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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廈上車門檻低
在香港買 「磚頭」 被視為財富
增值的出路，皆因銀行息口低、
股市有風險、基金價格可升可
跌，只有 「磚頭」 價格長年易升
難跌夠 「硬淨」 。不過，私樓價
格對部分人仍高不可攀，但有種
「磚頭」 投資相對豐儉由人，那
就是工廈，馬上為大家分享投資
工廈貼士。
香港商報記者 張智榮

投行
視野

相比動輒過千萬元的私樓，投資工廈
的優勢之一在於入場費較平。美聯工商
舖執行董事黃漢成表示，工廈價格相比
其他物業種類仍屬偏低，呎價在 3000 元
至 1 萬元已有很多選擇， 「lump sum（總額）」較
細，適合大部分投資者參與。例如荃灣呎價約 6000 元
的工廈舖位質素已經不錯，面積 1000 呎單位總價約
600 萬元，入場門檻不算高。

投資工廈小貼士
優點

入場門檻
相對低

入場費低至一球幾
如果仍嫌 600 萬元略貴，黃漢成指，現時不少工廈
分拆項目(重新分間單位的項目)的質素不錯，百多萬
元已經可入場，回報亦不俗，租金回報率可達 3 厘至
4 厘。他又指，一般投資者對 100 萬元至 300 萬元工廈
舖位比較有興趣，因入場門檻較低。實際用家則對
500 萬元至 700 萬元、面積過千呎的單位較感興趣。
中原工商部高級資深營業董事郭楚華向本報表示，
近年市場上越來越多人認識工廈物業，將其視作一種
投資工具。相比寫字樓、住宅、舖位等物業投資，投
資工廈的回報一般較高，用心 「尋寶」，租金回報
更可達 5 厘。

九龍西工廈相對低水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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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惠政府活
工廈單位宜避
化 工 廈 政 策 ， 開厭惡性行業，
不妨長期持貨
如印刷廠

預期可敘做按揭詳情

荃灣分拆工廈例子
荃灣柴灣角街 66 至 82 號金熊工業中心
16 樓 The Block Sea

地址

樓價

91 萬元

按揭成數

40%

面積

123 呎

叫價

91 萬元

還款年期

20 年

呎價

約 7400 元

按揭利率

2.625%

稅項(雙倍印花稅)

約 2 萬元

預期租金回報

3至4厘

首期

54.6 萬元

每月供款

1951 元

管理費

約 345 元

投資吸引點

步行至荃灣西站約 7 分鐘、主攻創意文化
產業、受惠港珠澳大橋帶動區內遊客、區
內工廈供不應求、價格仍相對低水

資料來源：網上資料、經絡按揭

資料來源：The Block Group、591 房屋交易網

觀塘區和長沙灣的工廈，是郭楚華的心水推介，值
得留意。正如她所言，近期有多家發展商在觀塘區推
一手工廈項目，市場反應理想，區內亦有部分工廈項
目經重新分間後，提供面積較小的舖位，適合用作
「樓上舖」零售用途，價錢較相宜，加上觀塘區定位
為商貿中心，因此區內工廈具投資價值。不過，現時
觀塘區大部分工廈呎價介乎 5000 元至 9000 元不等，
個別新項目呎價已過萬元。
另一方面，黃漢成強調，九龍東地區的工廈雖有
CBD(商貿中心)概念，惟價格已經升了很多，質素較
好的工廈呎價要萬元以上，相對而言，九龍西地區仍
屬低水，例如長沙灣、葵涌、荃灣一帶，平均呎價比
九龍東低三成以上，更值得投資者關注。
黃漢成特別推薦荃灣的工廈， 「港珠澳大橋落成
後，荃灣成為旅客的購物熱點之一，加上荃灣有好多
新盤推出，料帶動樓上舖和工廈需求。荃灣工廈需求
大，但供應少，有落後概念，是令近年區內工廈成交
活躍的主要原因。」他補充指，現時荃灣工廈呎價
4000 元 至 5000 元 已 經 有 貨 ； 質 素 較 好 的 ， 呎 價 在
5000 元至 6000 元亦有很多選擇」。

郭楚華同樣表示，近期工廈成交略有回落，但暫時
未見工廈價格因中美貿易戰而調整，預計市況在第 3
季前仍呈膠。不過，因為港府重啟活化工廈政策，
加上市場上全棟大手成交持續，支持了工廈價格，料
未來 1 至 2 年工廈有約 15%的升幅。
此外，黃漢成提醒買家，選擇單位時應避開厭惡性
行業，同時需留意工廈空置率、管理質素、設施新舊
等等，例如部分舊式工廈的電梯已很舊，業主有可能
要夾錢換新電梯而付額外支出。

受惠活化工廈宜長期手

應預備最高八成現金

過去幾年工廈買賣氣氛活躍，黃漢成指出，每月平
均成交有幾百宗，高峰時甚至有過千宗，主要由於近
年越來越多工廈活化及拆售項目。但他坦言，近期受
到中美貿易戰影響，工廈成交拾級而下，主要因市場
上工廈用家以實業為主，貿易戰對這批用家心理影響
大，增加他們對後市的戒心。即使如此，他仍然認為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工廈總價較低，乍看入場門檻
會較低，但對買家的現金要求卻不低。中原按揭董事
總經理王美鳳表示，並非所有銀行都接受工廈按揭申
請，需視乎工廈質素等因素，銀行對舊式工廈的按揭
申請會較保守，建議買家在正式買賣前，先向銀行查
詢是否能做按揭，以及能借到的按揭成數等。

工廈價有上升趨勢，只是短期成交方面受影響。
黃漢成說： 「業主對後市仍有信心，買家只是因經
濟環境問題暫時未出手，業主又未肯減價，所以價錢
方面企得好穩。」
不過，近期工廈業主出價不如之前進取，黃漢成表
示，這為投資者提供入市機會，不過他不建議買家入
市作短炒，而應長期持貨，因政府提出工廈活化政
策，加上市場供應少，租務需求大，長遠前景樂觀。

未來 1 至 2 年或升值 15%

王美鳳又指，工廈在按揭成數、貸款年期及利率
等，都與住宅按揭有分別。首先，工廈按揭成數最高
為 40%，若借款人已有其他物業按揭，則按揭成數會
調低至最多 30%；此外，工廈按揭利率會較住宅按揭
高，實際利率又會受工廈質素影響；年期方面亦較住
宅按揭為短，工廈按揭年期以 15 至 20 年為主。
黃漢成提醒，受中美貿易戰影響，縱使工廈單位存
在一定議價空間，買家仍須量力而為，現金方面要
「預鬆少少」，有足夠現金才可考慮入場，因不同於
住宅按揭可做到高槓桿，假設按揭只能借 30%，再加
上雙倍印花稅，買家有機會須拿出接近成交價 80%的
現金出來。

銀行或拒做分契單位按揭
值得一提，近年市場出現不少工廈房，即工廈經
翻新重新分間單位，並以分契形式拆售。王美鳳就
指，這類看似 「正正常常」的單位，銀行亦有機會不
承做按揭， 「銀行對出來的單位申請按揭會較保
守，銀行可能擔心房影響工廈質素，例如可能違反
消防條例等，銀行一般會先到工廈進行視察」。她建
議買家先向銀行查詢按揭詳情，再落實交易。
此外，經絡按揭轉介首席副總裁劉圓圓亦提醒，雖
然工廈房以分契形式拆售，擁有各自獨立業權，但
仍有機會存在僭建、違反消防條例等問題，因此銀行
一般不會為此類房盤做按揭。她建議買家作買賣前
做多些功夫，可向地產代理或律師諮詢。
（系列報道之一）

中國經濟逆風中企穩
4 月份中國主要宏觀經濟指標證實了
我們的觀點：中國經濟仍在企穩，但下
行壓力猶存。美國升級關稅導致中國增
長放緩，但其影響很可能隨中國穩增
長政策逐漸發力而減退。我們最新的基準情景是，中
美兩國有可能在今年底前達成協議，不再繼續加徵關
稅。中國經濟增長應該會相對平穩，今年 GDP 增速可
望達到政府提出的 6%至 6.5%的目標。
繼 4 月份更趨謹慎後，中國貨幣政策自 5 月起再度
轉向寬鬆以穩定經濟增長。人行宣布為中小型銀行定

宏觀
視野

向降準 300 個基點，分三步實施：5 月 15 日、6 月 17
日和 7 月 15 日分別降準 100 個基點，總共釋放 2800 億
元（人民幣，下同）的流動性。此舉旨在應對貿易局
勢不確定性上升，並為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提供信貸
支持。這也是國務院之前承諾要加大對民營企業和小
微企業定向支持力度的具體體現。

貨幣政策再度轉向寬鬆
與此同時，人行還於 5 月重啟公開市場逆回購與借
貸便利操作。這使得 5 月份流動性較 4 月增加，帶動
市場利率下行。人行於 5 月 14 日進行了 2000 億
元的中期借貸便利操作，超過當日到期的 1560
億元。人行在 2019 年第一季貨幣政策報告中也
表示將保持流動性充裕。我們預計今年餘下時
間人行還將全面降準 100 至 200 個基點，並使
用借貸便利和其他新創設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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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結前
資本市場兩面看

租金回報可達 5 厘
過去幾年工廈買賣氣氛活
躍，每月平均成交有幾百
宗，高峰時甚至有過千宗
高峰時甚至有過千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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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初中美貿易爭端再度升級。美國對 2000 億美元
中國商品加徵的關稅稅率從 10%提高至 25%（6 月起生
效），並威脅對其餘約 3000 億美元的中國輸美商品加
徵關稅。中國隨即進行反制，對價值 600 億美元的美
國商品加徵的關稅稅率從 5%至 10%上調至 5%至 25%
（同樣於 6 月份生效）。經貿爭端也擴大到科技領
域，美國以國家安全為由將兩家中國 5G 相關公司列
入出口管制黑名單（尤其是華為）。

塵埃落定仍需時日

香港商報廣告效力宏大

儘管 5 月未能達成協議，但貿易談判料將持續。儘
管在 6 月底的 G20 峰會達成協議的機會渺茫（概率為
20%），但我們認為年底前達成貿易協議的概率為
50%。中美雙方看來都不急於求成，但隨市場和經
濟受到的衝擊持續加大，最終可能會促使雙方重返談
判桌。
中美雙方都有牌可打。美國可能採取更加強硬的立
場，對剩餘 3000 億美元的中國輸美商品加徵關稅，並
提高現行關稅的稅率，為國內農場主提供補貼，加大
對關鍵技術的出口限制，並將更多的中國企業列入禁
令名單。作為反制，中國也可能上調關稅，並採取非
關稅措施，比如加大國內政策支持力度，有序貶值貨
幣以緩解關稅升級對出口的影響，對在華經營的部分
美國企業採取懲罰性措施，對稀土實施出口限制，部
分出售所持的 1.2 萬億美元美國公債等。
總體而言，中美貿易爭端依然是一大風險。最近的
貿易摩擦升級證實了我們的觀點，即兩國關係正進入
「新常態」，長期將經歷 「打打談談」的多輪較量。
這會對中國經濟產生負面影響，但在政策支持下影響
應該可控。
瑞銀財富管理投資總監辦公室

內地貨幣政策在半年結前，將有
較大可能延續寬鬆，存在降準減息
機會。若後續下調了存貸款基準利
率，這或暗示了一種經濟挑戰較大

的形勢。
往後看，中美貨幣政策的實際趨勢，中美貿易
談判能否正式開展將會成關鍵。自 5 月後，中美
貿易衝突再度升級，愈演愈烈，貿易摩擦成為拖
累環球經濟的重要不明朗因素。事實上，自去年
底，包括聯儲局、IMF、世界銀行等在內的主要
機構都將環球經濟下滑歸因於環球貿易摩擦。

美聯儲減息影響可預見
若聯儲局開展減息周期，資本市場表現將如
何？參考過去 5 次聯儲局首次減息前後，資本市
場呈現以下趨勢：
第一，美元指數短期呈現下跌，中長期表現則
不一；第二，標普 500 指數短期普遍上升，中長
期表現不一；第三，十年期美債收益率短期表現
不一，中長期普遍下跌；第四，紐約商品交易所
黃金短期價格表現不一，中長期普遍上升；第
五，西德州原油短期價格多數上升，中長期則多
數下跌。

環球經濟或面臨滯脹壓力
估計環球經濟增長速度回落的過程中，各經濟
體之間的分化再度加劇，主要經濟體之間的增
長速度差距不斷擴大。假設短期美國經濟增長
速度依然具有較強韌性，尚未去到啟動減息周
期的話。環球經濟增長面臨發達經濟體之間、
中東地緣政治衝突與中美貿易摩擦的三重不確
定性因素衝擊，將導致環球經濟在未來面臨滯
脹壓力。
在這種情況下，假設減息周期無法啟動，資本
市場在短期內將出現以下變化：
第一，環球風險資產（如股市）將面臨較大的
持續下跌壓力；第二，環球債券市場，尤其是國
債市場在短期內可能呈現上升；第三，黃金、日
圓、瑞士法郎等避險資產價格在今年下半年可能
出現不錯的升幅；第四，環球大宗商品價格將在
波動中下滑，原油價格的走勢則存在較大的不確
定性。
在環球多變的環境下，內地流動性能有多寬
鬆，需要從環球及國家宏觀及微觀局勢當中進行
判斷。
資深金融及投資銀行家 溫天納

在環球多變的環境下，內地流動性能有多寬鬆，
需要從環球及國家宏觀及微觀局勢當中進行判斷。

東莞外貿企業不悲觀
東莞是中國內地加工貿易企業最
集聚的城市之一，在這裏我們調研
了 8 家不同行業的企業，包括照明
設備、五金飾品、家具、汽車配
件、辦公設備和電子器件及自動化設備採購服務
企業等。

行業
調研

加徵關稅顯現一定負面效果
加徵關稅對外貿企業在銷售額、利潤率、員工
人數等方面均顯示出一定的負面效果。不同行業
的外貿產品在加徵關稅以後對美銷售額同比下滑
20%以上，部分產品由於客戶推遲提貨已造成庫
存積壓；基於前期跟經銷商的協商，大多數企業
目前對於關稅的承擔在 10 至 15 個百分點之間，部
分毛利率較高的企業承擔比例更高，企業盈利能
力進一步降低；同時，照明、家具等公司表示，
相比於之前的高峰時期，員工人數有 20%至 30%
減少。
目前加徵關稅的狀態下，部分外貿企業保持觀
望的態度。這些外貿企業，一方面對於最終解決
摩擦抱有較大的期望；另一方面也在積極跟經銷
商和客戶協商，盡可能加大客戶的成本分擔，降
低自身影響；特別是一些規模較大、之前已經在
東南亞有所布局的企業明確表示會進一步加大國
外產能的投放，考慮將美國訂單轉移至第三國生
產，重點區域包括越南、泰國、印尼等。

部分企業開拓新市場
進一步加徵關稅的假設下，外貿企業更傾向於開
拓新的市場、升級產品及轉入內銷。部分企業表
示，長期上要積極開拓美國以外新的市場，用以彌
補美國市場的下滑，如歐洲、東南亞等；同時，部
分企業也在積極改善自身產品性能、增加產品多樣
性，通過提高產品附加值和最終價格來抵銷關稅的
影響；另外，轉入內銷市場或者與內資品牌合作代
工也是普遍談及的一個路徑選擇。但是，不可否
認，三種方式都是相對長期的過程。
整體而言，東莞的外貿企業並不悲觀。這可能
與我們調研的企業相對規模較大相關（收入 1 億
至 10 億元），大多數企業認為，短期加徵關稅對
公司銷售和利潤率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但是，
外部的壓力在一定程度上也會促進行業內部的變
革，推動行業整體的轉型升級，大企業在短期陣
痛之後，更可能實現市場份額的提升和盈利能力
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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