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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建業：送疫迎牛 樓價小V彈5%
疫苗抵港有利通關 北水回流股市續升

2020年在驚濤駭浪中過去，新

冠肺炎疫情重擊各行業，住宅樓市

卻展現極強抗跌力，全年樓價跌幅

僅約1%。美聯集團主席黃建業預

計，隨着疫苗即將抵港，若北水回

流及股市升勢持續，有利中長線樓

市發展，加上內地及香港有望通

關，預計今年樓市「送疫迎牛」展

現新氣象。如疫情放緩，可出現

「小V形反彈」至少升5%。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悅琴

本公司（書湘門第），被評為米芝蓮推介餐廳之
一，曾受到香港多處媒體報道與採訪。本公司期望能將
正宗的湖南菜在香港推廣。現在誠意聘請：

職位名稱：二廚（湘菜）
工作地點：西環
入職要求：
◆學歷不拘，但需略懂普通話以及略懂中文讀寫
◆3年或以上相關工作經驗。
工作時間：朝10晚10，每天工作9小時，

每周工作6天，無需輪班
每月薪金HK$20,040
本公司正透過勞工處進行招聘，求職者請致電

2150 6314查詢/安排面試。

Size : 2c x 3"

誠聘二廚（湘菜）[空缺編號：23234]

黃建業指出，香港樓價自2018
年起受眾多利淡外圍因素夾

擊而持續波動，但去年波幅明顯收
窄，主因是「中概股」回流香港上
市，帶來充沛資金，支持樓價不
跌。假如今年本港經濟復甦強勁，
樓價甚至有力直撲2019年創出的歷
史高位。故此，他自己都正在物色
合心水的舖位入市作長線投資。

股市升勢促資金湧港
他認為，如政府能建立更有效的
抗疫防疫系統，且疫苗發揮作用，
疫情大幅放緩，新一年樓市將「送
疫迎牛」展現新氣象，上升動力主
要源於中國及海外資金洪流。他解
釋，中國雖一度受到貿易戰及疫情

打擊，但恢復力驚人，經濟「彎道
超車」，成全球最先復甦國家，而
市場亦憧憬拜登上場後中美關係
「破冰」。此外，「北水」充裕，
或於通關後大舉流入香港，他預
期，今年港股將持續向好，恒指有
望續展升勢，「新經濟股」或帶動
大市，吸引環球資金流入本港，當
部分資金獲利套現回流實物資產，
勢有利中長期樓市。

「弱美元」增內地購買力
資產價格走向亦受貨幣政策以及

匯率的影響，黃建業指，市場預期
因應量化寬鬆政策及超低息環境，
「弱美元」將於2021年延續，料資
金持續流向非現金資產。同時，去

年人民幣保持強勢，按年升逾
6%，且升勢未止，內地人購買力因
而水漲船高，同樣有利資產價格。
市況方面，基於疫情放緩，發展
商積極推盤，他料農曆新年前樓市
提早出現「小陽春」，一二手交投
均升。綜合美聯分行資料，過去兩
星期全港35個大型屋苑合共錄200
宗成交，比起去年同期急升逾1.1
倍。
該行料，受惠上述利好消息，整

體全年樓市一二手料皆「量額齊
升」，為繼2017年後再現此情況。
當中，新盤全年銷售可反彈至1.8
萬伙，按年升24%；銷售額料升至
2,420億元，按年升幅達49%，將
創《一手銷售條例》後新高。至於

二手有望延續「量額齊升」局面，
註冊量將達5萬宗，按年增逾6%，
創9年新高；註冊額則達4,200億
元，年升逾11%，並創11年新高。

住宅看好中小型單位
黃建業相信，最壞時刻已過，香
港經濟有機會「疫後重生」，有意
買入物業自用或投資者，可留意部
分主要受惠的板塊。首先是中小型
單位，料需求持續增加。由於政府
在2019年推出「林鄭Plan」，帶動
去年逾港幣600萬元至1,000萬元物
業的二手交投逆市上升，加上「宅
經濟」及在家工作盛行，將推動港
人追求更佳居住環境，增加換樓需
求，刺激中型單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新
年伊始短兵相接。正當會德豐地產旗
下啟德MONACO首兩張價單160伙
已累收逾2,000票，超額逾11.5倍。
南豐與港鐵合作日出康城LP10昨上
載售樓書，最快今公布首張價單。

LP10最快今開價
南豐發展地產發展部及銷售部總經

理盧子豪昨表示，LP10已於昨日上
載售樓書，希望有機會最快24小時
內公布首張價單，將不少於179伙單
位，定價將參考區內一二手市況。項
目明日對外開放7個示範單位，場內
會限制人流及定時進行塗層消毒。
他又指，最近旗下LP6在同區都錄

得大額成交，貨尾單位已售出19伙，
平均呎價高於19,000元，都會作為參
考指標，但強調這批單位以高層海景
戶為主，而即將開價的LP10，其兩房
戶望內園景，三房及四房標準單位全
部望海景，訂價將會反映物業的景觀
質素。隨着日出康城商場開幕，跨灣
大橋工程亦在進行中，他稱，LP10的
海景位置亦是區內最優質，希望能在
銷情及價格上反映出來。
會德豐地產旗下啟德MONACO推

出首兩張價單合共160伙，市場消息
指，截至昨晚8時暫錄逾2,000份意向
登記，超額逾11.5倍，將考慮稍後時

間加推。會德豐地產總經理(市務)陳惠
慈表示，由於疫情關係，集團仍要考
慮開售當日可處理單位數量，將盡快
公布銷售安排，料最快周日(17日)發
售。她透露，同系區內OASIS KAI
TAK低座A座2及3樓複式B室昨以
4,680萬元售出，呎價34,412元。

MONACO推低息按
中原亞太區副主席兼住宅部總裁陳

永傑稱，MONACO屬今年首個推售
項目，該行入票者約三至四成有意選
購三房單位。項目夥中原按揭及經絡
按揭推出低息樓按，全期按息H加
1.3厘，實際按息低至1.43厘，並有
1.2%現金回贈，鎖息上限低至
P-2.75%(現2.5厘)，按揭年期長達30
年。另一選擇為低首期兼全期低息優
惠入市，樓價833萬以下按揭成數高
達80%；樓價999萬或以下，按揭成
數高達 500 萬加 20%按揭；樓價
2,000萬或以下按揭成數高達70%，
全期低息低至P-2.5%(現2.5厘)。
此外，佳兆業夥宏達控股合作長沙

灣弦雅加推26伙，包括21伙開放式及
5伙1房，折實價427.04萬至630.72萬
元，折實呎價20,616元至22,957元，
並落實本周六以先到先得發售8伙，折
實價427萬元起，另外招標發售9伙，
招標期本周六至3月10日。

香港文匯報訊 談及疫後樓市時，黃建業尤其看
好中小型單位、超級豪宅、民生舖及受內地企業歡
迎的商廈共四大板塊，直言民生舖最具升值潛力，
自己都正在物色合心水的舖位入市作長線投資。

北水流入港 豪宅或跑出
隨着內地與香港有機會通關，北水將加快流入港
樓，黃建業看好豪宅市場，相信今年將有大型豪宅新
盤登場，令豪宅再成市場焦點。而人民幣匯率回升，
直接令內地的購買力升級，且新供應罕有，一向深受
內地富豪追捧，故他預期豪宅「量額齊升」，通關後
的樓價有望升10%，跑贏大市。值得留意的是，新世
代內地富豪及資金充裕的「新香港人」，較鍾情「新
豪宅區域」，而非西半山一類的傳統香港豪宅區，故
「新豪宅」料更能受惠於北水南下。
事實上，據美聯物業房地產數據及研究中心資料，

逾二千萬元一二手住宅註冊量中，已知內地買家（以姓
名拼音辨別）佔個人買家於香港住宅註冊量比率，在去
年第三季(截至8月底)逾2成，較第二季約17%輕微回
升。

睇好啟德西九等「新區域」
黃建業更認為，疫後香港樓市將出現「板塊轉

移」，除「新豪宅」受追捧，置業資金更將由傳統
區域轉移往交通方便、配套好的新興區域，又特別
看好啟德、西九龍、大圍、屯門及將軍澳等地區。
此外，疫後工商舖物業成交將「止跌回升」，黃建

業看好民生舖長遠升值潛力，皆因本地消費力量抬
頭，以及疫後市民「報復式」消費。至於寫字樓料短
期價格難止跌，不過部分受中企青睞的商廈，如信德
中心招商局大廈等，受惠於中企持續來港投資，以及
「中概股」回流，相信無論租買皆有需求。
喜愛買磚頭的黃建業表示，一直深信「藏富於

樓」，相信現時是「趁低吸納」上佳時機，自己正
於民生區物色合適心水商舖作長線投資之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
樂）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加上
去年底政府撤銷非住宅雙倍印花
稅，去年三大辣稅(額外印花稅
SSD、買家印花稅BSD及從價印
花稅DSD)成交只得16,372宗，
較 2019 年 的 22,894 宗 減 少
28.5%，涉及稅款130.36億元，
較 2019 年的 209.316 億元減少
37.7%，若與2018年高峰時候的
367億元相比，更大跌65%。
翻查資料，三辣稅涉及宗數及

稅款連跌2年，更是自2014年三

大辣稅有記錄以來，涉及宗數及
稅款最少的一年。
稅務局公布，去年12月涉三

辣稅共 727 宗，較 11 月減少
60%，創2014年7月後新低；稅
款僅約7.17億元，較11月大跌
62.7%，為去年4月後最少。跌
幅最明顯在非住宅物業交易須繳
付之雙倍印花稅(DSD)，由於政
府在去年11月取消相關辣稅，
令12月相關物業成交僅餘424
宗，按月跌 66.6%，涉及稅額
1.74億元，較11月減少68.3%。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新 創 建
（0659）昨日宣布，已於本周一就
出售環境業務的主要資產訂立買
賣協議，集團同意把蘇伊士新創
建公司 (「蘇伊士新創建」) 42%
股權全數售予蘇伊士(亞洲)公
司，作價41.73億元（港元，下
同）；以及把重慶德潤環境公司
12.55%實際權益全數售予蘇伊
士新創建，作價23.6億元。兩項
交易總代價合共65.33億元。
新創建計劃將今次出售資產所

得資金，繼續加大現有業務的投
資，如道路及物流項目，並積極
物色新的投資機會，以及撥作一
般營運資金。交易完成後，新創
建將不再持有蘇伊士新創建及德
潤環境的任何股權。
新創建行政總裁馬紹祥表示，

自2018年起優化業務組合，旨在
精簡業務架構，令企業發展策略
更清晰。集團執行董事何智恒補
充，集團過去三個財政年度出售
非核心資產套現共約9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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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德MONACO收票超逾11倍 疫情衝擊 辣稅年收入跌37%

新創建65億售非核心業務

●美聯黃建業相
信，最壞時刻已
過，香港經濟有
機會「疫後重
生」，有意買入
物業自用或投資
者，可留意部分
主要受惠的板
塊。

●南豐盧子豪（左二）表示，日出康城LP10首張價單將不少於
179伙單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