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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法例明確列明賣方繳稅項責任
針對持續熾熱的樓市炒風，港府於

2010年推出額外印花稅（SSD）打擊
短期炒賣活動，推行至今已超過兩年時
間。銀公向立法會遞交意見書，表明關
注承造樓按面對SSD走數風險，建議政
府在法例明確列明賣方有繳交稅項的責
任，另處理涉及買家印花稅（BSD）的
按揭時，豁免銀行核實借款港人身份的
法律責任。《2012年印花稅（修訂）條
例草案》委員會會議將於下周一在立法
會舉行。 本報記者 湯夢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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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銀行公會
向立法會提交意見
書，建議修訂條例
，以避免銀行須支

付額外印花稅（SSD） 「差價」，有銀行及按揭公司表
示，政府有需要釐清相關責任。中原按揭經紀公司董
事總經理王美鳳表示，政府推出的新規例不時出現此
情況，未真正推行時，難料當中的紕漏。

王美鳳指出，可能影響到法律的漏洞一定要盡快
檢討及處理，不應待到出現問題才由各方自行解決；
政府既然推出影響如此廣泛的措施，一定要有清晰指
引，當銀行遇到問題時，金管局必須解答並給予明確
執行指示。

恒生銀行分行網絡及抵押貸款業務主管譚麗表
示，SSD 「差價」到底誰付一定要說清楚，好讓律師及
銀行有清楚指示。

但她認為，出現此情況的機會很微，而且現時部
分按揭比率只得七成甚或五成，相信銀行承受的風險
不會太高。經絡按揭首席經濟分析師劉圓圓表示，銀
行處理涉及SSD或買家印花稅（BSD）的交易時尤為小
心，謹慎審批，而買家及賣家要有良好溝通及共識，
避免走數情況。

澳新銀行高級經濟師楊宇霆未有評論意見書，但
提到SSD及BSD對解決樓價高的問題功效不大，只可做
到減少短期炒賣。他形容政策 「推波助瀾」，推出SSD
及BSD後不但樓價未有下調，反而因為二手市場供應
下降而推高樓價。

他建議，政府應運用6000億元儲備去補貼有需要的
人，在 「非常時期使用非常手法」，如大量興建高質
素公屋，讓大學生及中產可安心入住，減低市民對未
來居住問題的憂慮，自然可解決市民生怕未來上車更
難，心急入市而推高樓價的問題。

立會須堵塞法律漏洞
業界回應

歐洲經濟轉壞，旋即成為市場焦點。昨日是蛇年
第二個交易日，港股早段跟隨外圍回吐，惟市場憧憬
下周A股復市開紅盤，以及城鎮化概念股有追捧，恒
指在尾段倒抽31點收盤，收報23444點，國指亦升23
點，收報11845點，大市全日成交僅466億元，較上日
減少僅百億元，更創今年以來新低。

恒指昨日跟隨亞太股市受壓，恒指低開近百點，
其後多個板塊有資金追捧，令恒指跌幅逐步收窄，並
貼近全日最高位收市。國企指數表現較佳，資源及中
資金融股等抽高，令指數早段已收復失地，其後於

11800點水平橫行。
獨立股評人余君龍表示，中資銀行股普遍造好，

支持大市靠穩，恒生指數波幅在23200至23600點之間
，金融股表現勢將主導大市走勢方向的關鍵，國企指
數短期波幅介乎11750至11950點機會大。

藍籌成份股中，20隻上升，27隻下跌，3隻平收
。重磅股控（00005）及中移動（00941）雙雙微跌
0.1%，分別收報87.55及85.75元。中資金融股呈現個
別發展，民行（01988）急跌1.2%至11.2元，人保（
01339）大升1.7%至4.77元，而國壽（02628）亦漲
1.6%。新華保險（01336）獲納入MSCI新興市場指數
，股價單日抽升3.4%至31.85元。

中汽協預期今年進口車增速將達25%，汽車股顯

著上揚。上月銷量創歷史新高的吉利（00175），股
價大升7.7%至收報4.64元，比亞迪（01211）緊隨其
後，上漲逾7%。市場傳華晨將分拆於港上市的零件
業務新晨中國，將於下周一開始路演。華晨中國（
01114）漲1.8%至收報11.18元。其餘東風（00489）
、廣汽（02238）、長汽（02333）等，升幅介乎1.2%
至2.7%。

城鎮化概念股昨日成為熱炒主題，工程機械股中
國龍工（03339）單日大升一成至收報2.3元，兩大玻
璃股信義玻璃（00868）及中國玻璃（03300）分別漲
4%及8.1%，中國建築（03311）升近1%創新高。另外
，前海概念股亦上揚，深圳科技（00106）大升7.4%
，而深圳國際（00152）亦漲6%。

港交所（00388）宣布，修訂可沽空指定證券名
單，新增27隻指定證券，包括人保（01339）、澳博
（00880）、匹克體育（01968）、長江生命科技（
00775）、好孩子（01086）、遠東發展（00035）、
金朝陽（00878）及TOM（02383）。

其餘獲列入名單的，包括渝太地產（00075）、
爪哇控股（00251）、天德地產（00266）、金利來集
團（00533）、香港華人（00655）、興業太陽能（
00750）、金衛醫療（00801）、高陽科技（00818）
、中國動物保健品（00940）、千百度（01028）、百

仕達（01168）、珠光控股（01176）、華油能源（
01251）、中國有色礦業（01258）、蠟筆小新食品（
01262）、中國機械工程（01829）、永達汽車（
03669）、伊泰煤炭（03948）及Dynam（06889）。

另從名單中剔除6隻股份，包括中國大冶（00661
）、超大現代（00682）、齊合天地（00976）、天瑞
水泥（01252）、非凡中國（08032）及洪橋集團（
08137）。

有關修訂將於下周五（22日）起生效，經修訂後
，認可沽空指定證券的總數為602隻。

可沽空證券新增27隻

本港樓價升勢持續，房委會資助房屋小
組主席黃遠輝昨日出席電台節目後表示，政
府有需要研究樓價升勢是由實質需求帶動，
還是政府推出雙辣招令交投減少，從而推高
樓價。他又認為，政府有必要推出措施令樓
價下跌，建議可以調高額外印花稅和買家印

花稅稅率，以及延長雙辣招政策，亦可以考慮收緊第
二間及以後的住宅物業的按揭成數。

至於環球經濟表現，黃遠輝認為，歐債危機仍然未
解決，歐洲央行有機會進一步減息。他又提到，環球多
國的推行量化寬鬆措施，令市場資金充裕，就算歐洲央
行再減息，對經濟刺激作用可能亦有限。

香港地產建設商會提交立法會的文件中表示，只豁
免香港永久居民免繳買家印花稅，後果是市區重建將無
可避免地受到打擊，直接降低新屋的興建量。該會建議
，如容許投資者或發展商在取得8成或以上業權後可以
獲得退回該15%的稅款，免得他們動輒需要再等上6至8
年時間待項目完成才可收回稅款。

基於同一原則，該會亦建議所有牽涉業權8成或以
上用作重建之用的物業買賣亦應獲豁免此稅項。該會亦
認為，買家印花稅並同時限制了香港市民以公司名義購
買物業的自由，政府應容許豁免部分公司的買家
印花稅。

買家印花稅初步收效
香港專業地產顧問商會則認為，額外印花稅雖然減

少了需求，但同時亦減少了供應，這個是一個很危險的
試驗，因為房地產的供應不易增加，需求卻可以頃刻來
臨，最後政府可能墮入了要不斷管制的困局，而引起了
更扭曲的市場反應。至於在買家印花稅方面，該會表示
，初步效果起碼是短暫地有用的。該會認為，縱使在新
措施下逐漸仍會有更多的內地人不惜付稅款進入香港市
場，但是相信有關的趨勢已經成功地減弱為非主流了。

至於香港工業總會雖然不反對政府推出短期性措施
冷卻樓市，但認為自由市場經濟畢竟是香港賴以成功的
基石，所以對公司和非香港永久性居民購置住宅施加買
家印應只屬暫時性。當物業市場回復穩定時，便應取消
買家印花稅。

地產代理管理協會亦認為，政府今日立例打擊炒樓
措施時，必須同時定立退市時的條件，許可下立刻取消
相關之措施而不至市場大起大落，此乃當權政府官員以
及立法會議員通過有關議案前需要考慮和討論的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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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公：SSD走數風險高

雙辣招SSD及BSD推出一段日子，效用似乎
日漸降低，住宅連SSD的成交量明顯回升，上月
共錄得187宗SSD成交個案，稅款總項達3766萬
元，按月升逾25%。雖然出招以來在執行時從未
出現過問題，但銀行公會擔心物業轉售時，銀行
有可能要填業主走數的SSD，令銀行承擔額外風
險。有見及此，銀行公會向立法會提交意見書，
立法會《2012年印花稅（修訂）條例草案》委員
會正審議因應BSD和SSD須作出的修例，並將在
下周一聽取持分者意見，至今已有20多個團體和
個人提交意見書或報名出席會議。

目前未有走數個案
SSD的計算方法除依照成交價外，政府也可

能因應物業易手時的市值再計算SSD，並要求支
付 「差價」。銀行公會向立法會提交的意見書提
到，關注銀行承造單位按揭後或未能找回業主，
而新買家未能支付SSD 「差價」，將令銀行需要
承擔有關的稅項；此外，去年10月SSD的稅階提
高，買入後首半年內出售單位的稅率增至20%，
半年至一年為15%，一年至三年為10%，且適用
期延長至三年，令銀行承受較大的經濟風險。雖
然目前未有走數個案，但有銀行及按揭公司均表
示，政府有需要釐清相關責任，認為銀行公會的
意見書合理。

銀行公會建議，條例應修訂，清楚列明銀行
毋須支付SSD 「差價」，以避免銀行承受有關風
險，條例也應該列明額外的SSD不會令住宅物業
的業權等受影響。非香港永久居民及所有公司購
買香港住宅，除了繳付一般印花稅，亦需繳付
15%的買家印花稅。該會就此提出，政府應修訂
條款，向立法會及公會確認不會對銀行公會施加
新的法律責任，例如由銀行負責確認買家屬本港
永久居民等。

立會下周開會商討
SSD及BSD影響廣泛，但不少豪客不理額外

大額稅項，相信成交個案會呈上升趨勢，市場人
士分析，社會對SSD及BSD意見一直好壞參半，
如果再有任何 「閃失」，定必惹來更多攻擊，所
以今次的條例草案會議必須解決上述的含糊不清
的灰色地帶，有可能影響業權的漏洞尤其需要關
注。

立法會將於下周一（18日）召開《2012年印
花稅（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政府當局
將會與香港地產建設商會、香港專業地產顧問商
會、地產代理聯會、地產代理管理協會等團體代
表會晤，業界普遍希望取消相關稅項，或要針對
個別情況作出豁免。

引述外電報道，壽險龍頭如HDFC Life、永明金融（
Birla Sun Life）及ICICI Prudential均表示，有興趣購買
 控 （00005） 旗 下 印 度 壽 險 合 營 公 司 Canara HSBC
OBC Life Insurance（CHOBCLI）。據兩名知情人士透
露，控顧問曾向保險公司接觸並正在考慮當中，而合營
兩個夥伴Oriental Bank of Commerce及Canara Bank，
目前尚未決定是否出售公司，或基於買方出價再作考慮。

HDFC Life 發 言 人 拒 絕 評 論 有 關 傳 聞 。 而 ICICI
Prudential一名高級管理人員確認他們對控旗下印度壽險
合營公司有興趣，但該公司發言人則拒絕對此發表評論。

買方主要看中CHOBCLI強大的分行網絡，CHOBCLI
於當地擁有6000分行，消息人士指，如果價格合適，
CHOBCLI會與豐一同退出市場，並與買方協定獨立的銀
行保險協議。

團體就SSD及BSD意見
團體

銀行公會

香港地產建設商會

香港專業地產顧問商會

香港工業總會

地產代理聯會
地產代理管理協會

香港經濟發展策略研究中心

意見
關注承造樓按面對額外印花稅走數風險，建議政府在法例明確列明賣方在
繳交稅項的責任，並豁免銀行在核實借款港人身份的法律責任
容許投資者或發展商在取得8成或以上業權後，可以獲得退回15%的稅款
，並容許豁免部分公司的買家印花稅
額外印花稅雖然減少了需求，但同時亦減少了供應，這個是一個很危險的
試驗。政府可能墮入了要不斷管制的困局，而引起了更扭曲的市場反應
不反對政府推出短期性措施冷卻樓市，但認為當物業市場回復穩定時，便
應取消買家印花稅
應向短期轉售物業的增值額徵稅，以取代額外印花稅
必須定立退市時的條件，許可下立刻取消相關之措施而不至市場大起大落
額外印花稅限售年期必須包含所有私人及工商物業、商舖及寫字樓；擁有
超過一個住宅物業人士或公司需繳交額外買家印花稅5%

控擬沽售印壽險合營

樓價屢升樓價屢升，，政府頻政府頻
出招遏止出招遏止

▲滙控的印度壽險合營公司受多間公司青睞

▲恒指尾市跌幅逐步收窄，最終倒升

▲黃遠輝認為，政府可考慮收緊第二間
的按揭成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