戶以386.8萬元連地
價沽出，創屋苑銀碼新高。

據土地註冊處資料，富榮花園6座
高層G室，實用面積592方呎，建築面
積694方呎，連地價以605萬元沽出，
折合實用呎價達10220元，建築呎價
8718元，貴絕九龍區居屋。馬鞍山錦
英苑造價破頂，代理透露，錦英苑C
座極高層9室，實用面積約554方呎，
建築面積約712方呎，以386.8萬元沽

出，屬屋苑銀碼最大，折合實用呎價
6982元，建築呎價5433元。

祥益地產營業經理袁思賢表示，
屯門居屋兆安苑錄外區投資者 「即睇
即買」，買家須繳付雙倍印花稅（
DSD）約6.2萬元。該單位為D座低層6
室，實用面積495方呎，建築面積591
方呎，2房間隔，獲一名區外投資客垂
以216萬元連地價一筆過付款購入，作
長線投資收租之用，以實用面積計算
平均呎價為4364元，建築呎價為3655
元，屬市價。袁氏續稱，該單位若作
投資收租，現時市值租金大約為8300
元，租金回報率可達4.6厘，若扣除管
理費等雜費約900元，回報率仍有4.1
厘。

富榮呎價10220九龍居屋王 12096伙樓花待批九年最多
市場對中細價新盤需求甚殷，香港小輪（00050）旗下

粉嶺逸加快銷售步伐。發展商指，可能同時推出項目1及2
座單位，個別樓層的開放式單位售價或低至200多萬元。

香港小輪粉嶺逸短期內登場，項目代理恒地（00012
）營業部總經理林達民表示，項目路演至今錄5萬人查詢，
當中不少是首次置業人士，由於市場反應理想，有機會提前
在周末開價。他續稱，首批推出單位暫訂100伙，項目入場
費有機會低於300萬元，主要是開放式單位。另外，發展商
亦擬同時開售第1及2座單位，兩座物業提供開放式、兩房等
各類單位，林達民相信可滿足不同買家需求。

另外，莊士（00367）佐敦珀軒短期內登場，發展商今
起安排部分準買家參觀示範單位，市傳發展商會在周末前上
載樓書，並在下周開價。

近年申請預售樓花的項目漸增，
惟批核進度仍然緩慢，導致積壓待批
的樓花創新高。據地政總署公布，上
月有3個新盤申請預售樓花同意書，包
括恒地（00012）與新世界（00017）
合作的烏溪沙迎海第2期；以及2個房
協住宅項目，合共涉及1170伙，導致
待批單位推高至12096伙，為去年12月
以來，再一次攀上9年多的新高水平。

據資料，上月申請預售的住宅項
目中，以迎海第2期規模最大，項目涉
及865伙，預計於2014年9月30日落成
。據了解，迎海第2期提供了多元化的
單位間隔，包括1房至4房戶型，倘若
批出預售文件，發展商計劃最快今年
第2季出擊。

其餘2個新申請預售的住宅，屬於
房協深水的喜盈及喜韻，其中喜盈
位於青山道392至410號及昌華街交界
，提供130伙，預計於2015年6月落成。
至今喜韻位於青山道346至370號及興
華街交界，提供175伙，預計於2015年
10月底落成。

另外，合和（00054）、信置（
00083）與市建局合作的灣仔利東街重
建項目，為配合前身 「囍帖街」的歷
史背景，項目命名為 「囍」；而長
實（00001）的荃灣國瑞路項目則命名
「昇柏山」。

此外，該署於2月份只批出1份住
宅預售樓花同意書，為香港小輪的粉
嶺逸，合共728伙。

逸或同推1及2座單位

工商舖連錄大額成交，市傳銅鑼灣渣甸坊9號地下舖，
1580方呎，以1.8888億元成交，有指新買家為王姓投資者，
原業主則在1996年入市，17年賺1.7088億元。恒生（00011）
以1.288億元售出香港仔大道128號地下A至C號舖及1樓；劍
橋護老院以1.45億元購入大埔運頭街20至26號地下至3樓。

美聯東南九龍區董事郭玉滿稱，出招後準買家觀望，有
一成買家 「轉買為租」。成交量方面，以紅磡海逸豪園及土
瓜灣傲雲峰為例，出招前10日分別錄得4及2宗成交，但兩屋
苑出招後10日都未錄成交。

■英皇收砵蘭街舊樓擬建酒店
油麻地砵蘭街54至60號舊樓錄成交登記，涉1.96698億

元，買家為EMPEROR HOTEL（HK）LIMITED。項目
由英皇（00163）統一業權，將重建成三星級酒店，共199間
房，投資5億元，為英皇九龍區首間酒店。

■美聯：一成買家「轉買為租」

▲長實表示，公司今年在港有逾5200伙住宅可供
出售，現無計劃再拆售酒店。圖為雍澄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