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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三線城市出台樓市調控政策。繼南京、杭州等地之後，江蘇省昆山市成為首個出

台限購政策的三四線城市。另外，山東省會濟南市雖然未有限購限貸，但早前提高了土地拍賣的門

檻。

昆山成首個限購三線城市
土地出讓提高首付款比例 網上競價設限

昆山政府官網中國昆山28日發佈通
知，調整非戶籍居民購房政策，

非蘇州市戶籍居民家庭申請購買第二套
住房時，應提供自購房之日起前兩年內
在蘇州市累計繳納一年及以上個人所得
稅繳納證明或社會保險繳納證明。

昆山8月房價百城第三高
昆山是蘇州市下轄市，但並未包括在

蘇州此前出台的限購政策範圍內。根據
中國指數研究院的百城新建住宅價格指
數，8月昆山房價指數較 7月環比漲
5.4%，為百城第三高。
據市政府發佈的《昆山市加強房地產

市場管理實施意見》，昆山還將提高土
地出讓條件，提高住宅用地競買保證金
和土地出讓金首付款比例，競買保證金
由現行的20%提高到30%或以上，首付
款由現行的50%提高到60%或以上。
引導土地出讓理性競價，土地競價溢

價率超過80%的，中止網上競價，轉為

「一次報價出讓方式」進行競價。
昆山還將加大土地和住宅供應。根據
近年來全市房地產市場狀況，今後三年
全市住宅用地供應計劃每年確定為60公
頃左右，對住宅用地供應計劃實行動態
管理；項目取得預售許可證或現售證
後，預售、現售房源應在10日內一次性
全部對外公開銷售。
在公積金貸款政策方面，對第二次使
用公積金貸款的，首付款比例從不低於
住房總價的20%調整為不低於住房總價
的30%，貸款利率從執行首套房貸款利
率調整為按首套房貸款利率上浮10%執
行。

三四線城現購房政策拐點
路透社引述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
總監嚴躍進表示，蘇州限購以後，部分
購房需求從蘇州市區轉移到了昆山市
場，昆山目前出台政策也是情理之中，
並成為內地三四線城市第一個重啟限購

的城市，反映了目前部分三四線城市購
房政策的拐點也開始到來。
該智庫中心數據顯示，昆山今年新建
商品住宅庫存去化周期在持續變小，從
年初的10.8個月跌到了目前的5個月以
下的水平。
蘇州市在8月成為首個重啟限購的二
線城市，規定非本市戶籍購買二套房需
累計繳納一年以上社保。

濟南：土地交付後須3年內竣工
濟南市政府8月出台文件，規定土地
價款須180天內付清。受讓人不能按期
繳款的，按照未繳納金額1%的比例徵
收日滯納金，超過土地出讓合同約定繳
款期限60日仍未繳清的，市國土資源部
門有權解除土地出讓合同，定金不予退
還。
另外，開發商應在土地交付之日起1
年內開工建設，自開工之日起3年內竣
工。

■繼南京、杭州等地出台限購政策之後，江蘇省昆山市成為首個出台限購政策的三四線城市。圖為昆山城市廣場。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眼下中國樓市陷入瘋狂，外界普遍預
期，新一輪的調控即將來襲。在此敏感
期，上海市政府28日傍晚突然宣佈，上海
將於10月8日起全面實施不動產登記制
度，令外界擔憂或是最新「辣招」。惟房
地產專家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指，此
舉旨在釐清歷史遺留問題，或可增加供
應、平抑房價，但實際效果如何尚待觀
察。
根據有關規定，10月8日，上海全面實
施不動產統一登記後，房地產登記由不動
產登記替代，房地產權證書和登記證明停
止發放，頒發《不動產權證書》和《不動
產登記證明》。
按照「不變不換」的原則，實施不動產
統一登記前依法核發的各類不動產權屬證
書、登記證明繼續有效，權利不變動，證
書不更換。各區縣現有的房地產交易大廳
調整為不動產交易登記大廳，房地產登記
受理窗口調整為不動產登記受理窗口，受
理不動產登記業務。

奉賢區6月已實施登記制度
據上海市政府透露，今年6月，奉賢區

在上海率先實施了不動產統一登記制度。
截至9月27日，奉賢區共頒發7,380本不
動產權證書和11,166本不動產登記證明。
上海並非中國首個鋪開不動產登記制度
的城市。事實上，不動產統一登記自2015
年起，即開始在多個省市有條不紊地展
開，更被普遍視為全面開徵房產稅的前
奏。
不過，上海2011年起就已經成為首批房
產稅試點城市，28日新政消息甫出，便有

網友擔憂此舉或是升級版「辣招」。
網易引述同策諮詢研究部研究總監張宏

偉認為，對不動產登記能反映不同城市以
及城市間不同區域交易的頻率、資金來源
以及客戶構成、空置率等，信息更加詳
實，為未來的政策調控提供大數據參考，
使未來調控政策更有針對性。發現異常波
動時，可以通過平台數據的檢測界定模型
標準，提前採取預案措施。例如未來如果
要通過房產稅的徵收調節市場供應關係，
多套房持有者可能會成為房產稅的徵收對
象，執行層面更加精準。

專家：登記或助徵收房產稅
此間資深地產專家、優淘城總裁薛建雄
則對香港文匯報指出，由於一些歷史遺留

問題，不少房產、土地的產權都有爭議，
上海尤為突出，若釐清了此類房產、土地
的所有權，當然亦可利於後期徵收房產
稅，但這不僅僅是唯一目的，「若上述房
產、土地，在解決了爭議後入市，或可通
過增加供應，平抑房價。」同時他亦擔
憂，出發點是好，但效果未必立竿見影，
因為房屋確權過程可能很緩慢。上海中原
地產分析師盧文曦也認為，房地產稅和不
動產登記不是必然關係。
至於房價猛漲，坊間對全面開徵房產稅

呼聲很高，薛建雄認為，上海房產稅已開
徵六年，房價依然在上漲，故房產稅的作
用有待商榷。他又猜測，監管層或通過控
制槓桿等方法平抑樓價，目前不太可能在
全國鋪開房產稅。

滬10月8日起實施不動產登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
道）「金九」收尾在即，不過今年9月
上海成交量持續在低位徘徊，9月至今
成交面積沒有超過百萬平方米，僅約80
萬平方米，環比8月大跌129.8%，同比
去年同期也下跌了59.1%。雖然樓市過
火現象得到了限制，但9月房價相較上
月依然上漲。
據搜狐焦點數據統計顯示，今年9月1
日至27日上海新房成交均價達每平方米

44,108元（人民幣,下同），相較8月漲
3.7%，同比去年9月升幅更有43.2%。

豪宅銷量理想推高房價
從量降價升這一現象來看，目前全國

範圍都較為普遍，8月全國70個城市房
價都出現單月環比上漲創新高的現象。
上海中原地產市場分析師盧文曦認

為，成交量的大幅回落和市場緊張心態
有所緩和有關。而房價的繼續上行，業

內認為這還是取決於成交房屋屬性來
看，目前很多高端住宅甚至豪宅都銷量
很好，並總體拔高整個上海新房均價。

10月新盤較9月充足
在接下來的「銀十」裡，記者從多家
地產網站上發現，預計10月開盤的新房
數量要比9月供應充足，且多集中在郊
區一帶，從已經公佈售價的盤來看，多
集中在4萬至5萬元之間。

滬9月新房成交量跌價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中國恒
大28日發佈公告，指分別與不同的獨立第
三方簽訂了協議，出售集團旗下的糧油、
乳製品及礦泉水的非主營業務，總代價約
為27億元（人民幣，下同），此舉是為了
「更加專注於房地產及其他相關業務」。
據公告披露，恒大將分別以18億元出售

礦泉水業務，6億元出售糧油業務，3億元
出售乳製品業務，並表示第三方在維護恒
大品牌、不擴大使用範圍、不得轉授權他

方使用及造成負面影響之前提下，於交割
日後的5年內仍可繼續使用原來產品的商
標，及在公司名稱中使用「恒大」字樣。
此外，三項業務未經審核的淨負債總共

約為33億元，預期出售後會帶來未經審核
收益約57億元。

集團成首家資產近萬億房企
今年上半年的業績報告顯示，恒大資產

已達9,999.7億元，成為內地首家資產近萬

億的房企，期內恒大營業額為875億元，
同比增加12.6%，集團在8月末的業績會
上更宣佈，將全年的銷售目標提升至
3,000億元。不過，恒大旗下的一些非核
心業務一直表現不佳，尤其是其在2013年
引入的上述三項業務，據人民網統計，
「從2013年到2015年5月份，連續3個財
務年度，恒大礦泉分別虧損了5.5億元、
28.4億元和5.6億元，兩年時間裡累計虧
損了39.5億元」。

恒大27億售礦泉水非主營業務

香港文匯報訊 綠地控股28日與上海出入境檢驗檢
疫局（下稱「上海國檢局」）簽署戰略合作協議，雙
方將通過建立檢企戰略合作機制，共同推進綠地「大
消費」產業國際化進程，助力綠地海外直採和跨境電
商破百億能級。
根據此次雙方簽訂的「大消費」產業國際化備忘

錄，上海國檢局將給予綠地多項政策支持。
在推進貿易便利化方面，將在綠地複製推廣上海自
貿區內的檢驗檢疫創新制度和監管經驗，並支持綠地
開展進境肉類、水產品等生鮮農產品的網購保稅模式
跨境電子商務試點，率先實踐國檢跨境生鮮類產品放
行流程。

綠地與上海國檢推「大消費」國際化

香港文匯報訊 日前在廈門舉行的「2016中國房地
產企業品牌價值測評成果發佈會暨房地產品牌價值高
峰論壇」，發佈了《2016中國房地產企業品牌價值
測評研究報告》及2016中國房地產開發企業品牌價
值50強榜單。中海地產、恒大和萬科分別以519.06
億元（人民幣，下同）、392.62億元和382.53億元品
牌價值，蟬聯前三強。

前列分佈穩定 復地首進20強
從近兩年中國房地產品牌價值20強榜單來看，

2015-2016年連續兩次入選20強的企業共有19家，換
榜率為5%。其中，新晉的20強企業為復地集團。與
上年相比，上榜企業總體排名分佈較為穩定。
受益於行業寬鬆的貨幣政策和貫穿全年的去庫存基

調，2015年房地產市場快速發展，行業銷售金額和
面積均創下新高。與此同時，行業內分化現象日漸凸
顯，城市與企業間均呈現了不同的發展態勢。
在此背景下，品牌企業搶佔樓市回暖先機，充分利

用市場形勢，在產品、營銷、運營等方面積極推進，

實現了品牌價值的大幅增長。
2016年測評數據顯示，品牌10強企業的超額收益
均值達到60億元以上，實現了超額收益的大幅增
長。11-20強企業的均值在20億元左右；21-50強企
業均值約為10億元。

中海恒大萬科蟬聯房企品牌三甲

■中海地產、恒大及萬科分別蟬聯中國房企品牌價值
前三強。 資料圖片

■上海市政府28日宣佈，10月8日起全面實施不動產登記制度，外界憂慮或許是最新
的「辣招」。圖為上海虹口住宅區。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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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靜儀、梁悅琴）香
港高成數按揭競爭蔓延至二手市場。香港三大
地產代理中原、美聯及利嘉閣28日齊齊公
佈，與不受金管局管制的財務公司，為一、二
手價值800萬（港元，下同）或以下的物業提
供高達90%按揭，800萬元至1,200萬元的物
業按揭也可達80%，比金管局對銀行的按揭成
數要求高出10%至30%，又免壓力測試，力吸
首期不足者入市。

易提款財務：看好豪宅
香港金管局之前收緊按揭成數影響800萬元
至1,200萬元中價樓換樓鏈，部分發展商近年
為旗下一手盤提供高成數按揭吸客，但二手樓
市因缺乏高成數按揭計劃而受拖累影響交投。
不過，情況將出現改變。經絡按揭轉介聯同
美聯物業與易提款財務28日宣佈合作推出
「高成數大額按揭計劃」，客戶透過美聯購入
樓價800萬或以下的物業，並透過經絡按揭轉
介申請一手及二手按揭貸款，最高可享90%按
揭成數，樓價1,200萬或以下按揭成數亦高達
80%。
易提款財務業務營運經理李秀嫻表示，在優
惠推出前該公司為800萬元至1,000萬元的物
業按揭成數只能做到60%至70%。不過，今年
6月開始樓市已見底，料踏入第四季樓市旺勢
持續，對豪宅市場非常看好，因此公司亦放寬
按揭成數，利率亦會緊貼市場，與其他財務機
構看齊，以具競爭力。
經絡按揭轉介市場總監劉圓圓亦表示，本年
度首七個月的累計新取用按揭金額及宗數均較
去年同期少超過40%，更較2010年的同期新
取用按揭金額下跌 53%，及累計宗數下跌
67%，變相騰出一成的按揭業務空間。她又認
為，雖然過去半年銀行業務明顯縮減，無論按
揭宗數及金額都跌接近50%，但市場上按揭需
求持續增加，第四季將有多個新盤上場，當中

不乏大碼新盤的豪宅，因此推出優惠迎合市場
需求。她補充指，此計劃會以最優惠利率約
5.25厘為基準，上限將會所調節，但最終按揭
利息將視乎供款人的信貸記錄及負擔能力而
定。

金融信貸不限物業種類
另一邊廂，香港金融信貸公司董事梅玉芳
稱，考慮到巿場對高成數按揭的龐大需求，公
司聯合中原按揭經紀推「超輕鬆9成按揭保險
計劃」，及不限樓價和物業種類的「超彈性高
成數按揭優惠」兩個優惠。前者為樓價800萬
元或以下物業提供最高9成按揭，而樓價高於
800萬元至1,200萬元之物業按揭成數亦高達
80%，計劃之最高貸款額高達960萬元，全期
優惠按息低至P-2%(或個別更優惠息率)。而後
者則高度彈性，包括低首期、樓價不限、物業
種類不限，按揭成數高達80%，並可免壓力測
試。
中原按揭經紀董事總經理王美鳳表示，樓價
上漲令入巿門檻提高，巿民對高成數按揭的需
求持續增加，加上自去年金管局將700萬以下
物業最高按揭成數下調至60%，入市首期要求
提高，進一步推動了市場對高成數按保計劃的
需求。

■經絡按揭劉圓圓(左)指，下季多個新盤上場，
不乏豪宅，因此推出優惠迎合市場。

記者 吳靜儀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