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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下行打擊營商 中小企水深火熱

工商舖撤辣助套現 緩解財困
疫
▼情折騰近一年，本港經濟走下坡，銅鑼灣吉舖處處
大公報記者林惠芳攝

新冠肺炎疫情重擊本港經濟，為方便企業出售非住宅物
業套現，以應付資金周轉，新一份施政報告落實非住宅物業
全面 「撤辣」 。業界普遍認為，新措施可減低買家購入工商
舖的入市成本，相信此舉會吸引更多住宅投資者進場成為 「
生 力軍 」 ，預 料 2000萬 元以 下 的細 價物 業 率先 受 惠 。

激活交投
大公報記者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發表任內
第4份施政報告，落實撤銷自2013年
實行的非住宅物業雙倍從價印花稅，
今日起生效。林鄭月娥表示，由於受
經濟下行及疫情不明朗等因素影響，
過去一段時間非住宅物業的售價及需
求均已顯著回落，政府認為現時是適
當時候撤銷非住宅物業雙倍從價印花
稅，並會繼續留意非住宅物業的市場
情況，在有需要時會再次採取合適措
施，以確保市場的平穩發展。而房屋
方面，在現時房屋供應緊絀的情況下
，住宅物業價格仍處於一般市民難以
負擔的水平，政府並無計劃調整住宅
物業的各項印花稅安排。

謝偉銓冀再寬按揭成數
事實上，雙倍印花稅（DSD）措
施下，工商舖炒風明顯受遏。回顧
2013年初政府針對非住宅實施DSD
後，當年工商舖買賣應聲下挫，全年
只有9285宗，按年大跌49%，而今
年受疫情拖累市況更慘淡，工商舖買
賣僅約3475宗（截至11月24日），
比2012年、即辣招出台前的1.8萬宗
減少逾八成。
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
立法會議員謝偉銓表示，受黑暴及疫
情打擊，本港不少商舖及寫字樓的價
格及租金均大跌，核心區吉舖處處，
炒風幾近絕跡，政府現撤辣是適時及
合理。他建議金管局可考慮進一步放
寬針對工商物業的按揭成數限制，以
協助真正用家入市，便利有財政壓力
的商舖業主，讓他們可透過出售物業
或加按套現應急。

代理：成交短期料增兩三成
不過，謝補充說，同屬非住宅物

林惠芳

林志光

業類別的車位，在本港供應一向短缺
，導致價格屢創新高，加上車位入場
費較其他工商物業低，吸引不少
市民投資甚至炒賣，政府應
審慎考慮是否同時對車
不少商舖及寫字樓租售
位物業全面撒辣。
價格均告大跌，核心區吉舖處處
中原（工商舖）
，炒風幾近絕跡，特區政府現時撤辣
董事總經理潘志明認為
是適時及合理
，今次新措施可吸引以
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
往鮮有入市工商舖的買
境界立法會議員謝偉銓
家進場，短期工商舖成交宗
數會有兩至三成增長，當中
2000萬元或以下細額物業最為
受惠，隨着業主出售物業套現周
轉減低財務壓力，相信會刺激社會經
濟活動。不過，大額市場入市考慮因
會德豐副主席梁志堅 利嘉閣地產總裁廖偉強 美聯工商舖行政總裁黃漢成 中原董事總經理潘志明
素較多，單是寬免稅項未必成為投資
• 如果能放寬住宅按揭及 • 對工商舖市場來說是大 • 工商舖 「拆牆
牆 鬆綁」可 • 吸引鮮有進場的生力軍
入市的考慮，目前疫情反覆，加上大
辣招措施，對本港經濟
喜訊，對交投量有正面
激活市場交投，讓有意
買家進場，料成交量增
額成交以買賣公司為主，預料未必刺
會有較大的助力
作用，價格跌勢亦可得
沽貨套現的商家取得周
長二至三成，以2000萬
激到大批資金流入。
以喘息
轉 「
救命錢」
元以下細碼物業最受惠
美聯工商舖行政總裁黃漢成指出
，疫情重創本港經濟而工商舖市場首
當其衝，上月中區甲廈空置率創
2008年金融海嘯後新高，本港四大
撤辣前
撤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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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區街舖於第三季的空置率更創下
（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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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 評 點 撤 銷 非 住 宅 物 業 雙 倍 印 花 稅 措 施

撤辣前後的非住宅物業印花稅

300萬元

梁志堅：住宅也減辣更好
不過，會德豐（00020）副主席
梁志堅認為，取消非住宅物業的雙倍
印花稅，對市場的實際作用不大，因
主要是疫情影響本港以至全球經濟前
景，應盡快處理好疫情及振興經濟。
如果能放寬住宅按揭及辣招措施，對
本港經濟會有較大的助力。

標準補價計劃 加快工廈重建
【大公報訊】為加快活化工廈的
進展，施政報告中提出標準補地價金
額先導計劃，以吸引工廈業主加快重
建步伐。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表示，自
2018年施政報告公布多項活化工廈
措施，其中舊工廈重建後的最高核准
地積比增加兩成的措施深受歡迎。城
規會至今已批出超過30個重建工廈申
請，可提供約64.58萬方呎新商用或
工業樓面。土地業權人亦陸續向地政
總署提出契約修訂申請。因此，為加
快有關工作，發展局會推行一項 「標
準金額」 徵收補價的先導計劃，並正
聯同地政總署制定新計劃的詳情，目
標是2021年初推出。
華坊諮詢評估資深董事梁沛泓表
示，因現行補地價，會就每個地盤的
所在地區、位置、大小、坐向及景觀

，所批出的補價金額都會不同，令政
府與申請人常有爭拗。如將補價標
準化，相信政府所定標準補價水平
會較吸引，以鼓勵發展商或投資者
採用。
仲量聯行估價部資深董事周若瑜
表示，由於補地價需時及過程繁複，
令不少發展商及投資者對補價採取觀
望態度。現政府推行此先導計劃，可
增加計算補地價的透明度，加快補地
價過程，相信投資者及發展商將較積
極補價。
高力國際亞洲估價及諮詢服務常
務董事劉振江亦指，政府切實推行該
計劃，將為工廈重建帶來積極作用。
新建商廈有助改善舊工業區的路面使
用，減少上落貨，違例泊車使道路擠
塞的情況得到改善，為創造良好營商
環境創造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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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時之支援及措施，顯示真心協助中
小企度過難關，亦協助中小企業全面
融入國家之發展大局。廠商會要求提
高 「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 對每家
企業的資助總金額上限，或者單獨為
「本地市場」 的項目設立額外的資助
額度，以便讓之前已用完基金資助最
高額的企業亦能受惠。
同時，為進一步鼓勵專業服務業
界在新冠肺炎疫情穩定後，加強向大
灣區內地城市及海外市場推廣香港的
競爭優勢和專業服務，報告擬在 「專
業服務協進支援計劃」 下預留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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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數字截至11月24日
資料來源：中原工商舖

施政報告針對私人市場供應內容
內容
今日起取消有關稅項，恢復舊有印花稅稅率，即根據物業成交價值，只徵收由100元起，至最多
非住宅物業雙倍印花稅
成交價值的4.25%
目標於明年初推出一項 「標準金額」 徵收補價先導計劃，以鼓勵市場加快工廈重建步伐
新增活化工廈措施
擴闊「精簡發展管制督導 納入局以外的各審批部門，以更全面檢視政府和私人項目的審批程序，及理順各政策局之間與
小組」的組成及工作範圍 發展相關的規定，從而加大加快房屋供應
大公報製表
重點

庫房每年料少收數十億
政府自2010年開
始為壓抑住宅樓價而
推出一系列辣招─
樓市調控措施，惟在樓價仍持續向上
之餘，更有資金流向狂炒包括工廈、
商廈、商舖及車位等非住宅物業，促
使在2013年2月再度加辣時，所有住宅
及非住宅物業買賣，均要被徵收雙倍
印花稅（DSD），只有未持有本港住
宅物業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以私人名
義買住宅物業才獲豁免。

話你知

設中小企資援組 巢國明讚適切及時
【大公報訊】施政報告提出，成
立 「中小企資援組」 提供一站式的諮
詢及轉介服務，並計劃擴大 「中小企
業市場推廣基金」 的資助範圍，以涵
蓋由具良好往績的機構舉辦，以 「本
地市場」 為目標及具規模的展覽會，
和由貿發局及有良好信譽和往績的展
覽商舉辦的網上展覽會，並放寬只限
中小企申請的要求。香港中小型企業
總商會會長巢國明歡迎有關建議，冀
能盡快落實有關建議。
巢國明以 「及時而適切」 來形容
施政報告有關疫情後之中小企業帶來

工商舖2010至2020年
買賣成交量

萬元，資助主要專業團體參與由特區
政府、貿發局及駐海外經濟貿易辦事
處（經貿辦）舉辦的相關活動。巢國
明表示，冀有關計劃能協助香港專業
人士更易打入大灣區市場。
中總建議密切留意疫情變化帶來
的影響，必要時再次推出短期應對措
施，給予中小企更快捷和有效支援。
工總欣見中央支持下，在泰國、馬來
西亞、柬埔寨和印尼的境外經貿合作
區推動港企與區內企業合作，以電子
、玩具、電器產品為試點，強化香港
在國際大循環 「促成者」 的角色。

不過，即使此辣招似乎增加非住
宅物業投資者的投資成本，但在本港
房地產市場過去十年的大旺市下，所
有物業價格均大幅飆升，非住宅物業
的投資炒賣依然不絕，甲廈呎價高逾3
萬元。
再加上一線街舖的呎價高達數十
萬元；私家車車位賣價更超過600萬元
，較一個新界區細單位更貴，同時為
政府庫房帶來豐厚收益。
根據稅務局統計資料顯示，DSD

辣招由2013年2月23日生效，稅收
2014年7月正式記錄入賬至今年上月止
，非住宅物業的稅收接近522.5億元，
其中2017年及2018年的兩年大旺市
中，每年收入更逾百億，各錄近132
億及112.2億元，今年首10個月亦有
近30.9億元進賬。雖有部分成交的工
商物業，會因業主進行重建而獲退回
部分印花稅，但只佔極少數。因此，
今次撤辣，庫房每年將少收數十億元
收入。

住宅無減辣 銀主盤低估值散貨
【大公報訊】施政報告未有為住宅買
賣 「減辣」 ，銀主盤即連錄4宗低價成交
，包括中半山雨時大廈銀主盤昨以690萬
元拍賣售出，比估值低15%。
忠誠拍賣行昨推出18項物業拍賣，
共售出3伙銀主盤，包括麥當勞道20號雨
時大廈高層A室，實用314方呎，開價680
萬，以690萬拍出，呎價21975元，較同
座低層A室半年前造價便宜60萬元，甚至
比銀行網上估值811萬低15%。同場拍出
的其餘2伙銀主盤，其中天水圍嘉湖山莊
樂湖居1座低層D室，實用551方呎，開價
450萬元，以505萬元拍出，實呎9165元

，較估值低36萬元或6.7%。另大角咀海
桃灣1座中層B室銀主盤，實用818方呎，
開價1730萬元，僅以1750萬元賣出，實
呎21394元，較估值低11.7%。
銀主盤特色戶亦劈價招徠。中原高級
分區營業董事伍錦基透露，將軍澳海天晉
3座頂層特色戶，實用1115方呎，連461
呎平台及1060呎天台，望西南海景，銀
主叫價3150萬元，昨終以3150.75萬元成
交，實呎28258元，比4年前入價只升4%
。對上同類成交為1座頂層A室特色戶，
實用1586方呎，今年4月以呎價33733元
易手，今次呎價低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