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副研究員、《房地

產藍皮書》副主編李恩平昨天指出，內地房地產稅費

結構極不合理，「重交易、輕持有」的稅費結構抑制

了市場交易而助長多套持有。而不恰當的消費觀念一

定程度上助推了樓價上漲。

在2013年中國房地產高峰論壇暨《房地產藍皮書》發

佈會上，李恩平指出，目前房地產領域的公共財政收

入主要表現為土地出讓金收入，幾乎所有的房地產稅

費均集中在房地產開發、交易環節，而房地產持有環

節的稅費佔比很小，這使得內地成為全球房地產持有

成本最低的地方之一。

不當結構抑制房地產市場交易

「不合理的稅費結構導致了不合理的房地產市場結

構，抑制了房地產市場交易，助長了多套房產持有，

導致了房地資源的低效利用」，李恩平說，而另一方

面，過早、過大的購房行為則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自

住性住房的需求，助推樓價上升。有數據統計顯示，

內地首套房貸者平均年齡大大低於國際水平，例如英

國37歲，德國和日本42歲，北京則為27歲。

李恩平指這其中原因多方面，有不恰當的消費觀念，

例如沒產權住房就不結婚，也有東方社會家庭家族融

資網絡支持的因素，而不合理的稅費結構更是誤導了

購房者的心理預期：持有住房無成本，交易住房稅費

負擔重。

這使得不少首次置業人群即向大

戶型、大面積看齊，試圖一次到

位，以避免過重的稅費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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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20%個稅或促樓價漲

東力獲注50億 招地海外上市平台

專家：稅制失衡易生樓市亂象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

吉林市(香港)合作項目簽約儀式暨
中新吉林食品區投資環境說明會昨
日舉行，取得豐碩成果，共簽訂10
個項目，涉及的金額達105.8億元

（人民幣，下同），其中包括華潤五
豐有限公司與中新吉林食品區管委
會簽訂的農產品深加工基地建設項
目。吉林市市長趙靜波出席了說明
會，副市長房立群在會上介紹了該
市的投資環境，並重點推介中新吉
林食品區。

房立群表示，中新吉林食品區位
於吉林市，是繼蘇州工業園和天津
生態城之後，中國與新加坡又一個
重要的合作項目，旨在打造食品質
量和安全領域國際合作的新典範。
去年9月6日，吉林省政府與新加坡
淡馬錫公司在北京簽訂了中新吉林
食品區投資合作協議。

中新吉林食品區擬投資200億
據介紹，中新吉林食品區擬分三

期建設，其中起步區建設計劃投資
200億元，重點建設基礎設施和起
步項目。該食品區總體規劃由新加
坡裕廊顧問公司編制，規劃為核心
區和控制區，向外形成輻射區。其

中核心區即中新食品城，規劃面積57平方公
里，並規劃食品加工園區、倉儲物流區、現代
商住區、行政辦公和科教文衛區、休閑度假
區、景觀綠地區等六大功能區，將打造一座30
萬人口的現代化宜居生態城市。

中新吉林食品區昨日推出16個項目招商，其
中包括30萬噸綠色稻米精深加工項目、年產20
萬噸果葡糖漿項目、年產30萬噸甜玉米飲料項
目、年產5萬噸嬰幼兒奶粉項目、有機蔬菜種
植加工全產業鏈項目、長白山黑木耳系列產品
加工項目、長白山人參系列產品深加工項目和
東北梅花鹿系列產品加工項目等。

吉林市昨日在會上簽訂的其他項目，還包括
伯爵集團（香港）公司與吉林市旗下舒蘭市政
府簽訂的農產品綜合加工及彩印包裝生產項
目、中訊軟件集團與吉林市高新區管委會簽訂
的中訊軟件園項目、香港精優控股公司與磐石
經濟開發區簽訂的醫藥生產項目和香港博大東
方集團與吉林市豐滿區簽訂的博大山水灣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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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南方奪橫琴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中國社會科學院25日發佈的

《房地產藍皮書》指出，2013年內地樓價仍有較大上漲壓力，若從嚴執

行20%個稅政策，或助長房價上升。藍皮書指出，限購政策作用在減

弱，政策重心轉向住房持有稅，可能有助緩解樓價上升壓力。

藍皮書指出，2012年房價增速基本得
到控制，商品房銷售均價每平方米

為5,791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
8.1%，增速略高於2011年。在35個大中
城市中，深圳的商品房均價最高，增速
則以西寧居首。

限購政策致成交量大降

在商品房均價變化方面，除上海、天
津、海南、吉林、西藏五個省份商品房
均價下降外，其餘省份商品房均價都有
不同程度的上漲，上漲幅度超過10%的
省份有10個。藍皮書還特別指出，雖然
受限購政策實施影響，北京、江蘇和浙
江在2011年商品房成交量出現大幅度下
降，但2012年三地商品房成交量均飛速
上升，由此可見限購政策的作用正在逐
步減弱。

藍皮書分析指，受宏觀經濟復甦影
響，今年房地產投機性需求增長壓力可

能有所緩解，但消費性自住購房需求有
望加大釋放。受2012年房地產投資相對
低迷和年末房地產交易量大幅放大的影
響，今年新增房產供給將相對偏緊，而
存量住房供給則取決於調控政策走向。
就內地整體而言，持續的求大於供是推
動價格上漲的重要因素，因此2013年調
控難度將進一步加大。

轉向住房持有稅料增供應

而今年的房地產交易取決於具體政策措
施選擇和執行力度。如嚴格執行20%個稅
政策將壓縮存量住房供應，短期內加劇供
不應求市場格局，可能助長房價增長；如
政策重心轉向住房持有稅，則加快存量住
房入市供應，緩解供不應求格局，可能促
使房價平穩走勢或有所回調。

在地價方面，藍皮書分析稱，由於一
線城市土地供應不足，以及各地優質地
塊供應緊張，再加上較為寬鬆的貨幣環

境，預計2013年地價會繼續攀升。 一線
城市及部分重點二線城市供應短缺，地
價上漲壓力較大；大部分二、三線城市
供應充足，地價漲幅不會太大；三、四
線城市供應充足但潛在需求相對較弱，
地價將保持平穩，個別城市甚至存在下
行風險。

另外，藍皮書指出，今年內地保障房
建設目標較上年有所減少。由於內地在

保障性住房建設資金方面，中央財政支
持力度有限，因此地方政府財政壓力
大。目前地方政府試圖吸引民間資本進
入，以開拓資金來源。當前大規模的保
障性安居工程已進入竣工和交付入住階
段，若分配問題解決不好，就會造成新
的不公和社會矛盾，確保公平分配是關
係保障性安居工程成敗及可持續發展的

「生命線」。

香港文匯報訊 深交所A、B股公司招
商地產入主香港東力實業（0978）近一
年後，終有注資動作，招商地產昨公告
稱，將內地部分房產項目公司股權，以
近50億元（人民幣，下同）(約61.77億
港元)出售予東力。完成交易後，東力
將成為招商地產集團唯一海外上市業務
平台。

首家內房「殼股」獲注資

這亦為這一年來多家內地房地產公司
在港「買殼」後，向殼公司注資的首
例。不過東力股價昨日反高潮，該股昨
早復牌後，一度升達12%，高見3.5港元
的一年高位，但其後大幅回吐，最多倒
跌近14%，收市插10%，報2.61港元，
成交1.46億港元。

據通告，招商地產此次擬出售匯聚公
司、華敏投資、樂富投資三家公司

100%股權及相關債權；會鵬房地產發
展50%股權和債權，而這些子公司涉及
招商地產在重慶、佛山，廣州和南京四
地的8個房地產項目，轉讓基準價為
49.65億元。

東力實業將向招商地產子公司發行永
久存續可換股證券，作為收購資產的對
價，折股價為1.61港元/股(較上一交易
日收盤價折價44.5%)，票面零利息；或
者向招商地產子公司及其他投資者發行
新股38.37億股，其中向招商地產發行
不超過28.97億股。

交易對今年盈利無重大影響

招商地產稱，由於買賣雙方均為控股
子公司，因此交易的實施對公司本年度
經營成果無重大影響。上述資產注入東
力實業，將直接提升東力實業未來的經
營業績，進而為其成為招商地產境外發

展平台奠定重要基礎。
新鴻基金融證券策略師蘇沛豐表示，

注資消息刺激市場對該股份有所憧憬，
然而公司以較大折讓發行新股支付代
價，令投資者擔心遭攤薄。

東力實業稱，由於招商地產在收購該
公司24個月內向其注資，依據聯交所有
關規定將構成反向收購，將被視為首次
上市，需走重新上市審批程序。

東力是次收購的為招商局地產透過香
港註冊公司瑞嘉持有的內地房地產項
目，於去年底的應佔資淨值約28.52億
元人民幣，除稅後純利為10.45億元。

身兼招商局地產財務總監的東力實業
主席黃培坤表示，完成收購後，公司將
成為招商地產集團首個海外上市業務平
台。公司在廣州、重慶、佛山及南京等
城市中選擇收購的項目相對成熟且均開
始產生盈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廣珍、歐曉紅

珠海報道）日前橫琴新區只面向世界500
強企業掛拍的一宗面積達3萬餘平方米的
綜合用地，近日由中交南方投資發展有限
公司以底價6.88億元（人民幣，下同）競
得，樓面地價3580元/平方米。

根據公告，是次成功出讓的土地面積為
32,453.77平方米，位於橫琴新區十字門大
道東側、匯通三路南側、榮港道西側、匯
通二路北側，規劃土地用途為綜合用地。

據悉，中交南方投資發展有限公司是
世界500強企業中國交通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於2012年底在橫琴新區註冊成立的。該
公司將在珠海十字門中央商務區橫琴片
區離岸金融島投資建設中交南方金融總
部，大力發展中國交建的金融產業、資
本運作及總部經濟。該項目投資總額30
億元以上，佔地面積3.3萬平方米，重點
打造以金融產業、辦公、商業、酒店、
公寓為主的綜合體，預計在2016年建成並
投入使用。

■吉林市（香港）合作項目簽約儀式暨中新吉

林食品區投資環境說明會在港舉辦，吉林市市

長趙靜波（左四）和副市長房立群（左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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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0101HOST贊助的「香港最受歡迎品牌」流動
應用程式（App）日前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啟
動儀式，並即場委任知名藝人白健恩為「香港最受
歡迎品牌」年度品牌大使，新晉女子跳舞組合
Trinity更獲委任為品牌天使。

「香港最受歡迎品牌」流動應用程式（App）由
0101HOST行政總裁麥卓華、0101HOST顧問麥炳
球、亞洲品牌發展協會幹事陸健威、「香港最受歡迎
品牌」年度品牌大使白健恩、「香港最受歡迎品牌」
品牌天使Trinity及著名魔術師Kelvin Siu一同啟動，為

「香港最受歡迎品牌」的活動掀開序章。
「香港最受歡迎品牌」App為配合「香港最受歡迎

品牌」的活動，將各入圍品牌的資料，如產品及服務
資訊、分店資料、聯絡方法、最新優惠等發佈予廣大
智能手機用戶，使香港最受歡迎品牌的最新消息，可
以隨時隨地呈現於人手一部的智能手機之中。

0101HOST是全港最大之網頁寄存服務供應商，
於2002年創立，透過優質及創新的服務，配合最尖
端科技及技術人員的不斷研發，開創多項切合客戶
需求的服務，迎合不同市場需要。於2005年，更取
得美國ICANN認可資格，成為全港首間提供國際域
名登記服務之供應商，為本地之互聯網發展寫下重
要的里程碑，並成功將優質品牌0101HOST帶到亞
太地區。

新鴻基地產（新地）致力推動閱讀及全人發展，
積極為本港兒童及青少年提供發揮潛能、拓展視野
的機會。集團近日資助近300名來自偏遠地區或基
層家庭的兒童及其家長觀賞香港藝術節表演，並與
國際藝術家會面，讓兒童體驗多元化藝術，以啟發
他們的創意潛能及藝術評鑑能力，達致均衡與全人
的發展。

新地與第41屆香港藝術節合作，資助來自13間學
校及社福團體的兒童欣賞戲劇、舞蹈及音樂演出，
分別為莫米克斯舞蹈奇藝坊《四季狂想曲》、戈
蘭．布列葛維奇與婚喪喜慶樂隊《吉卜賽香檳派對》
及中國國家話劇院《青蛇》。參與是次活動的兒童
大部分是首次觀賞國際級藝術表演，為了提高他們
對藝術的認識及興趣，新地與香港藝術節更特別安

排來自歐美及中國的藝術家與他們見面，講解演出
重點及分享心得。

新地秉持「以心建家」的信念，多年來贊助及支
持教育及青年發展項目，倡導閱讀風氣，並推動終
身學習，讓年輕人透過教育、閱讀及藝術文化等多
元才藝活動，擴闊視野，尋求創新，培養他們全面
發展，協助他們建立正確的價值觀，成為具信心、
能力和承擔的新一代，為本港培育優秀人才。

李鋈麟博士致辭表示：「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始
於1975年，民政事務總署想鼓勵本港青年進一步鑽

研中國文化藝術，因此透過舉辦全港青年比賽，寓進修於
競賽中，藉此加強青年對中國文化
的興趣和知識，陶冶性情，納青年
精神生活於正軌。」

李博士又表示，「全港青年攝影
比賽」旨在鼓勵青年人培養良好的
嗜好和提高對攝影藝術創作的興
趣，讓他們學習以不同角度去觀察
人物，作寫實的紀錄，並希望他們
能透過視覺藝術方式予以表達，饒
富教育意義。

當日是次比賽反應熱烈，共吸引了200多名參加者。比
賽分為學生組及公開組兩大組別，各組可以提交原創相片
及/或創作相片作品參加比賽，每組各設冠、亞、季軍及
優異獎。而參賽者作品則於4月26日前遞交到灣仔修頓中
心大會秘書處進行評選。

專家評判陣容鼎盛
據悉，是次比賽評判團陣容相當鼎盛，匯集了業內最頂

尖的專家，他們不僅有 專業的眼光和技術，更將他們獨
到的藝術眼光運用到評選參賽作品上，為比賽的水平和吸
引力作了一定保證。主任委員李鋈麟表示，期待有更多類
似的活動展開，讓喜愛攝影的青年人體驗到影友交流，一
起享受拍攝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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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各區工商聯合辦青年攝影比賽

由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及全港各區工商聯合

辦、民政事務總署贊助之「全港青年攝影比賽

（2012-2013年度）」，日前假新界將軍澳文曲里6

號坑口文曲里公園順利舉行。當日活動開賽儀式

邀請到全港青年攝影比賽（2012-2013年度）主

任委員李鋈麟博士，JP、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

主席何榮高，SBS及民政事務總署總聯絡主任葉

鑑波擔任主禮嘉賓，更邀請到比賽副主任委員李

鋈發、李寶明及廖漢輝博士蒞臨現場，為各個參

賽者打氣。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濤

■新地贊助近300名兒童欣賞香港藝術節表演。圖

為中國國家話劇院導演田沁鑫（第一排左二）與部

分兒童合照。

■全港青年攝影比賽，主禮嘉賓大合照。

■李鋈麟博士致辭

香港最受歡迎品牌App正式啟動

新地贊助兒童觀賞藝術節 加強本港青年鑽研中國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