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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茂波:一帶一路融資首選香港
【香港商報訊】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出席 「一
帶一路項目與專業服務對接交流會」，跟來自內地
企業和香港金融專業服務界高層代表聚首一堂，一
起探討 「一帶一路」項目帶來的龐大機遇。他強
調，香港是 「一帶一路」建設的首選籌融資、專業
服務和風險管理平台。
出席 「一帶一路項目與專業服務對接交流會」的
嘉賓，還有商務部副部長王炳南、中聯辦副主任仇
鴻、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副特派員楊義瑞、內地
——香港一帶一路工商專業委員會港方主席蔡冠
深、內地——香港一帶一路工商專業委員會內地方
主席林景臻等。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 70 周年，是一個重要的歷史

里程碑。過去數十年，我們見證了國家在經濟和社
會發展方面的巨大成就，香港在當中既是 『貢獻
者』，也是 『受惠者』。今天，國家的經濟發展已
經進入新時代，而 『一帶一路』倡議正是推動國家
邁向高質量發展的一個重要引擎。」陳茂波致辭時
說。
陳茂波續說，自從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2013 年 9 月
和 10 月出訪中亞和東南亞國家期間，提出 「一帶一
路」倡議至今的短短 6 年，已經有超過 160 個國家及
國際組織與中國簽署了跟 「一帶一路」倡議相關的
合作文件，涉及的項目範圍非常廣闊。

助內地企業踏出國際舞台

「香港高度國際化、高水平以及靈活的專業服務
正好能夠為 『一帶一路』項目提供多元、高標準的
支援服務。從融資、會計、基建的籌劃、設計、建
築和管理、保險和風險管理，法律以及爭議解決等
等，香港都有一流的世界級專業服務人才，這些人
才的知識、經驗和國際聯繫，可以助力內地企業走
出國際舞台，共拓商機。」陳茂波強調。
事實上，港府正透過香港貿易發展局加強 「一帶
一路」項目與專業服務的對接，局方最近完成了
「一帶一路」資訊網站的提升工作，推出了更全面
的一站式平台，提供最新的市場資訊、香港專業服
務供應商以及相關國家和地區的投資項目等資料，
促進項目配對。

社會動蕩累樓市轉弱

三辣稅收入全線回落
【香港商報訊】記者鄭珊珊報
道：社會持續動蕩及外圍經濟環境
不穩，上月物業投資市場氛圍開始
出現兩極分化趨勢。稅務局數據顯
示，8 月份涉及 「辣招稅」 (包括從
價印花稅、買家印花稅及額外印花
稅)的成交宗數錄 1730 宗，較 7 月份
的 2026 宗，按月回落 14.6%，連跌
4 個月；涉及稅額約 12.9 億元，則
比 7 月份的 18.3 億元減約 29.5%，
為今年次低。對於 8 月的印花稅，
有學者認為反映市場普遍投資者對
於樓市相對謹慎。
當中反映非本地買家、公司名義買家入市情況的買
家印花稅(BSD)宗數 8 月錄 242 宗，雖按月增 19 宗或
8.5%，連升兩個月，涉及稅款約 3.1 億元，較 7 月份的
5 億元挫 34%。以平均每宗涉及稅款計，8 月份 BSD 每
宗成交的平均稅款為 137 萬元，相較 7 月份的平均 225
萬元，每宗回落 90 萬元。

住宅印花稅量價齊跌
對於買家印花稅宗數上升、稅額下降，浸會大學經
濟系副教授巫伯雄接受本報採訪時分析，這反映成交
的戶型多為小單位；另外，中美貿易戰正酣，人民幣
匯價這兩個月跌得厲害，內地投資客減少了很多。他
進一步指，有可能是本地有經驗的投資客多了買賣，
加上近來有部分發展商一手樓盤低開，因此推測這些

陳茂波鼓勵大家善用香港這個獨特的平台掌握先機。

惠譽：若港示威完結
或重估評級
【香港商報訊】記者鄺偉軒報道：惠譽國際上
周 五 (6 日) 把 香 港 信 貸 評 級 由 「AA + 」 下 調 至
「AA」，展望為負面。該行主權評級董事費安德
(Andrew Fennell)表示，這反映了近日香港社會不
穩，若示威活動完結，或重新審視香港信貸評
級。
費安德稱，連串示威活動不僅影響香港的國際形
象，也削弱了香港政府管治能力，繼而影響香港營
商環境的穩定性。他續指，雖然預期 「一國兩制」
未見轉變的可能，但承認近日的示威活動，導致該
行下調香港的信貸評級。

內地與香港評級趨拉近

樓市氣氛轉差，拖累樓市成交，連帶稅局的辣招稅收入亦下跌。
投資客買了一些小戶型單位。
涉及住宅及非住宅的從價印花稅成交有 1455 宗，按
月挫 17.7%，金額則按月跌 28.7%至約 9.37 億元。其中
針對投資者入市的 15%住宅印花稅(DSD)，8 月份錄得
392 宗，較 7 月份的 435 宗，回落 43 宗或 9.9%，涉及稅
款 5.9 億元，按月跌 35.9%。金額和宗數雙降。
巫伯雄推測，因為市場上大多數普通投資者，對後
市較為審慎所致。因此，當下的物業投資市場的情況
是，普通投資者對於後市較為謹慎，而經驗投資者則
仍看好樓市，而購入小型單位。由於匯價關係，內地
投資客來港投資的成本大幅上升，因此宗數減少。
至於額外印花稅(SSD)方面，在8月份錄得33宗，按月
跌 8.3%，金額雖然按月上升了 17.2%，錄得 2250 萬元，
但整體而言，無論宗數還是金額都屬偏低數字。

資料圖片

8 月 「辣招稅」 概況
按月
金額
按月
變幅(%) (百萬元) 變幅(%)

項目

宗數

額外
印花稅

33

-8.3%

22.5

+17.2%

買家
印花稅

242

+8.5%

331.4

-34%

住宅
印花稅

392

-9.9%

590.6

-35.9%

他認為，內地與香港在經濟、金融、社會與政治上
的連繫日益加深，導致了兩地的評級水平拉近。他表
示，目前香港 30%的銀行體系資金，與內地有聯繫，
料中央構建粵港澳大灣區，將導致內地與香港進一步
融合。
費安德續指，根據過往經驗，被該行下調評級的
經濟體，將於未來 8 至 9 個月，約有 65%機會再度被
該行下調評級。不過他補充，若內地評級獲得上
調，將對香港的評級產生正面影響。若示威活動最
終獲得解決，營商信心恢復，該行將重新評估香港
評級。
對傳聞港府可能引用《緊急法》，以及美國國會
可能通過香港人權法案的影響，費安德未有作出評
論。費安德又指，目前香港財政儲備可為經濟和金
融體系緩衝，且聯繫匯率正常運作，即使該行下調
香港信貸評級至 AA，評級亦相當高。

資料來源：稅務局

戴德梁行料末季樓價再跌 10%
【香港商報訊】記者呂婉玲報道：社會動蕩加劇，
導致樓市下行。戴德梁行發表第 3 季度住宅及投資市
場報告，預料若示威持續，第 4 季樓價(按熱門屋苑
計)會較現時再下跌 5%至 10%，全年樓價則料持平或
錄輕微升幅。
戴德梁行大中華區副總裁及策略發展顧問部主管陶
汝鴻表示，第 3 季受歡迎中小型屋苑價格較 6 月高位
已下跌 3%至 5%，7、8 月成交量亦按季跌 45%。當
中，有如沙田第一城及太古城，9 月中的價格已較 6
月的高峰期下調 4%至 5%；同期貝沙灣及君臨天下等
豪宅，因業主持貨能力較強，跌幅較窄，亦下調約

3%。他預測本月總計私宅成交量僅維持 4500 宗水
平，較示威發生前 5 月的 8200 宗大幅回落。

全年樓價則料持平
他續指，雖然中美兩國有望於 10 月重啟貿易和談，
從而帶來正面信息；但若本地大型示威持續，影響本
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及失業率，樓價將續呈跌勢，故
不排除再調低全年預測。不過，就近日二手市場出現
減價成交，陶汝鴻認為只屬零星個案，並不構成劈價
潮。他又強調，若示威事件得以緩和或平息，樓價有
機會迅即反彈，因市場近期已累積一定購買力，買家

現時只是延後入市。
投資市場方面，該行資本市場部執董高偉雄指，截
至 9 月中，第 3 季逾 1 億元的大額交易宗數僅 30 宗，
按季挫 55%，成交金額暫亦按季大跌近 70%。他指若
情況持續至來季，全年宗數或錄十年新低。
他又提到，近兩年房地產基金買貨比例佔整體約
30 至 40%，這類基金透過投資委員會在港投資，示
威新聞或影響其投資意欲。反觀內地投資者或開發
商，由於視本港為跳板，來港投資意欲料保持積
極。他預期，來季投資市場的大額成交宗數將再度
告跌。

匯璽 III 折實呎價逾 21000 元
【香港商報訊】一手樓市轉趨熱鬧，新地(016)旗下
匯璽 III(Cullinan West III)公布價單第 1 號，新地副董
事總經理雷霆表示，項目提供 235 伙，折實平均呎價為
21722 元。有見近月本地樓市放緩，故略為調整匯璽 III
的售價，以合理市價推售。
新地代理副總經理唐錦江補充，價單第 1 號提供 3 種
付款方法，包括 90 日付款計劃、210 日付款計劃及建築
期付款計劃。90 日付款計劃最高可享 20%折扣，另有
匯璽 Fans 折扣優惠及額外現金優惠。入場價單位是第 8
座 6 樓 D，屬開放式間隔，實用面積 275 平方呎，若計
算所有折扣，單位折實售價為 605.6 萬元。
項目將於本周四(9 月 12 日)開始登記，有機會下周開
售。價單第 1 號的單位貨值約 20 億元。折實售價由

613.6 萬元至 4033.5 萬元，呎價 2.0 萬
元至 2.7 萬元。

啟德尚‧珒首批推
至少 134 伙
另外，由龍湖集團(960)及合景泰富
集團(1813)合作發展的啟德坊二期住
宅發展項目尚‧珒已獲批預售樓花
同意書，龍湖集團香港項目營銷總監
黃少鴻透露，有機會於周內上載樓書
及開價，項目定價將參考同區及何文
田新盤價格，首批單位將不少於 134 伙。
合景泰富集團市務及營銷總監(香港及海外)張詩韻表

震雄執董否認蔣家爭產

【香港商報訊】記者邱媛媛報道：震雄集團﹙057
﹚早前傳出爭產及私有化傳聞，集團前副主席蔣志堅
亦於上月股東會被踢出董事局。震雄集團執行董事、
策略及營銷總監鍾效良昨日回應此事指，震雄不會發
生內鬥爭產，同時澄清集團不會轉型至地產行業，坦
言不知謠言從何而來。

龍湖首 8 月銷售額增 12%
龍湖集團(960)昨日公布，今年首 8 個月，累計實現合
同 銷 售 金 額 1476.2 億 元 ( 人 民 幣 ， 下 同)， 按 年 上 升
12.12%。合同銷售面積 898.7 萬平方米。單計 8 月份，
實現合同銷售金額 220 億元，按年增 27.02%，合同銷售
面積 132.1 萬平方米。合同銷售金額較大的區域是長三

接班人及領導層多年前定好
鍾效良續指家族 「無得爭」，因集團創辦人蔣老先
生﹙蔣震﹚早已把身家捐到慈善基金。他又強調，蔣
志堅重選為董事的議案遭否決並非私人恩怨，並指集
團的接班人及領導層在多年前已定下來，不會涉及爭

市場
動態
角地區，達 85.4 億元，其次是西部地區和環渤海地
區，分別有 52.6 億元及 50 億元。

豐違反規定遭證監罰款
豐銀行因沒有遵守《操守準則》下的電話錄音規
定，遭證監會譴責及罰款 210 萬元。

尚‧珒快將推出市場。
示，最快中秋節前後開放示範單位，示範單位包括一
房至三房戶型。
奪話事權的情況。他強調，震雄企業管治水平較高，
不會容許有任何私人感情影響公司運作，而是次除了
蔣志堅職位的變動，其他的管理層沒有作出改變。
對於集團未來發展，是否會轉型地產，他重申集團
沒有討論過轉型地產業，不知謠言從何而來。他解釋
稱，去年深圳坪山三幅地皮改建發展地產項目，其實
是配合深圳市政府要求，發展公司暫時未用到的土
地，集團無意拆卸其他廠房起樓。

證監會指，有關紀律行動源於豐在 2017 年 4 月 8
日至 2018 年 1 月 31 日期間，沒有設置或啟動其私人銀
行部某些電話線的錄音功能，導致透過其 59 條受影響
電話線接收的 5830 項客戶交易指示未被錄音。
證監會認為，豐沒有設立有效的內部監控程序，
以確保其電話錄音功能運作妥善，和及時發現其電話
錄音功能出現的任何事故。

費安德(右一)指，若示威活動完結，或重新審視
香港評級。
記者 鄺偉軒攝

港股乏方向
短期難見利好
【香港商報訊】記者吳天淇報道：港股連日牛
皮，同時成交繼續下跌，雖然昨日輕微回升，但
市場仍缺乏方向，中美貿易談判略有進展，惟正
面影響有限。分析認為，市場已消化美國減息及
內地降準等利好消息，短期難有重大利好消息刺
激股市。
港股昨日呈先高後低格局，恒指高開 150 點，其
後最多升 189 點至 26870 點後反覆向下，並一度倒跌
46 點，低見 26634 點，高低波幅 236 點；全日收報
26683 點，升 2 點或 0.01%；國企指數收報 10403 點，
跌 14 點或 0.13%。主板成交逾 752 億元。
悠誠資產管理首席投資總監陳炳強認為，港股受
多項負面因素影響，單靠內地下調存款準備金率(降
準)，難以突破 27000 點關口，即使本月美國聯儲局
減息 0.25 厘，亦已是意料之內，短期難有重大利好
消息刺激股市。他指出，內地降準後對帶動消費及
投資成效不大，即使內地下一步會減息，相信幅度
也不能太過進取，否則人民幣更弱，因此上述措施
頂多只能穩定經濟，刺激作用不大。

聯通與電信合作各升近 5%
中美貿戰方面，中美貿易談判代表將於 10 月初在
華盛頓會面，美方最近指出，如果中美始終未能達
成貿易協議，美國總統特朗普毫無疑問將持續對中
國貨物實施加徵沉重關稅的措施。
重磅股中，豐控股(005)昨領漲 1.2%報 58.9 元，
貢獻恒指 31 點。中國移動(941)升 0.3%；工行(1398)及
中行(3988)升 0.3%至 0.5%撐市。友邦保險(1299)及建
設銀行(939)皆無升跌；騰訊(700)跌 0.6%；中國平安
(2318)及香港交易所(388)分別跌 1.5%及 1.6%拖低大
市。中國聯通(762)是表現最佳藍籌，與中國電信
(728)簽署 5G 網絡共建共享協議，股價分別漲近 5%及
4.7%。
手機設備股回吐，舜宇光學(2382)8月手機鏡頭出貨
量按年大增 46%，股價高開後 「
散水」，終跌 2.5%收
市；瑞聲科技(2018)跌2.3%；中興通訊(763)跌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