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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永青：代理失收在即
展商今年才給業界，預期業界未來半年收入將嚴重減少，明年之後更
為明顯。

好處有限 建議先撤DSD
施永青強調，措施嚴重影響業界生計，希望政府可以作出調整，主
張首先撤銷雙倍印花稅（DSD）
，「無謂逼人搶貴上車盤」
，認為這種
做法對市場影響最細。他又認為政府每次措施對市場都是一種扭曲，
今年2月推出的DSD，令整體樓市全面下跌，唯獨上車客受豁免未受影
■額印稅苦水會，中原地產創辦人施永青
（左）
、資深投資者蔡志忠
（中） 響，表面上對用家有利，實際上車盤價格卻因此上升，幫助有限。
及紀惠集團行政總裁湯文亮分別發言。
記者張偉民 攝
他指，美國聯儲局長遠勢必加息，本港跟隨的話，樓市長遠不會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政府去年至今共推出兩輪「需求管理」 升不跌，政府現階段不應該再想如何遏阻樓市上升，反而應該想如何
措施，樓市交投應聲下滑，受到最大影響的地產代理業界叫苦連天， 調整印花稅政策，3D中只取消DSD對樓市的影響亦會較細。
另外，施永青支持政府於新盤上加入港人港地，但對未加入協助首
昨日舉行「苦水會」
。中原地產創辦人施永青表示，政府的「3D」措施
，因為二手市場基本上就好像
（買家印花稅BSD、額外印花稅SSD、雙倍印花稅DSD）
，對地產代理業 置的措施感失望，認為有點「本末倒置」
界傷害好重。又指地產代理收入滯後，去年甚至前年的新盤佣金，發 已經在港人港地及幫助首次置業人士，而一手卻只是部分港人港地，

未有幫助首置的措施。

鄭家純冀新例優化簡化
不過，新世界發展主席鄭家純昨日稱，BSD令內地買家數目下降，
而港人港地條款限制年期達30年，質疑港人港地有沒有繼續推行的必
要。他又認為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4月底實施後，規管太嚴，甚至吹
毛求疵。發展商要確保滿足條例要求才能推盤，令一手供應銳減推升
樓價，希望當局能優化及簡化新例，市場回復合理供應量。
另外，亞洲地產董事長兼資深投資者蔡志忠、香港中小企協會會長
佘繼泉，以及議員林悅、馮煒光、林翠蓮等希望政府有撤銷「需求管
理」措施的時間表。祥益地產總裁汪敦敬提出，認為政府措施窒礙換
樓動力，影響社會流動向上，希望政府放寬按揭。資深投資者兼紀惠
集團行政總裁湯文亮認為，政府因為樓價太高而出招的做法正確，但
推出的措施就有問題，當中最大影響的要數BSD，又形容現時香港變
成「計劃經濟」
。

銷監局：新例無需建築師上身
身份不屬「賣方」 非一條龍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對於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對認
可人士例如建築師有何要求，以及認可人士在條例下的法律責
任，一手住宅物業銷售監管局回應稱，建築師不會負責設計、規

■一手住宅
物業銷售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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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建造、裝置、完成及銷售的全部工作過程，其身份在條例下
不屬「賣方」
，無需就新例中的罪行負上刑事法律責任。同時，該
局重申，售樓說明書錯漏從來不容發生，新例要求並非不合理。

就 項目的立面圖須由該項目的認
條例要求售樓說明書內的發展

可人士證明，一手住宅物業銷售監管
局在考慮過業界所提出的意見後，在
常見問答中清楚表示，假如某發展項
目的認可人士無法就售樓說明書內發
展項目的立面圖作證明，賣方在提供
沒有該項目認可人士證明的立面圖
時，可解釋未能獲得該項目認可人士
就該立面圖作出證明的理由，銷售監
管局會考慮有關理據以決定賣方是否
蓄意違例。

判斷違例單看賣家一方
對於有建築師事務所關注，建築師
在其公司網頁介紹其對住宅發展項目
的設計，而有關住宅發展項目的一手

住宅物業正在銷售中，有關網頁會否
被視作該住宅發展項目的廣告，因而
須符合條例對銷售一手住宅物業的廣
告的要求。銷售監管局強調，就廣告
方面，條例規管本意是促銷一手住宅
物業的廣告。
事實上，規管一手樓銷售法例推出
一個多月，多個新樓供應因售價書出
錯或優惠變動未符新例條而要押後推
售，令一手供應減少，一手住宅物業
銷售監管局昨日亦回應新世界發展主
席鄭家純指條例規管太嚴苛希望簡化
新例，該局指條例是「多方合作、各
方參與」的成果，首要目的是加強銷
售資訊的透明度及交易的公平性，加
強對一手住宅物業買方的保障。
銷監局指出，近期有多個一手住宅

物業的售樓說明書的住宅物業樓面平
面圖的資料，與相關住宅物業的機電
裝置平面圖的資料有差異，賣方因此
須就有關部分作修訂。有關錯漏即使
在條例全面實施前亦不容發生，公眾
對有關錯漏亦難以接受，這與賣方是
否未熟習條例的要求無關，亦不是條
例的要求不合理。

樓書出錯從來不容發生
該局重申，條例對賣方的要求，包
括對售樓說明書的要求，是既必要並

白表居屋刺激中細價樓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黃子慢）受到首批「白居 屋免補地價白表客入市個案，單位為欣盛苑C座中
二」帶動，居屋二手交投急增，私宅用家為免樓價 層02室，實用面積554方呎，以居二市場價222.8萬
被搶高，亦加快入市步伐，「曲線」帶挈私宅屋苑 元易手，實用面積平均呎價4,022元。
買賣交投轉活。綜合利嘉閣分行數據所得，全港50
利嘉閣董事陳大偉指出，按地區劃分，港島、九
個指標屋苑在過去一周（6月3日至6月9日），錄得 龍及新界三區交投走勢各異，其中九龍及新界兩區
195宗買賣個案，較前周（5月27日至6月2日）的 成交量報升，惟港島區成交量報跌。他表示，隨
179宗增加9%，並創近19周新高。
「白居二」認購證悉數寄出後，二手市場上的上車購
買力勢必顯著增加，加上居屋單位造價被快速「挾
一周成交升近一成
高」後，購買力或會逐步轉移至私宅市場，今周50
面對首批居屋免補地價白表客逐步流入市場，帶 個指標屋苑綜合成交量料可上闖250宗，當中新界區
動二手市場交投上升，市場最新於粉嶺區內首宗居 細價樓佔整體成交的份額更有機會超越60%水平。

合理，主要是以過往地政總署預售樓
花同意方案為基礎，並因應公眾對過
往一手住宅物業的銷售文件，尤其是
售樓說明書的種種流弊的關注，作出
具體及有效的回應。
在條例於本年4月29日全面實施以
來，銷售監管局對於有關賣方積極重
視銷售監管局的改善建議，迅速修訂
有關銷售文件，認為是負責任的做
法。本月稍後時間銷售監管局亦會與
香港地產建設商會會面，進一步交換
意見及聽取業界的關注。

九龍區因居屋搶購熱潮出現，間接推升區內私宅
屋苑的細單位交投，該區20個指標屋苑上周累錄72
宗買賣個案，按周增加18%，其中黃埔花園、匯景
花園、蔚藍灣畔及昇悅居成交量急增1倍至3倍。

九龍新界市場轉旺
新界區方面，上車客繼續入市力撐大局，21個指
標屋苑上周共錄102宗買賣個案，較前周的94宗增
加9%，其中沙田第一城及嘉湖山莊上周分別勁錄
20宗及17宗買賣，按周增加54%及6%。
至於港島區，9個指標屋苑上周僅錄21宗買賣個
案，按周下跌13%，區內屋苑交投表現各異，康怡
花園、南豐新 及海怡半島成交量按周增加33%至
50%；反觀，杏花 、藍灣半島及城市花園則於上
周齊齊「捧蛋」
，表現則相形見絀。

按揭宗數按月少1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慢）本港5月登記二手私人住
宅按揭宗數受新春節日影響，按揭宗數下跌16%，中原研
究部高級聯席董事黃良昇指出，5月份數字只反映今年新
春長假期前後二手樓市買賣減少，推低按揭需求。而樓控
措施對樓按市場的打擊，在6月份的數字才開始反映。
黃良昇表示，5月登記私人住宅現樓按揭合約4,225宗。
扣除樓花入伙承造按揭及一手現樓項目，如溱岸8號及
堡等，估計二手私人住宅現樓按揭合約4,100宗，按月下跌
16%，減少800宗。數字主要反映2月新春前後，二手樓市
買賣減少，推低樓按需求。

私宅樓花按揭升38%
5月登記私人住宅樓花按揭782宗，按月上升38%，增加
215宗，登記宗數較多的項目有天晉二期和尚悅等。登記
居屋、夾屋、租置計劃按揭合約813宗；屯門良景村的租
置計劃繼續令數字高企。獨立車位按揭85宗。
5月登記樓宇按揭合約有5,975宗，當中不包括樓花。中
銀承辦的合約有1,279宗，佔21.4%；匯豐1,027宗，佔
17.2%； 生870宗，佔14.6%；渣打659宗，佔11.0%。

無錫 隆廣場9月開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慢） 隆地產（0101）昨宣
佈，旗下位於無錫市的 隆廣場（一期）將於9月16日開
幕。廣場包括一期及二期，一期的購物商場將於9月率先
開幕，連同隨後分期落成的甲級辦公樓群在內，項目一期
的總樓面面積26.27萬平方米。項目二期將集商場、辦公
樓、酒店及服務式寓所於一身，落成後的一期及二期總樓
面面積37.57萬平方米。

興漢大廈1090萬新高
香港文匯報訊 中原豪宅STATELYHOME陳家鴻表示，
天后興漢大廈中層D室，實用面積943方呎，擁四房間隔，
上手業主因要移民海外，於是將單位轉手，放盤叫價1,200
萬元，後減價110萬元，以1,090萬元沽貨，實用面積折合呎
價約11,559元，仍創同類單位造價新高。買家為本地用家，
原業主1997年以800萬元購入單位，轉手賬面獲利290萬元。

曉峰灣畔3房破頂
香港文匯報訊 美聯物業徐永成表示，該行剛促成馬鞍
山房協樓曉峰灣畔4座高層A室成交，單位實用面積為676
方呎，三房套房間隔，望全海景，以588.8萬元成交，折合
實用面積呎價8,710元，屬屋苑同類型戶新高呎價。買家為
一名外區換樓客，而原業主2009年2月以330萬元購入物
業，升值78%。

責任編輯：羅縈韻 版面設計：歐鳳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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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600端午應節沐浴露禮品包

復興古代「端午洗艾浴」習俗

0101HOST「創業Crossover」
在日前由香港貿易發展局主辦的第五屆「創業
日」當中，0101HOST委任藝人白健恩為
「0101HOST」年度代言人，0101HOST還巧用奇
招，以「辦館」造型的展位吸引大量入場人士駐
足拍照，被喻為最具創意攤位。
「創業日」已成功舉辦了五屆，本屆「創業日」
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免費開放予公眾參
觀。展覽一連兩日，超過120家的參展單位透過展
覽、研討會、論壇等活動，一站式網羅最新市場
情報及創業支援服務，為有意創業者及新晉企業
導航。當中網上創業成本較低、吸引人流最多，
如何在過百參展單位中突圍而出，成為參展商的
最大挑戰，創新精神與創業成功有很大關係，以
特色設計的攤位往往更為吸睛。
0101HOST是次以「辦館」造型的網上商店推廣
攤位，吸引大量觀眾拍照留念，白健恩在
0101HOST行政總裁麥卓華、0101HOST顧問麥炳

今年的端午節在6月12日。 這天，除了可吃粽子、看賽龍舟外，原來，習俗上這天
■白健恩（中）獲委任為0101HOST年度代言
人，一眾嘉賓合照。圖片左起：0101HOST顧問
麥炳球、ESET NOD32代表Kenneth Lo、白健
恩、0101HOST行政總裁麥卓華、2011年香港小
姐林慧倩。
球、林慧倩、新城電台主持陳心怡及過百在場人
士見證下獲0101HOST委任為年度代言人，以網上
創業大使身份，分享網上創業及營銷心得。
白健恩有大量的個人創作，苦於現實商舖租金
日漸高昂，希望以最低成本的投資，開設個人網
上商店，將優秀的作品與大眾粉絲分享；白健恩
坦言擔心網上商店收費存疑，又擔心難於繁忙工
作中抽空管理及更新。0101HOST的網上商店就非
常方便，上架步驟簡單快捷。

南商首創iBond「7免」推廣
南洋商業銀行（南商）致力為客戶提供多元化
專業理財服務，為客戶捕捉最理想投資機會。適
逢香港特區政府推售通脹掛 債券「iBond」，南
商特別首創iBond「7免」推廣，包括：免認購
費、免託管費、免代收利息費、免債券二手沽出
費、免到期贖回費、免債券持倉轉至股票持倉費
用以及發行後首三個月內免經交易所沽出佣金。
同時，南商為客戶提供多元化交易渠道，客戶

可透過網上銀行、專人接聽認購專線及全線分行
認購iBond。除了網上提供24小時服務外，專人接
聽認購專線服務時間更延長至下午8時（星期一至
五上午8時至下午8時、星期六上午8時至下午3
時，星期日及公眾假期除外），認購iBond方便快
捷。
註：投資交易涉及風險，以上推廣受相關條款
約束。

還特別要用艾草和菖蒲煮水洗澡，據說，洗後對身體一年有益，不易生病。

農 是在當日將艾葉和菖蒲，放於鍋內煮水，男女老少都
曆五月初五日為端午節，江南千年流傳至今的習俗，

用這草藥洗澡，有「洗了艾草浴，一年身體好」之諺語。

除菌美膚 民間稱王
據現今科學的分析，每年中國的南方從端午開始，氣溫
急升，雨多潮濕，病菌便由此日始高速生長，病毒倍增，
使很多人稍不注意衛生，便會感染病菌或病毒，故此，古
時這天便專用最殺菌和美膚的艾草和菖蒲泡水洗澡，暨除
一身病菌，更可溫通經絡，以致減少「病灶」
。而且，這天
還把艾草和菖蒲插在自家之大門和窗前，讓其極具殺菌之
揮發油散出，減少病菌入宅，保家人健康，故此，民間數
千年來，便有「清明插柳，端午插艾」之習俗。

七年磨劍 研製成功
時至今天，香港這個商業社會已很難買到新鮮的艾草和
菖蒲。本港著名「中藥世家」
、又是「宮廷秘方專家」的李
思齊教授，有見艾草和菖蒲，在洗澡時可對人體究極除菌
和極美膚的特點，她過去便曾用七年時間研究艾草和菖
蒲，至2010年才成功將這兩種草藥除菌和益皮膚的精華提
煉出來，製成一支名為「艾王」牌的艾草和菖蒲精華沐浴
露，前年夏天在港首次推出，便即時售清，斷市半個月，
要在全港報章登報鳴謝，可見此艾草產品的受歡迎程度。
今個端午開始，全港的萬寧、惠康、百佳、華潤堂、華

潤萬家、千色Citistore和澳門的來
■
來超市等，齊參與李教授復興古代
艾
王
「端午洗艾浴」的習俗，全線熱賣
沐
此產品。 不論男女老少，自這天
浴
露
始可天天使用，便能天天除菌美
肌，希望人人：「洗了艾草浴，一
年身體好！」
今個端午節，「艾王沐浴露」與
文匯報合作推廣復興古代「端午洗
艾浴」的習俗。想洗個健康「艾浴」
的讀者，可填妥下列表格，郵寄至
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3樓文匯報廣告部收，信封
面請註明索取端午「艾王沐浴露」禮品，即有機會獲得禮
品一份，每份價值約600元（包括有「艾王沐浴露」720ml
一支及端午茗茶2罐）
，每位得獎者可得1份，數量有限，先
到先得，送完即止。（禮品以商戶最後決定為準，影印本
無效）

端午「艾王沐浴露」禮品換領表格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證號碼：______________XXX(X)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
*只接受以郵遞方式參加，得獎者將有專人通知領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