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樓市熱爆並向一手傾斜，發展商亦不斷趕快建樓，今年首十個月已有逾百份住宅
及商住項目獲批建築圖則，料將為最少七年的同期新高紀錄，最新十月份的十三份住
宅及商住項目獲批則，當中最矚目的為希慎興業（00014）擬重建中半山竹林苑，及
新地（00016）西鐵元朗站北地盤有四幢住宅獲批則。

大公報記者 林志光

屋宇署昨日公布，該署十月份共批出二十三份
建築圖則，包括十三項住宅及商住發展、三項商業
發展、兩項工廠及工業發展及五項社區服務發展。
其中近年轉趨活躍投地的希慎，除年前夥香港興業
（00480）連摘兩幅大埔露輝路中密度住宅地外，
同時亦謀將公司收租旗艦住宅屋苑，位於堅尼地道
74至86號的竹林苑重建，於十月份獲批一份建築圖
則，將在七層平台之上，興建5幢32至36高住宅大
廈，可建樓面超過69萬方呎。

元朗站北地盤建四幢住宅
竹林苑現址原為希慎利氏家族的祖屋地，佔地

約8.2萬方呎，於1920年落成一幢古堡式大宅連歐
陸式花園，多位家族名人如利希慎及利銘澤等，都
曾在大宅生活。至1981年，利氏家族將該大宅地皮
，興建為現時竹林苑，於1985年落成。

根據資料，竹林苑共有5座逾30層高大廈及1座
8層高大廈，於2002年曾完成物業翻新工程及增設
配套設施等，耗資約3.6億元。現共有345個一至四
房住宅單位，面積約986至5964方呎不等，另有436
個車位。

至於新地於2015年斥逾90億元投得的西鐵元朗
站上蓋商住項目，其中純住宅發展的北地盤，於十
月份獲批則，會在5層平台上，興建4幢23至35層高
住宅大廈，可建樓面超過73萬方呎。另尚待批則的
南地盤，會在一個大商場之上，建2幢住宅大廈。

整個元朗站項目料可提供最少約1900個住宅單位。
其他商住發展方面，連掃啟德4幅住宅地的海

航集團，其中1L區3號地盤率先獲批則，擬作洋房
及分層住宅發展；恒地（00012）紅磡大型舊樓重
建中，位於黃埔街1至21號舊樓地盤率先獲批則；

和信置（00083）位於大埔白石角及中環嘉咸街A地
盤的兩個項目也獲批則。

首十月動工量料16年新高
據統計，屋宇署今年首十個月已批出103份住

宅及商住發展圖則，超過去年全年的94份之數，與
2014年的105份比，只差兩份，應是2010後的同期
新高。

此外，發展商通知屋宇署會動工的住宅及商住
項目，首十個月有超過1.87萬伙，應是十六年的同
期新高，而且過去兩年動工單位也各約1.81萬及
1.97萬伙。

【大公報訊】記者林志光報道：2017
年即將過去，不少發展商早已部署明年推
盤計劃，其中，中國中冶（01618）原擬今
年賣荃灣青龍頭逸璟．龍灣，現擬明年首
季開售。另恒地（00012）元朗尚悅餘下的
10個單位，下月便擬加價兩成賣。

中冶置業營銷總監胡英表示，逸璟．
龍灣是集團在港的頭炮，現正待批預售書
，估計可在明年首季賣樓花。該盤共有
兩幢住宅大廈，共約200個單位，主要的一
至三房單位，實用面積約300至930方呎，

另有兩個面積約3000方呎的頂層連天台單
位。樓盤預計明年底入伙，總投資約10億
元。

另邊廂，恒地營業（一）部總經理林
達民稱，尚悅尚餘的10伙，全為實用面積
逾770方呎至約2000方呎的頂層連天台，或
一樓連平台的單位，當中七伙已公布售價
，約值1.46億元，平均呎價只約1.8萬元。
不過，因同區同類單位，曾有造價每呎達
2.6萬元，公司擬將該批單位重新訂價，擬
加價約兩成，下月再賣。

而近日不斷進行軟銷的新地（00016）
馬鞍山雲海，新地代理總經理胡致遠表示
，該盤的每呎管理費約4.38元，首批單位
最快明年一月發售。

此外，興勝創建（00896）等發展的火
炭MOUNT VIENNA，剛更新價單，七至
八樓B室複式單位，定價由1.03億元升至
1.06億元。另新世界（00017）昨日售出西
貢傲瓏兩個單位，分別是10座7樓B室及15
座1樓D室，成交價各約4113萬元及1990萬
元。

【大公報訊】記者林惠芳報道：資金
積極流入車位市場，推動車位身價急漲，
並輪流刷新高價紀錄。新近，新蒲崗譽．
港灣有車位炒上380萬元，創東九龍車位造
價新高。

據土地註冊處資料顯示，譽．港灣B2

層單號車位，以380萬元易手，料創東九龍
單一車位成交價新高，原業主於2011年以
2658萬元買入該屋苑單位連車位，現趁好
價將車位拆售。

此外，資料顯示，土瓜灣傲雲峰停車
場二樓一個雙號車位，以190.5萬元易手，

原業主於2009年僅以36萬元買入
，持貨約八年，車位升值達154.5
萬或4.3倍。車位升勢蔓延至深井
，豪景花園一個單號車位以67萬
元易手，賣方於2015年五月斥
30.3萬元入市，兩年半升值36.7
萬或1.2倍。

此外，長實（01113）荃灣
環宇海灣兩個地下相鄰車位，投
資者於2015年11月各以5萬元買
入，合共10萬元，剛分別以13.9
萬及15萬元轉售，成交價共28.9
萬元，兩年升值近1.9倍。

樂悠居一房戶10日貴38萬
【大公報訊】記者林惠芳報道：昔日

被地產代理稱為 「窮人恩物」的荃灣上車
盤樂悠居，在樓市升浪下跑贏大型屋苑，
最近有一房單位以535萬元易手，帶領該廈
分層標準戶呎價首次升穿1.7萬元，較隔鄰
單位約10日前造價更貴足38萬或7.6%。除

細價樓外，九龍站豪宅擎天半島升勢亦非
常誇張，有兩房戶七個月造價貴300萬元。

擎天兩房七個月漲「三球」
利嘉閣地產高級客戶董事張志豪表示

，樂悠居低層19室，實用面積312方呎，採
一房間隔，望山景，剛以535萬元易手，折
合實用呎價17147元，創屋苑分層標準單位
呎價新高。原業主於2014年11月以380萬元
買入，帳面獲利155萬或41%。消息人士透
露，位於上述物業隔鄰的18室，享開揚山
景及市景，本月10日僅以497萬元賣出，樓
價不足 「五球」，現相隔短短約10天，鄰
屋已賣貴38萬，升幅高見7.6%。

於2012年，有地產代理張貼了一則售
樓廣告，內容是介紹樂悠居一伙實用面積
538方呎的三房單位，開價410萬元，並大
字標題以 「窮人恩物」招徠，事件引起全
城熱議。如今，這個被稱為 「窮人恩物」
的私人住宅，連一房單位也升穿500萬元。

樓價失控，除了細價樓外，九龍站豪
宅細單位升勢也非常誇張。消息人士透露
，九龍站擎天半島五座中低層A室，實用
面積620方呎，採兩房間隔，新近以1693萬
元易手，實用呎價27306元。原業主於2011
年初以1080萬元入市，持貨近七年，帳面
獲利613萬或57%。資料顯示，位於成交單
位高三層的A室，今年五月份僅以1400萬
元易手，現相隔只有七個月，樓下比樓上
單位賣貴293萬元或21%。

新港城呎價首衝破1.7萬
二手破頂價不絕於耳，馬鞍山新港城

呎價首次衝破1.7萬元大關。利嘉閣地產首
席聯席董事劉鵬昌透露，新港城四期H座
低層03室，實用面積338方呎，獲買家以
575萬元承接，實用呎價達17012元，為屋
苑呎價首次升穿1.7萬大關。據悉，原業主
於2011年2月以約258萬元買入，持貨六年
，帳面獲利317萬元或1.2倍。

譽．港灣車位380萬貴絕東九龍

伯恩光學逾16億統一業發工廈二期

首十月逾百住宅獲批建築圖則創七年新高

希慎竹林苑重建為69萬呎豪宅

【大公報訊】記者林志光報道：伯恩
光學有限公司或有關人士收購的觀塘業發
工業大廈第二期，昨日成功以強拍底價逾
16.21億元，統一業權，地盤可重建作工廈
，或透過改契作商廈發展。

該幢舊工廈位於開源道75號，現樓高
約15層，並設有三部升降機及三道公用樓
梯，於1978年落成，已有近40年樓齡，伯
恩光學等約於2010年開始展開收購行動，
並於2014年取得逾八成業權後，向土地審
裁處申請強拍令，今年10月獲批強拍令，
昨日舉行強拍。伯恩代表以底價16.21592
億元投得。

該工廈地盤面積約兩萬方呎，土地用
途為商貿地帶。負責拍賣的萊坊執行董事

陳致馨表示，業主應會拆卸重建，如欲作
商業發展，則須先改契及補地價，此地地
積比為12倍，即可建樓面約24萬方呎。他
稱，工業大廈強拍一向較少，長沙灣有工
業大廈或於明年初申請強拍令。

根據資料，伯恩光學由楊建文家族創
立，目前是全球最大生產玻璃觸屏面板的
生產商之一，全球市場佔有率估計超過
60%。

該公司現時在深圳和惠州設有兩個大
型生產基地，共有約14萬名員工，去年收
入達360億元人民幣，主要顧客是蘋果電腦
及三星等手機及電腦名牌公司。楊早前接
受媒體訪問時，曾透露有意在港上市集資
，集資額超過100億元。

中冶頭炮逸璟．龍灣下季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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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份主要批則項目
位置

中半山堅尼地道竹林苑

薄扶林道138號

西營盤東街42至46號

西貢清水灣道385號雲臺

長沙灣前懷德工業大廈

紅磡黃埔街1至21號

西鐵元朗站北地盤

大埔白石角科研路

中環嘉咸街項目A地盤

將軍澳日出康城九期

啟德1L區3號地盤

何文田布力架街12號

赤柱市場道7號及赤柱大街78至79號

西環港島太平洋酒店現址

佐敦莊士倫敦廣場現址

類別

住宅

住宅

商住

住宅

商住

商住

住宅

住宅

商住

商住

住宅

住宅

酒店

商業

商業

樓面（方呎）

69.03萬

1.78萬

1.88萬

0.99萬

23.27萬

17.75萬

73.24萬

41.28萬

11.11萬

114.59萬

39.70萬

0.52萬

1.02萬

14.09萬

10.97萬

發展

5幢連平台高39至43層住宅大廈

3幢4層高洋房

1幢21層高商住大廈

7幢2至3層高獨立屋

1幢連地庫共33層高商住大廈

1幢26層高商住大廈

4幢連平台共28至40層高大廈

3幢連地庫共17至19層高住宅大廈

1幢連地庫共26層高商住大廈

3幢連平台共61至63層高大廈

4幢洋房，2幢5層高住宅，及3幢30至32層高住宅

1幢連地庫共3層高獨立屋

1幢7層高酒店

1幢25層高商廈

1幢20層高商廈

發展商

希慎興業

菱電

TDS

資本策略或有關人士

新世界

恒地

新地

信置

信置

會德豐地產

海航集團

嘉道理家族

裕景興業

信置

莊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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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半山竹林苑外觀

▲竹林苑（紅框）現址原為希慎利氏家族的祖屋
地，佔地約8.2萬方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