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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概述
“占领”行动对本港物业市场的直接影响似乎不大。

“占领”示威行动对住宅及写
字楼市场的影响不大，但部分地区
的零售业务受到影响。

由于新楼盘发售踊跃，加上投
资意欲强烈，一手住宅销量及整栋
买卖市场畅旺。

 2014年第三季度豪华公寓价
格回升约1%，当中以黄金地段交
易为主。

终端用户对传统及非核心区域
写字楼需求殷切，推动写字楼交易
量回升。

黄金地段商铺价格五年来首
次下滑，反映高端零售物业市场
走软。

大型工业楼宇的交易额及成交
量双双攀升，工业物业继续受到投
资者及终端用户追捧。 

 2015年大部分行业有望靠
稳，而黄金地段街铺价格及租金可
能下跌5%至10%。

“但若“占领”行动继续延
长，则可能影响投资情绪，尤
其是海外投资者可能会因此
而要求较高风险溢价，不过目
前大多数市场的基本面仍维
持稳健。”Simon Smith,  第一太平
戴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图 : 中环写字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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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4年第 三 季度不同类型楼宇价格变动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表 2
2014年第 三 季度主要物业投资成交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市场评论
于中环、金钟、铜锣湾及旺角的
非法路障对道路交通的影响超乎预
期，过去两周于香港多个核心商业
区的“占领”示威行动成为关注焦
点。然而，尽管有关行动造成诸多
干扰，除受阻道路街铺及政府大楼
邻近写字楼外，暂时对物业市场并
无直接影响。

事实上，早在爆发是次示威行动之
前，商铺市场表现已现疲态。由于
内地游客在港消费减少，零售交易
（尤其是高端物业）自年初起大幅
放缓。虽然前三季黄金地段街铺租
金下跌5.6%，但起初由于业主坐
拥充足资金，并不急于沽售物业，
对物业价格起到支撑作用。然而，
随着街铺租金持续下跌且短期内回
升无望，部分业主立场放软，留有
议价空间，导致2014年第三季度

价格下跌2.9%。鉴于“占领”示
威行动持续，铜锣湾、旺角及尖沙
咀商业街道路障未除，预料未来三
个月街铺租金及价格将面临进一步
下行压力。

金钟写字楼市场也备受冲击，租
户担忧示威行动再度升级。区内
商业活动或会受到干扰，恐令部分
楼宇吸引力减弱，但目前租金尚未
下跌。

迄今为止，“占领”行动未对其他
物业市场造成影响，一手住宅销售
尤为火爆，2014年首九个月录得
12,242宗交易，创下2009年以来
首九个月交易量新高。整栋物业投
资也相当活跃，福利集团以逾56亿
港元出售名下七幢整栋物业，当中
大部分交易于2014年第三季度进
行，领汇也以约30亿港元出售名下

九栋零售物业，当中五项交易于
2014年第三季度进行。

豪宅销售市场
港岛

豪宅楼价于2014年第三季略微回
升；大部分成交楼盘集中在港岛
区传统黄金地段。交投量持续低
迷，买家主要为自住用户，并受
惠2014年第三季价格回升。山顶
和南区豪宅楼价于2014年第三季
分别上升2.9%和2.0%。

排屋市场于2014年第三季大致
平稳（微跌0.2%），但交投依
然淡静。本季受瞩目的成交包括
浅水湾南湾道35号住宅用地，以
8.08亿港元代福利集团售出。半
山区宝云道10号洋房（实用面积
5,848平方呎），以4.00亿港元
成交。

九龙及新界

九龙和新界二手豪宅市场面对来
自一手市场的激烈竞争。因此，
九龙和新界豪宅楼价走势于2014
年第三季依然疲弱，均下跌约
0.6%。九龙市场的焦点集中在
义德道1及3号、傲名和隽珑的销
售。例如，义德道1及3号第2座
9楼A和B单位（连双车位），以
1.24亿港元成交。该物业实用面
积4,848平方呎，折合每平方呎
售价为23,824港元。

写字楼销售市场
港岛

尽管近期爆发的“占领”示威
游行打击金钟写字楼市场，但季
内港岛写字楼市场表现仍有所改
善，金钟╱中环地区录得数宗交
易。位于中环交投淡薄的环球大
厦第6层整层（16,693平方呎）
以3.3386亿港元（即每平方呎
2万港元）售出，远东金融中心
第42层第3至4单元（6,363平方
呎）也以1.797亿港元（即每平
方呎2.8万港元）售出。一名投
资者成功将其于海富中心一座四
项物业（第09至12单元，总面积
4,695平方呎）分契售予三名买
家，总成交额达1.13亿港元（即

2014年第三季度(%) 2014年上半年 (%) 2013年(%)

豪 华 住 宅 +1.2 -0.9 -7.3

洋 房 -0.2 -1.2 -5.7

中 环 甲 级 写 字 楼 +0.1 +2.6 -3.5

整 体 甲 级 写 字 楼 +1.0 +2.5 +3.4

优 质 街 铺 -2.9 +0.3 +1.4

分 层 工 厂 大 厦 +7.7 +2.9 +5.0

货 仓 +1.9 +3.3 +16.3

物业 地点 价格 买家 用途

九龙贸易中心2 座 葵涌 14.0亿港元/1.81亿美元 汇 汉 控 股 办公室

现崇山 黄大仙 13.8亿港元/1.78亿美元 领汇管理有限公司 商 铺

褔利商业中心 湾仔 11.05亿港元/1.43亿美元 汇 汉 控 股 办公室

骆驼漆中心 观塘 10.8亿港元/1.39亿美元 本地投资者 工厦

观塘道410号 观塘 13.0亿港元/1,81亿美元 待定 办公室

Big Foot Centre 铜锣湾 16.0亿港元/2.06亿美元 CLSA 办公室

商业大厦 中环 16.01亿港元/2.07亿美元 Modern Day 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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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平方呎2.4万港元）。上述两宗
交易均创下远东金融中心及海富中
心成交新高，可见尽管市场前景暂
不明朗，也无损买家购置经营场所
的意欲。 

港岛其他地区写字楼市场方面，上
环信德中心第23层的两个单位以
约8,900万港元售出，该楼宇第26
层的另一单位则以5,800万港元售
出。湾仔会展广场4101室（3,468
平方呎）以9,770万港元（即每平
方呎2.8万港元）售出。还有数宗
成交额介乎1,000万至3,000万港
元的交易，主要为位于湾仔及港岛
东的乙级写字楼。随着投资氛围回
暖，季内录得315宗写字楼交易，
创下自2013年第一季度宣布征收
双倍印花税以来新高。

九龙

九龙东新推一手楼盘依然备受瞩
目，若干项目继续受到买家追捧。
亿京旗下骏业街56号项目（售价
约每平方呎1万至1.1万港元）及新
鸿基旗下One Harbour Square
季内售出五层楼面（一层餐饮商铺
及四层写字楼），每层楼面总成
交额逾2亿港元，平均售价介乎每
平方呎1.2万港元至1.58万港元不
等，创下九龙东写字楼售价新高。

由于租金回报率急跌至3%以下，
且难有进一步涨价空间，上述售价
范围超出多数投资者承受能力。新
楼盘的多数买家为终端用户，当中
部分买家为区内租户，目标为稳定
长期进驻开支。

商铺销售市场
早在近期爆发“占领”示威行动之
前，零售市场（尤其是高端物业）
已呈疲态。由于奢侈品零售销售疲
弱，黄金街铺价格终止五年升势，
季内录得2.9%跌幅。尽管如此，
相比年初至今5.6%的零售租金降
幅，同期2.6%的售价跌幅表现较
好，且相比降价，业主更愿接受大
幅减租。

摆花街19号地下及地库楼层业主
就零售单元的租金要价为19万港

元，最终以15万港元成交，预期
租金收入减少21%。然而，拥有核
心地段优质零售资产的业主大多
不愿降价，虽然部分业主为维持稳
健财务状况愿意降价10%至15%。
最近期交易为雅居乐地产一名董事
以公司转让方式出售分别位于太子
（弥敦道777号地下至二楼）、湾
仔（天乐里6-18号D及E铺）及西环
（德辅道中215号商铺）的三间街
铺，总成交价2.15亿港元，较最初
叫价2.5亿港元折让14%。

尽管黄金地段街铺呈现疲弱态势，
城郊零售交投持续走高，领汇房地
产基金以总价17亿港元向多名投
资者出售新一批城郊零售中心（五
项物业）。考虑到当前投资环境，
有关商场的租金回报率（约5.5%）
及翻新的潜力较高，因而较临街商
铺更受多数投资者青睐。

工厦市场
2014年第三季录得15宗金额逾
3,000万港元的重大交易，总成交

图 1
2000年第一季至2014年第三季私人写字楼交易量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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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7年第一季至2014年第三季较大工业楼宇成交（价值逾3,000万
港元）情况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顾问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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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由于买家印花税、双倍印花税
及额外印花税令交易量下降，
豪华住宅价格前景仍不明朗。
近期内可能加息，也抑制楼价
上涨。估计2015年楼价将基本
维稳。

2015年，尽管预期大部分次
级市场的需求将回暖，但中港
关系未来走势及主要投资者对
香港的看法可能成为决定写字
楼市场走向的关键因素。如当
前“占领”行动造成的市场干
扰恶化，海外投资者或会对香
港市场要求更高风险溢价，从
而导致资本化率上升及楼价下
跌。迄今为止，由于卖方磋商
态度较为灵活，带动投资量
有所增加，但对楼价的直接影
响甚微。随着买卖差价大幅收
窄，对政治未来走向的意见分
化有时也可能刺激市场活动更
为活跃。然而，预计2015年写
字楼市场将普遍维持稳定。

额达31亿港元，环比及同比分别
上升36%及12%，反映高价值物业
继续受最终用家和投资者追捧。

季内最大宗的工业物业交易为位于
观塘的骆驼漆中心，以10.8亿港
元成交，由于楼宇刚完成翻修，很
有可能属长线投资。季内达成的其
他重要交易包括观塘的同得仕大厦
（105,833平方呎）以4.85亿港元
（每平方呎4,583港元）出售予长
线投资者；以及观塘骏业街43-45
号地盘（最高总楼面面积110,030
平方呎）由于重建发展潜力优厚而
获新世界发展以3.28亿港元购入
（每平方呎2,981港元）。季内最
大宗的货仓物业交易为粉岭的勉励
龙中心，因具有长线重建发展潜力
而获买家以5.15亿港元购入。

货仓／工业物业活化和重建越趋普
遍，部分卖家直接将手持的物业售
予着眼于物业发展潜力的投资者。
一旦达成交易，物业租户便须搬
迁，为原本供应紧张的市场制造更
大的需求。例如，东方物流中心
（210,000平方呎）以7.50亿港元
出售予看中其发展潜力的投资者。
据闻自用业主东方物流已租回物
业，为期三年，其后或需迁出或终
止营运。

展望2015年，由于修订“个人
游”政策（极可能对现行“一签多
行”政策施加更多限制），加上内
地反腐措施及经济增长放缓可能
导致内地游客在港消费减少，预期
奢侈品零售销售将持续下滑，零售
物业租金及价格将进一步下降5%
至10%。

整幢楼宇交投氛围持续畅旺，反映
市场对工业物业（尤其是具备再开
发潜力的楼宇）需求强劲。由于工
业物业价格持续攀升，终端用户正
逐步被挤出市场，部分占用者选择
获利沽售，其他则摇身变为业主。
鉴于资金充裕买家减少，加上多数
卖家持观望态度，预期今年第四季
度的成交量或会下降，楼价则有望
维稳。市场对物流设施的需求，加
上工业物业的再开发潜力，有望带
动工业物业价格及租金于2015年
进一步上涨约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