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受中央上周五出
台「國五條」房地產調控實施細則的辣招打擊，昨
日內地股市創19個月以來最大單日跌幅，港股受拖
累也一度下挫414點，收市則報22,537點，亦跌342
點，跌幅為1.5%。內房板塊昨日首當其衝，成為港
股插水的重災區，20大港股跌幅榜中內房股就佔了
一半，其中跌幅最大的為佳兆業（1638），跌幅達
11.88%。

港股昨日承接美股上升的勢頭開市僅下跌13點，
而開市位也是全日的最高位，之後在內地股市一瀉
如注的拖累下，在中午休市後一度下跌414點至
22,466點，逼近100天移動平均線，尾市輕微將跌
幅收窄至342點。國企指數昨日收市跌239點至
11,104點，跌幅為2.11%。港股昨日主板成交額為
828億元，較之前有所放大。

20大跌幅榜 內房股佔半

內房股受中央「國五條」調控政策影響最大，整
個板塊愁雲慘霧，跌幅達8%至9%為等閒事，佳兆
業和富力地產（2777）的股價跌幅更超過一成，收
市分別跌11.88%至2.3元和10.92%至11.58元。另
外，華潤置地（1109）和中國海外（0688）則成為
跌幅最大的藍籌股，收市分別跌8.85%至20.6元和
7.14%至21.45元。

除內房板塊受「國五條」政策影響股價跌幅較大
外，與內房股相關的建材板塊，其股價亦有明顯跌
幅，其中兩隻散戶愛股——安徽海螺（0914）和中

國建材（3323）收市分別跌4.8%至27.8元和3.13%
至11.76元。

建材板塊受累 內銀齊挫

不過，昨日令 指急挫逾300點的則是由內銀股
和匯控領軍，三大成交額的股票均為內銀股，分別
為建行（0939）、工行（1398）和中行（3988），其
收市分別跌2.37%至6.19元、2.17%至5.4元和1.96%
至3.5元。昨日公佈業績的匯控（0005），收市亦跌
1.23%至84.25元。

藍籌股中，昨日則有7隻逆市上升，其中騰訊
（0700）升幅最大，收市升2.09%至274.2元， 安
（1044）和旺旺（0151）收市亦分別升1.92%至79.65
元和1.1%至11.0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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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房股昨齊急挫
股號 名稱 昨收(元) 變幅(%)

1638 佳兆業 2.30 -11.88  

2777 富力地產 11.58 -10.92

3377 遠洋地產 4.79 -9.96

1918 融創中國 5.28 -9.90

0832 建業地產 2.52 -9.68

3900 綠城中國 13.40 -9.46  

1777 花樣年 1.08 -9.24

0119 保利置業 4.93 -9.21  

1030 新城發展 1.32 -8.97

1109 華潤置地 20.60 -8.8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近期雖然歐洲股市受意大利政
局不明朗影響持續疲弱，但美股則一直維持強勢，就是本月1日
美國自動削赤啟動，對美股基本沒有影響。本來港股經過之前逾
1,000點的大幅調整後有企穩的跡象，但昨日內地再出辣招調控樓
市，震散了港股。港股有繼續下跌的風險，但料在22,000點有一
定支持。有分析指出，內地經濟的動力還在，中央對經濟「有保
有壓」，對港股前景仍看好。

短期料在22000有支持

昨日 指跌幅為1.5%，但相對深圳成指5.29%和上證綜指3.65%
的跌幅，其跌幅尚算溫和，其中一個原因是美股強勁對港股帶來
支持。分析指出，若未來美股回穩，也將有助於港股喘定。

海通國際證券環球投資策略董事潘鐵珊昨日表示，中央推出
「國五條」調控樓市，特別是對個人出售房屋獲利徵收20%的增
值稅，對內地房地產市場有一定影響，但內地居民對住房有剛性
需求，不排除賣房者將成本轉嫁給買家，對房地產市場整體影響
不會太大。

政策打壓 內房續捱沽

富達國際投資股票部高級投資總監Matthew Sutherland亦指出，
最近國務院重申收緊房地產政策的重要性以及公佈了有關措施的
實施細則。總體來說，這些細則較預期中強硬，而且推出速度更
快。該公司認為目前內地房地產市場正處於緊縮政策初期，預期
房地產行業表現難以優於大市。該公司傾向持有行業內防守性較
高、以及在二 城市發展項目較多的房地產公司，因為其所受的
影響可能較低。

潘鐵珊續稱，雖然內地調控樓市對市場氣氛造成影響，但內地
經濟的動力還在，中央對經濟「有保有壓」，而且目前低息環境
持續，對港股前景仍看好。他認為，港股在22,000點有一定支
持，而上望的阻力為23,200點。

港股陪跌 瀉342點沽壓增

辣招遏樓市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嘉銘

徵收20%所得稅
對出售自有住房而徵收的個人所

得稅，依法嚴格按轉讓所得的20%

徵收。

繼續執行且完善現行限購措施，限

購區域覆蓋城市全部行政區域；限

購住房類型包括新建商品住房和二

手住房。對房價上漲過快的城市，

人行當地分支機構可進一步提高第

二套住房貸款的首付款比例和貸款

利率。

制訂價格控制目標
各省市要制定地區年度新建商品住

房價格控制目標，並於首季公布，

穩定土地市場預期，並落實今年城

鎮保障性安居工程。

樓市調控政策不力省市將被問責。

總結個人住房房產稅改革試點城市

經驗，加快推進擴大試點工作，引

導住房合理消費。

今年開始各地區應提高商品房預售

門檻、從工程投資和形象進度、交

付時限等強化商品預售許可管理。

地級以上城市3年內實現住房信息

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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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五晚，「國五條」細則正式出台，
其中最引人關注的是個人出售自有房

產，能核實房屋原值的要嚴格按照轉讓所
得的20%計徵個人所得稅，力度之大令市場
始料不及。細則還指，需要進一步完善現
行住房限購措施，對房價過快上漲城市可
進一步提高二套房首付比例和貸款利率。

2200個股下跌 50內房跌停

受上述消息打擊，香港及內地股市昨雙
雙下挫。滬綜指昨放量大跌，收報2,273
點，大瀉3.65%，創近19個月最大單日跌
幅，此前最大單日跌幅為2011年8月8日的
3.79%；深成指收報9,139點，大瀉5.29%。
深滬兩市超2,200多隻個股下跌，超70隻非
ST股跌停，15隻非ST股漲停。兩市成交大
增至1430.46億元人民幣和1336.74億元人民
幣。

受A股拖累，恆生指數昨收低1.5%，報
22,537點，略高於上周二的兩個月收盤低
位，成交亦增大至828億港元。

A股及在香港上市的內房股儼如爆發小股
災，昨日收盤時A股有50隻房地產個股跌
停，並拖累水泥、機械、鋼鐵、金融等其
他板塊大跌。受大量個股全線暴跌的影
響，昨日A股房地產板塊暴跌8.38%，上證
金融地產行業指數更大挫9.25%。

港股中，內房板塊亦首當其衝，成為港
股插水的重災區，20大港股跌幅榜中內房
股就佔一半，其中跌幅最大的為佳兆業

（1638），跌幅達11.88%，其他亦普遍跌近
10%。

金融水泥機械板塊齊遭殃

英大證券研究所所長李大霄表示，昨日A
股房地產市場全線暴跌拖累A股走勢，並拖
累金融、水泥、機械和保險等板塊。他認
為，投資者應該冷靜客觀看待房地產調
控，因此此次地產調控政策本質上是以穩
定為主，投資者不必過度恐慌。興業證券
認為，地產板塊短期承壓、中期行情看
好，上半年的地產復甦格局有望延續。

華西證券分析師毛勝認為，短線市場受
政策影響較大，地產、建材、金融等權重
股承壓令市場明顯進入調整期。他指出，3
月到二季度大盤或將面臨調整期，而在二
季度數據好於預期之前，預計市場的避險
情緒將有所上升。不過，短線滬指2,234點
附近仍存技術性支撐。

乏好消息 大市料進調整期

另有悲觀分析認為，「國五條」將直接
導致二手房成交量大減，或引起二手中介
大批關門；另外還影響到新房銷售，從而
導致開發商銷售收入減少，利潤降低。分
析人士認為，短期滬指可能出現慣性下跌
或者50日均線附近再度企穩，極端情況也
可能回踩年線2,223點。

內房小股災
A股銳挫3.7%  年半來最大

受內地上周五出台連串調控樓市

措施影響，內地A股及港股昨日雙雙

下挫，滬綜指跌3.7%，創19個月最

大單日跌幅，港股亦收低1.5%。內

房股成跌市重災區，在A股市場有50

隻房地產個股跌停板，在港上市的

內房股亦普遍跌近10%。分析認

為，上周五出台的房地產調控細則

利空仍需消化，風險尚未完全釋

放，市場進入階段性整理格局，預

計A股2,234點附近將尋獲一定支

撐，後續走勢則仍需待消息面明

朗。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李昌鴻、裘毅 香港深圳上海聯線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市場預計，各省市將於3月底出台配合國務
院「國五條」的地方細則。為了規避這一
沉重的稅收，業主紛紛爭搶過戶交易。昨
日在深圳市房地產權登記中心布吉登記科
排 長長的隊伍，當日已有近100人完成二
手房交易，至下班時間還有40－50人排隊

等候，只好等候第二天才能交易。記者從
深圳中原和美聯獲悉，昨日其二手房成交
量分別大增逾50%。

「國五條」細則一出台，深圳市場受到
極大震動。地產中介指二手房交易昨天均
出現暴漲，中原地產華南區董事總經理李
耀智表示，許多買房和賣房的客戶為了規
避月底將可能實施的20%所得稅，紛紛集
中前來辦理業務，還有投資客掀起拋售
潮，昨日深圳中原二手房成交較以往增長
了50%。美聯深圳公司總經理江少傑稱，
昨日該行過戶量較以往多了一倍。

投資客掀起拋售潮

昨日下午四點多，本報記者在深圳市房
地產權登記中心布吉登記科看到，許多前

來辦理過戶的人在排隊，六七個窗口工作
人員在不停地辦理登記和過戶業務，前來
辦理業務的客戶將大廳的座位佔滿了。據
登記的保安指，昨日前來登記辦理並交易
客戶有近100人，較平時增長50%以上，是
過年來最多的一次。在下班時，仍40－50
個客戶未能辦理，只得第二天一大早再來
排隊。　

已成功辦理房產過戶的江女士對記者
說，她前兩天已簽了合同將布吉德福花園
一套80多平方米房屋出售，聽說將對賣房
所得徵達20%稅收，趕緊催買家一起來辦
理過戶手續。張先生買了一套位於五園季
節的樓房，需100多萬，他擔心業主未來會
加價，所以早點過戶。他排了三個小時隊
仍沒有機會辦理，只有等第二天再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 廣州報道）昨日
是新政細則出台第一個工作日，廣州有不少業
主搶閘過戶。有業內人士表示，「二手房個稅
將由房價1%改為差額20%」，新政將使交易成
本上升數十萬元，因此在各地政策執行細則出
台之前，二手房市場將迎來交易高峰。

昨天，前去廣州房地產交易中心辦理業務的
客戶大增，上午九點上班，已有不少市民在門
前等候。在存量房網上交易業務服務點，已經
有市民排隊等候辦理。穗市民王先生表示，由
於網簽過戶時間較長，所以都想第一時間趕來
提交材料和證明，希望過戶時間不要拖太久，
能在細則出台之前將交易完成。

廣州市房地產交易中心工作人員表示，市民
很關心新政何時實施，但目前確實給不了詳細
的回答，因為通知還沒下來。

細則出台後 準買家表焦慮

有中介負責人介紹，「國五條」出台後，不
少擬購房者一度出現觀望，想等到細則出台後
再定是否下手，但隨後發佈的「國五條」細則
中「按轉讓所得的20%計徵個人所得稅」引起
高度關注。很多人都在詢問市場情況，顯得非
常焦急與擔憂。「近兩天看房者上升了70%，
而交易量也上升了36%。」上述中介負責人
稱。

廣州：趕避新稅 二手交易急升

深圳：業主排隊搶過戶

強化預售許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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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吉房產登記中心擠滿了大量前來過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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