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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 請
荳品製造技工多名

【空缺編號：23944】
工作時間00:00-05:00及09:30-12:30

每天工作8小時，每周工作6天，不需輪班
小六程度，一年經驗，月薪$12360，元朗區工作

本公司正透過勞工處進行招聘，
求職者請致電21506360查詢/安排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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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資 理 財

「穩」字為先 A股印花稅調整宜審慎

美元回軟 金價料續橫行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楚淇

無論投資者盈利虧損，都要支付一定比
例的印花稅，加上投資者在買賣過程

中都要支付一筆佣金，交易意願會與「印
花稅+佣金」的多少成反比，即稅率越高，
交易意願越低，思考時間也會越長，市場
氛圍也會變弱；若是稅率降低，將激發投
資者的炒股熱情，市場也會升溫。
也許有人會奇怪，「千分之一要不了多

少錢，為什麼會影響投資者情緒」？舉個
簡單例子，微信支付從零錢提現到銀行卡
的手續費是千分之一，很多用戶對此有極
大怨言，為了避免零錢的損失，他們更樂

意使用微信支付進行消費，畢竟不願意無
緣無故就損失一筆資金，即便這筆資金只
有1分錢，也不會心甘情願，最終結果是
許多交易都在微信支付中完成，微信因此
成為最大贏家。

徵稅作用四両撥千斤
因此，移動支付用千分之一攔住了資金

外流，而股市用了千分之一的印花稅阻擋
了部分中小投資者的交易慾望。A股歷史
行情顯示，印花稅歷次上調都會令股市大
幅承壓，每次下調都能刺激股市，小小的

金額在這裏似乎起到了四両撥千斤的作
用。
在歐美股市繼續強勢、A股表現平平淡

淡的時候，為什麼不通過調節A股的印花
稅來實現對股市的提振？
現行印花稅只對印花稅條例列舉的憑證

徵稅，如加工承攬、建設工程勘查設計、
建設工程承包、貨物運輸、技術合同或者
具有合同性質的憑證。如果適當降低印花
稅的稅率，也是對企業的一種「讓利」行
為，一方面能夠減輕企業負擔，增加盈利
空間或是將資金用於其他方面；另一方面
鼓勵企業多參與各種經營、交易類活動。
雖然費率降低之後所釋放的資金數量對企
業而言不算多，但在整個宏觀系統當中將
是一筆龐大的資金，對相關產業的發展有
積極的推動作用。
可以想像，A股印花稅降低將成為股市

利好，繼而吸引大量資金湧入市場，對部
分消費行為、合同行為、交易行為造成抽
血，對實體製造產業產生負面影響。

降稅或致市場割韭菜
同時，市場的活躍又會迎來一大波割韭

菜的行為，暴漲暴跌又有可能影響A股的
基礎，導致後期繼續陰跌。
就當前形勢，內地對證券市場的態度既

不是推動股市快速走高，也不是放任股市
隨意漲跌，而是將市場控制在一個相對合
理的區間。既要保證股市不會對其他產業
造成壓力，也要保證股市不出現過分暴
跌，因此印花稅的調整需要謹慎對待。
推動股市向好發展，金額不大的印花稅

能發揮重要作用，既然要保持A股穩定，
那麼當前狀態下保持不變是最好的選擇。
等到未來A股有良好的市場支撐、實體產
業發展獲得突破性進展、資本市場對實體
產業起到更好的催化劑作用、股民投資理
性化的時候，進一步降低印花稅並逐步取
消，才是最穩妥的。
作者為著名經濟學家，著有《床頭經濟

學》。本欄逢周一刊出

A股近日一度走出強勢行情，多個交易日的成交額超過萬億元大關，按

照現行千分之一的印花稅稅率來算，投資者在行情強勢的日子裏，每日貢

獻的印花稅超過10億元人民幣。千分之一的稅率不算多，但始終會讓投

資者「損失」一部分資金，多少會有「捨不得」之感。有媒體報道，印花

稅法草案（二次審議稿）擬適當降低稅率。實際上，此次印花稅法草案修

改不涉及降低證券交易印花稅稅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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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第一太平戴維斯昨宣
布，成功促成由鄧成波家族持有的油麻地
窩打老道40號寶翠大樓1樓及2樓商舖成
交，作價3億元，買家為本地投資者。連
同最新成交，第一太平戴維斯近月合共為
賣方鄧成波家族放售四宗商業物業，總額
近20億元。
寶翠大樓1樓及2樓物業位於窩打老道
40號，實用面積合共約18,800方呎，物
業面向彌敦道及窩打老道的兩邊位置均設
有89呎至104呎長的櫥窗。賣方於2009
年以逾6,223萬元購入本物業，去年起委
託第一太平戴維斯放售，及至近日成交，
持貨12年共獲利約2.4億元。物業連同租
約出售，現時租戶為窩恩居、金樂軒護老
院，租期自2020年起長達十年，料為物
業帶來平均約4.2厘的回報。

單月沽四物業 套現近20億
第一太平戴維斯最近接連為鄧家成功沽

貨，單在剛過去的6月就促成了三宗買
賣，繼有尖沙咀鐵路大廈地下舖位
（2.068億元）、上海街339號至345號全
幢物業包括地下四個商舖（1.838 億
元），以及上周公布的安蔭商場及石圍角
商場（13億元）成交，連同是次寶翠大
樓一樓及二樓成交，四筆交易約一個月內
完成，物業總銷售額接近2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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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黃金上周五一度衝高，觸及
1,794.86美元，為6月18日以來的最高
水平；因美元走軟，且在強勁的美國
就業報告卻顯示失業率小幅上升後，
投資者權衡了美聯儲(FED)收緊政策的
前景。
數據顯示，美國6月份的非農就業崗

位增加了85萬個，增幅高於預期，不
過失業率從上個月的5.8%上升到了
5.9%。報告公布後，指標美國公債收
益率和美元下跌，提振金價，因收益

率走低降低了持有黃金的機會成本。
自6月中旬美聯儲政策會議結果公布以
來，美元一直處於上行軌道，多數美
聯儲決策者在那次會議上預計在2023
年底前至少加息兩次，每次 25 個
基點。
至上周，美聯儲官員的講話亦表現

出考慮撤回刺激的傾向，這繼續推動
美元上試。至於本周數據面重點在內
地，將有財新服務業PMI、CPI和PPI
數據發布，另外各地綜合PMI數據也
值得關注，本周亦有FOMC會議記錄
以及澳洲央行政策會議等。
倫敦黃金方面，金價仍然延續着上
周以來的窄幅橫盤走勢，向上大致受

限於近期受制的100天平均線1,790美
元，至於向下關鍵1,750美元，上周二
已曾下探此區而力保不失，但RSI及
隨機指數正處超買區域，相應周五的
試高則未有明確上破100天線，之後已
見回吐部分漲幅，故本周出現回跌的
機會料會稍高一些，下延目標看至
1,740及100周平均線1,721美元，進一
步指向1,700美元關口。

金價阻力位料於1790美元
反之，若本周明確上破區間頂部

1,790美元，才可望金價得以重新走
穩，預計較大阻力看至1,800美元關口
以至200天平均線1,830美元。

作為啟德跑道區首個新盤，維港1
號首輪開售400伙，是啟德跑

道區首個推售的新盤，大批中籤者前
日早早到場排隊揀樓。消息指，該盤
於周六日兩日累售376伙計，佔推售
單位的94%。熱賣氣氛還帶動同區新
盤向好，恒地發展的THE HENLEY
第 1期周六賣出9伙，兩日累沽11
伙。

新盤兩日沽443伙 今年最旺周末
若追溯至上一個新盤銷售最旺的周
六日，即為6月初大圍站上蓋柏傲莊

III 首輪開售。當時首輪331伙單位於
周六傍晚全部沽清，套現逾43.7億
元，兩日累售約411伙新盤，紀錄被
今次周六日的443伙打破。
中海外董事總經理游偉光透露，截

至目前「維港1號」約套現41.45億
元，加推的4號價單即時開始接受購
樓意向登記。該價單涵蓋28個1房單
位、57個2房單位及21個3房單位，
實用面積介乎330呎至766呎，實用
面積呎價由 26,826元至33,236元。
扣除有關折扣後 ，實用面積呎價由
23,204 至 28,748 元，平均呎價為

26,814元。撇除景觀、樓層等因素，
部分單位實際加幅約2%。
中原亞太區副主席兼住宅部總裁

陳永傑認為，過去十年啟德新區處
於發展期，屯馬線全線已正式通
車，意味啟德正式踏入收成期，維
港1號位處跑道區，享內灣海景，入
場價吸引。

樓市交投通關後料價量齊升
他又指，疫情受控，加上低息環境
下，上半年一手成交錄約8,700宗，
較去年同期上升27%，屬好現象。他

料通關後樓市整體交投將價量齊升，
7月一手成交可達2,000宗。
另一邊，信置旗下新盤兩日沽出11

伙，其中馬鞍山Silversands售出一個
兩房單位，該單位實用面積504平方
呎，成交價1,252.2萬元，實用面積
呎價24,847元，創項目兩房分層單位
呎價新高。
長實旗下豪宅沙田名日．九肚山新

近售出20號屋，實用面積891方呎，
成交價2,380萬元，呎價26,712元，
該盤洋房至今已累積售出18間，尚
餘最後4間待售。

維港1號加推106伙 部分加價2%
下半年頭炮新盤啟德「維港1號」喜迎開門紅，於剛過去的周六

（7月 3日）首輪發售 400伙，當日沽出 370伙，火速套現近

41.45億元，助力周六日兩日（7月3、4日）一手市場成交約443

伙，為今年來最多一手成交的周六日。發展商中海外昨宣布加推4

號價單涉106伙，折實呎價23,204元至28,748元，其中部分單位

實際加價幅度達2%。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 啟 德
「 維 港 1
號」首輪銷
情熾熱。圖
為興建中的
該 項 目 地
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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