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大屋苑吞蛋
樓市一夜冰封

【本報訊】記者梁穎賢報道：港府兩辣招壓陣，效用立竿
見影，成交急冷卻，業界預期明年整體住宅交投僅得7.7萬至
8萬宗，較原先估計收窄10%，樓價或跌15%。

美聯集團執行董事兼集團住宅部行政總裁陳坤興及首席分
析師劉嘉輝表示，自 SSD 推出後，其實已令短線炒家絕跡，
但副作用是收窄了二手盤源。根據美聯物業10大屋苑放盤量
資料，二手巿場放盤量由2010年10月SSD措施推出前約6,507
宗，跌至 2012 年 9 月份錄得的約 4,164 宗水平，累積跌幅約
36%，相信是次出招將徵稅年期由兩年延至3年，有機會因而
鎖死盤源，不但無助放盤量回升，更可能進一步收窄二手盤源
，或令未來二手缺盤問題惡化。

中原地產亞太區住宅部總裁陳永傑形容海外買家為 「懲罰
性稅項」，稅率高達15%遠較新加坡的10%為高，將完全杜絕
海外買家購買香港物業，令香港物業流動量大大降低， 「塘水
滾塘魚」，令全港物業猶如變作 「港人港地」，他相信，此舉
將會大大降低香港物業於國際市場的吸引力，預料兩招或會令
香港私人物業樓價下調10%至15%。

【本報訊】記者梁穎賢報道：政府
落閘趕客，全城新盤近乎 「拍烏蠅」，
唯獨於出招當晚提前開賣的元朗尚悅有
生意，仍有零星本地用家無懼終極辣招
照舊入市，今次嚴打對象的內地客近乎
絕跡，一名未能趕上尾班車的內地準買
家炮轟新招對內地客有欠公平。

新世界夥恒地的元朗尚悅，變陣提
前於辣招公布當晚開賣，大批趕到 「氣
咳」的買家迫爆售樓廠，場面相當墟冚
，但辣招凌晨 12 時生效後，昨日變得
水靜鵝飛，現場未見排隊人龍，與首日

開賣的熱鬧大相逕庭。該樓盤
過去兩日約沽300伙，呎價最

高8700元，套現13億元。
市場消息人士稱，不少內地客周五

當晚特意從內地趕來入市，但昨日卻近
乎絕跡，1名未能趕上尾班車的廣西準
買家，更炮轟政府針對內地客徵重稅簡
直不公平，令她受影響無法買樓自用；
不過也有內地客睇樓客認為措施沒有問
題，不覺得帶來麻煩。

政府落重藥，除尚悅有生意外，其
餘新盤成交零星，馬鞍山迎海只沽出1
伙，另九龍城御門．前、油塘 Ocean
One、黃大仙現崇山及白石角溋玥等都
未發市，總括昨日一手約錄100宗成交
，全由尚悅撐起。

業界料明年
樓價挫15%

冇咗內地客新盤拍烏蠅

▼尚悅一晚墟冚過後場面冷清，
示範單位排隊人龍絕跡，地產經
紀多過睇樓客（小圖）

本報記者梁穎賢攝

新盤睇樓客心聲

【本報訊】限制非香港永久居民買賣房屋的
「港人港地」政策仍在研究賣地條款，針對境外

買家的 「買家印花稅」就橫空而出，外界質疑
「港人港地」是否胎死腹中，發展局局長陳茂波

表示， 「買家印花稅」是針對市場泡沫的即時措
施， 「港人港地」如期推行。

袋裡還有房屋措施
陳茂波昨日出席一個電台節目時表示，過去

數年本港私人樓宇供不應求，而非本地居民購買
的比例有所上升，減低本地人置業機會，政府希
望透過開徵 「買家印花稅」，加重非本地居民買
樓成本，有助即時遏止非本地買家的入市意慾。

他又說，買家印花稅定在樓價百分之十五的水平
，是考慮樓市升幅，及QE3形成泡沫等因素。

對於有指 「買家印花稅」或影響香港的競爭
力，陳茂波指，政府有考慮過，但認為毋須憂慮
，因為新加坡也有買家印花稅，澳洲也對境外人
士買房有很多限制，但都未見影響它們的競爭力
。至於買家印花稅百分之十五，比新加坡高出五
個百分點，是考慮到房市的升幅及泡沫風險，因
此 「一是不出手，一出手就要有效，出招要狠、
快、準」。

至於買家印花稅會否成為恆常政策，陳茂波
說，政府會繼續監察市場情況，當樓市恢復穩健
會檢視。他又透露，有關措施經一段時間考慮，

政府仍有其他房屋措施放在 「口袋」中，有需要
時會拿出來用。

樓市將由用家主導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則表示，政府

日前推出兩項新招為樓市降溫，包括調整額外印
花稅（SSD）及新推 「買家印花稅」（BSD）不
會推高現時樓價，反而可以減少短炒投資者。他
希望，新措施可令樓市變成用家主導。

此外，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認為，新措施可
以穩定樓市，給予真正本港買家置業的機會。其
他國亦有買家印花稅，相信新措施不會令地產商
無所適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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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政府推出兩招穩定樓市，運輸及房
屋局局長張炳良（上圖）表示，對整體供應有信心
，由於市場對住屋的需求殷切，發展商不會漠視市
場需求而減少供應。

張炳良昨日出席一個電台節目時表示，美國量
化寬鬆措施下，資金充裕，加上低息，令市場覺得
樓價只上不落，樓市泡沫急促形成，對宏觀經濟不
利，甚至影響金融體系的穩定，一旦泡沫爆破，對
經濟民生都造成影響。昨日開始生效的兩項穩定樓
市措施，主要針對短期炒賣活動，令樓市恢復平穩
發展，及滿足本地居民置業需要，不會影響買樓自
住或作長線投資的買家。

張炳良表示，新措施對樓價和市民的置業行為
定會構成影響，但這是非常時期的非常措施，會密
切留意新措施推出後對樓市的影響。他強調，推出
新措施並非要指導樓市發展，而在樓市受亢奮情緒
影響下，作出回應，避免樓市泡沫風險加劇，如果
再有需要，政府會繼續推出新措施。

對於有擔心新措施會導致供應減少，張炳良說
，對整體供應有信心，相信不會出現大變化，而市
場對住屋的需求殷切，發展商不會漠視市場需求的
增加。他重申，解決樓市供求失衡，主要仍然是加
大供應，政府正積極物色住宅用地及改建工廈，並
為本港房屋長期需要進行評估，做好土地規劃，確
保有充足單位供應，令樓市得到長遠平穩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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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兩招 「殺手鐧」 震散樓市，出招
首個周末二手樓市場近乎癱瘓，10大藍籌
屋苑成交全線 「吞蛋」 ，為近10年罕見，
個別單位由原來 「皇帝女唔憂嫁」 淪為減
價貨，多個屋苑驚現劈價跳車盤，其中鰂
魚涌康怡花園單位狂劈價13%，樓市一夜
間由天堂跌落地獄。 本報記者 梁穎賢

政府落重藥，10 大藍籌全線應聲 「吞蛋」，美
聯集團執行董事兼集團住宅部行政總裁陳坤興及首席
分析師劉嘉輝表示，2010 年11 月SSD 實施後首個周
末，10 大屋苑成交急跌近 80%，預計本周末 10 大屋
苑成交劇跌，預料跌幅同近80%，成交宗數或低至單
位數。

康怡單位狂減13%
樓價只升不跌的神話開始幻滅，政府出招後樓市

大逆轉，樓價高高高變為劈劈劈。驚青業主群起減價
出貨，康怡花園劈得最勁，B 座中層 2 室 805 方呎，
新辣招前單位仍是 「皇帝女唔憂嫁」，業主甚至反價
40萬至760萬元，出招後業主頓成驚弓之鳥，即晚減
至680萬元，最後以675萬由港客趕上尾班車，前後
狂減13%，屬近年旺市少見的劈價個案。

荔枝角美孚3期百老匯70號高層D室949方呎，
原叫價698萬，昨日即減20萬至678萬，減價後仍未
賣出。中原地產首席分區營經理林家傑表示，美孚睇
樓量向來稀疏，昨日更加 「拍烏蠅」，個別業主亦擴
大議價空間，預計短期成交將陷冰封。

天水圍柏慧豪廷6座高層G室777方呎，原叫價
388 萬元，前晚即減至382 萬元，昨日獲本地客承接
，呎價4916元。此外，經紀表示今年狂破頂、395方
呎1房也升逾330萬元的沙田第一城，約有15%業主
減價。

一城業主爭相減價
除劈價外，也有用家趕入市，中原地產太古城金

星閣首席分區營業經理張光耀表示，政府突發推出兩
辣招，頓時殺個樓市手足無措，睇樓近一周意欲貨比
貨的買家，因為要用公司名義買樓，前晚得悉出招後
即漏夜急 「Call」該行，扑槌買入金楓閣高層 G 室
1137 方呎 3 房，原業主最初叫價 1670 萬元，雙方議
價 3 小時，業主終肯酌情減價 32 萬元，以 1638 萬元
易手，呎價約14406元，成功趕及於昨夜12時前簽約
，買家避過被徵收重稅。

中原地產嘉亨灣第二分行經理陳凱超表示，內地
老闆得知外地人士昨日起買樓要打重稅後，漏夜趕至
買入嘉亨灣 5 座高層 D 室 928 方呎 3 房收租，作價
1130萬元，呎價約12177元，買家避免繳付買家印花
稅，變相節省置業成本高達169.5萬元。

政府出辣招前，更有買家大無畏高價接貨，傳九
龍灣德福花園 S 座低層 1 室 672 方呎，獲港客以破盡
屋苑紀錄的600萬及呎價8928元承接；另粉嶺牽晴間
9 座中層 G 室 672 方呎，由內地客趕上尾班車以 438
萬元買入，呎價6518元創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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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招生效前減價成交
太古城金楓閣高層G室
1137137平平方呎方呎 成交價成交價：：16381638萬元萬元 呎價呎價：：1440614406元元
嘉亨灣5座高層D室
928928平平方呎方呎 成交價：成交價：11301130萬元萬元 呎價：呎價：1217712177元元
九龍灣德福花園S座低層1室
672672平平方呎方呎 成交價：成交價：600600萬元萬元 呎價：呎價：89288928元元
粉嶺牽晴間9座中層G室
672672平平方呎方呎 成交價：成交價：438438萬元萬元 呎價：呎價：65186518元元
天水圍柏慧6座高屋G室
777777平平方呎方呎 成交價：成交價：382382萬元萬元 呎價：呎價：49164916元元
康怡花園B座中層2室
805805平平方呎方呎 成交價：成交價：675675萬元萬元 呎價：呎價：83858385元元

▲陳茂波表示， 「買家印花稅」 是針對
市場泡沫的即時措施

▲業界預期明年住宅成交將減少一成▲業界預期明年住宅成交將減少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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