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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诗阁（Ascott）与主权财富基
金卡塔尔投资局（Qatar Investment 
Authority）合资7100万澳元（约7100
万新元），收购澳大利亚墨尔本海
港区（Docklands）首个服务公寓项目。
　　这该集团与卡塔尔投资局在七
个月内进行的第四项收购。

　　这个服务公寓项目共有221个
单位，澳洲最大服务公寓业者之一
奎斯特公寓酒店（Quest Apartment 
Hotels）将承租这个项目，命名为
“Quest NewQuay Docklands”，预
计2019年开业。
　　凯德集团旗下的雅诗阁是在

2014年底和奎斯特建立策略伙伴关
系，雅诗阁将投资高达5亿澳元收
购新项目，奎斯特则会承租，并以
奎斯特品牌进行特许经营。
　　目前雅诗阁在澳洲管理五个服
务公寓超过670个单位，并希望在
2020年可在全球管理8万个单位。

雅诗阁合资购墨尔本海港区服务公寓

韩宝镇　报道
hanpt@sph.com.sg

　　今年以来推出的执行共管公寓
（EC）表现不一，整体市场并不
热烈。不过，蔡厝港项目万乐轩
（Wandervale）却因定价吸引人和
靠近地铁站，而最受买家欢迎。
　　开年来已推出和展开销售的三
个EC项目，分别是万乐轩，还有三巴
旺一带的品尚居（The Visionaire）和
Parc Life。万乐轩自3月推出以来，已
售出69％单位，Parc Life和品尚居则
分别卖出11％和29％单位。
　 　 本 月 也 有 两 个 E C 登 场 ， 分
别是兀兰Northwave和盛港万宝园
（Treasure Crest），电子申请活动
刚截止。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尽
管EC在电子申请阶段获得超额申
购，但实际的购买情况似乎并非如
此。万乐轩有534个单位，电子申
请为783个，超额申购1.5倍；品尚
居有632个单位，电子申请859个，
超额申购1.36倍；Parc Life有628个

单位，电子申请超过700个，超额
申购一倍以上。
　　市面上并没有记录电子申购和
实际购买情况的单一资料来源，但
智信研究与咨询总监王伽胜接受
《联合早报》访问时表示，有越来
越多的情况显示，电子申请最终未
必会变成实际交易，原因是EC买
家面对每月偿还贷款比率的限制。
　　分析师认为，今年推出的EC
反应一般，只有在买家眼中视为有
价值的项目，才会受到欢迎。
　　橙易产业咨询公司研究与咨询
部高级经理黄显洋指出，万乐轩的
销量超越其他EC一大截，是基于
该项目跟其他市场中项目相比，买
家所看出的价值。这一价值是由价
格和地点所构成。
　　他说：“万乐轩靠近蔡厝港地
铁站，中位交易价只有约每平方英
尺766元，这对该地点来说是具有
吸引力的。”
　　王伽胜指出，武吉班让地铁站
和滨海市区线第二阶段地铁线的通
车，也加强了武吉班让和蔡厝港在

交通方面的便利。
　　他认为，万乐轩的另一个卖点
是单位面积适中。其单位设计以家
庭为主，并没有其他项目的一卧房
与二卧房式单位，最小的单位为三
卧房式。　
　　分析师预计今年接下来应该不
会再推出新的EC项目，但预期今年
售出的新EC单位数量会比去年高。
　　黄显洋认为，今年预料会卖出
2800个至3200个EC单位，比去年
多出10％至25％。
　　虽然目前有大量EC单位尚未
卖出，而一些发展商目前也给予买
家折扣，但分析师不认为发展商接
下来会大幅度削价。
　　黄显洋解释，由于接下来缺乏
新的EC进场，而对EC的需求相对
良好，因此卖不出的EC单位预料
到了2017年将大幅度减少。
　　谈到接下来购买EC的策略，
分析师建议买家不必急于进场，尤
其不要以过高的溢价购买EC。黄
显洋表示，目前还有3500个未找到
买家的推出单位。

EC今年表现不一　万乐轩最受买家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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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het@sph.com.sg

　　本地非有地私宅转售价连续攀
升四个月，6月环比上扬0.5％。
　　根据房地产交易信息网站SRX
昨日发布的数据，6月份共有754个
单位转售，比5月的763个单位少
1.2％。
　　分析师说，尽管转售价从3月
到6月都在攀升，这仍不足以说明
转售价已确实有所回弹。
　　智信研究与咨询总监王伽胜
说，要确定转售价是否确实回弹，
至少得看到价格连续六个月环比上
扬，以及0.5％的平均增幅。
　　他认为，新私宅的销售情况通
常会影响转售市场，由于5月份有
不少新私宅销售活动，转售市场潜
在买家也受到鼓舞。
　　他说：“出色的项目有Gem 
Residences和Stars of Kovan。发展
商在5月份好像也清除了相当多存
货。”
　　王伽胜说，转售市场的买家仍
相当谨慎，他们只挑物有所值的房
子。他认为，整体私宅价格软着陆
的这条路仍非常漫长。
　　数据显示，各地区非有地私宅
的转售价都上扬，核心中央区起

0.9％，其他中央区起0.3％，中央
区以外起0.5％。
　　与去年6月相比，整体非有地
私宅转售价起1.1％，转售单位也
比当时的592个单位多27.4％。

整体私宅市场价格仍下滑
　　然而，纵观整体私宅市场，价
格其实仍逐渐下滑。
　　市区重建局的数据显示，今年
第一季的非有地私宅价格环比下滑
0.4％。市建局是每个季度发布最
新价格指数，今年第二季的指数尚
未出炉。
　　21世纪不动产新加坡总裁邱瑞
荣说，最近的私宅销量增加，其中
一个原因是发展商给一些项目打
折。
　　例如，会德丰产业（Wheelock 
Properties）位于阿摩园的高档私
宅项目Ardmore Three就有15％折
扣，以及15％的额外买家印花税
（ABSD）回扣。
　　此外，华联企业（OUE）的Twin 
Peaks、凯德集团（CapitaLand）在花
拉路附近的丽敦豪邸（d'Leedon）
与 在 德 普 路 的 翠 城 新 景（T h e 
Interlace），以及Unique发展在基里
尼路的The Boutiq，都推出延迟付款
计划来促销。

　　凯利板挂牌公司得尊
（DeClout）旗下子公司奇益
（Procurri）宣布首次公开
售股 计划（I PO），成为新
加坡交易所主板自去年以
来第一个非信托类公司的
IPO。
　　奇益以每股0.56元的价
格发行6888万股新股，其中
10％或688万股公开让公众
认购，其余以配售股的形式
发行，这将是今年第四只在
新交所主板上市的股票。
　　奇益预计通过IPO筹集
3860万元，其中3460万元
净资金将用于进行收购扩
展业务、加强公司基础设
施、偿还贷款以及作为营
运基金。
　　奇益是得尊在2013年成立的子
公司，负责为数据中心提供设备和
维修服务，主要专注在二手市场提
供出售、出租和再循环高端数据中
心设备如主机、储存和网络设备。
　 　 奇 益 首 席 执 行 长 肖 恩 墨 菲
（Sean Murphy）受访时解释，云端
科技的蓬勃发展让数据中心设备拥
有很大的二手市场，因为每个数据
中心购买和更换设备的次数变得很
频密。而该公司业务模式的独特之
处，在于为客户提供一个平台，连接
全球市场对与数据中心设备的需求
并进行配对，因此客户可通过这平
台把设备出租或出售给其他公司。
　　这次IPO股票申请将在本月18
日中午12时截止，预计在本月20日
正式挂牌交易。

　　（沈越报道）尽管中国近期的
整体经济环境不太理想，但星桥腾
飞集团（Ascendas-Singbridge）所
负责发展的中新广州知识城却逆势
而上，吸引到更多海内外企业入驻
和投资，包括本地中小企业。
　　规划面积达123平方公里的中
新广州知识城，距离广州市中心35
公里，自2010年开始奠基，其整体
发展商是中新广州知识城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简称知识城合资公
司），由我国的星桥腾飞集团与广
州开发区管委会各持50％股份。
　　星桥腾飞旗下星桥集团首席运
营官陈萃菁表示，随着这个知识城

的路网和基础设施成型、整个智慧
城市生态系统成熟，知识城发展已
进入高速期，更多高科技和知识密
集型企业将入驻。
　　知识城合资公司昨天就与德国
工程巨擘西门子在本地签署双边合
作备忘录，将在知识城内打造西门
子在亚太区的首个智慧生态科技展
示中心，建筑面积约7000平方米，
预计在2020年落成。
　　这项合作的确切经费尚未公
布，但知识城合资公司总裁黄国祥
表示，中心硬件会由知识城投入，
技术则由西门子投入。
　　针对近日英国脱欧对知识城招

商是否产生影响，黄国祥表示，
来自美国、德国、以色列和日本外
资企业的投资较多，而英国外资企
业的投资传统上较少，因此影响不
大。
　　他也表示，近期人民币汇率走
软，外资企业若现在开始进军中
国，汇差可令它们的投资成本更便
宜。
　　黄国祥透露，知识城迄今的基
建和投资项目，整体总值达450亿
元人民币（约91亿新元）。在投资
方面，截至今年3月，知识城吸引
到50多个项目，价值约8亿1400万
新元。

　　今年迄今，知识城已吸引到13
个新入驻企业，总注册资本金超过
3000万美元（约4045万新元）。
　　黄国祥说，在发展进度方面，
知识城地铁线约六成已完工，预计
最早可在2017年底启用，第一批约
7000多人的居民，将从今年底开始
迁入。
　　此外，他也表示，公司管理的
约八成地皮，也已找到战略合作伙
伴，有落地的项目。陈萃菁表示，
知识城吸引到的中小企业当中，超
过半数来自新加坡，因为它们无须
自己买地发展，可直接买下或租下
一栋或一层楼。

非有地私宅转售价连升四个月

在整体发展进度方面，中新广州知识城地铁线约六成已完工，预计最早可在2017年底启用，第一批约7000多人的居民也将从今年底开始迁入。
（星桥腾飞提供）

中新广州知识城　吸引海内外企业入驻

沈越　报道
sheny@sph.com.sg

　　更多发展商今年会受合格证书
（Qualifying Certificate，简称QC）
条例和额外买家印花税（ABSD）
期限影响，一些新私宅项目已削价
5％至25％。业内权威人士认为，
受影响发展商接下来或需要进一步
削价清货，以避免支付高昂费用。
　 　 新 加 坡 产 业 发 展 商 公 会
（REDAS）会长陈佩强昨天在该会
举办的房地产市场研讨会上透露，
全国目前有17个私宅项目的约1100
个至1200个未售出单位，今年底会
受QC条例的影响，发展商须支付
近1亿3800万元的延长费。
　　此外，不包括执行共管公寓
项目（Executive Condominium，简
称EC），有47个项目的5300个未
售出单位，将在今年底至2018年受
ABSD措施的影响。
　　在QC条例下，凡拥有外国股
东的发展商（包括上市公司），必
须在五年内完成项目的发展，并在
取得临时入伙证（TOP）后的两年
内卖出所有单位，否则就得支付

未售出单位地皮价的延长费。在
ABSD条例下，发展商须在五年内
完成私宅项目并把所有单位卖出，
否则就得支付额外买家印花税，即
地段地皮价的10％至15％。
　　陈佩强也是本地老牌发展商远
东机构的执行董事。据他观察，
许多新项目登场后，销售活动会放
缓，一些发展商为了把单位销出
去，已纷纷削价5％至25％。
　　譬如，乌节路一带的豪华公
寓项目Ardmore Three近期开始提供
“ABSD援助配套”，让买家享有
15％的折扣。
　　陈佩强说：“这不是一丁点，
而 只 是 开 始 。 许 多 项 目 受 Q C 和
ABSD影响，面对进一步削价的压
力。如果全球经济情况恶化、供大
于求问题促使发展商削价，以改善
它们的资产负债表，我不能说房地
产市场会软着陆，这就是风险所
在。”
　 　 他 说 ： “ 现 在 是 削 价 5 ％ 至
25％，若再削个5％至25％，就是
50％。这谁都不好说，是一个潜在
情况……我认为，楼市出现起色之
前，会变得更糟。”

　　根据市区重建局的最新预估
数据，整体私宅价格自2013年第三
季创高峰以来，截至今年第二季
已连续11个季度下滑，累计跌幅为
9.4％。包括EC在内，全部私宅供
应量近7万个单位。
　　然而，目前的未售出单位约1
万5000个，已低于今年第一季的2
万2000个。今年的交易量预计介于
7500个至8500个单位，也将高于去
年和前年平均售出的7400个单位。
　　与会的华侨银行经济师林秀心
认为，在这种房地产交易量回升和
房价跌幅温和的情况下，政府最早
只会在2017年“撤辣”，即放宽房
地产降温措施。
　　陈佩强则强调，一系列房地产
降温措施是在全球经济局势发生巨
变以前出台；而英国脱欧所带来的
经济放缓涟漪效应，会影响到新加
坡。
　　他说：“楼市受经济基本面和
市场情绪推动，市场状况发生得更
快，楼市周期变得更短，因此我们
有必要及时了解市场最新事态和发
展趋势。
　　“随着经济周期变短，我们有

必要迅速解决问题，否则问题会很
快恶化，而政府有立场通过政策措
施加以解决。”
　　陈佩强指出，在需求疲弱的环
境里，零售、商业、工业房地产发

展商和业者也都面对租金下滑、空
置率上升的压力；整个房地产价值
链，如建筑、经纪、设计、工程领
域都出现萎缩或裁员；银行整体贷
款也连续八个月同比萎缩。

　　不过，林秀心指出，在英国脱
欧之后，美国联邦储备局进一步加
息的可能性已大大缩减，可为市场
提供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机会。

资料来源：新加坡产业发展商公会 早报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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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住宅房地产现状一览

2011年至2013年年均 1万7683个
2014年至2015年年均 7378个
2016年（预计） 7500个至8500个

一般私宅
执行共管公寓（EC） 1万2077个
未售出单位 1万5000个

受ABSD限期影响项目

    47个
      （约5300个单位）

受QC条例影响项目

   17个
     （约1150个单位）

*2013年第三季至2016年第二季  **不包括EC  ***截至今年5月

交易量（单位）**

供应量（单位）***
 5万7597个

ABSD

整体价格

-9.4%* 

受合格证与额外印花税期限影响

发展商或需进一步削价清货
产业发展商公会会长陈佩强在该会举办的
房地产市场研讨会上透露，全国目前有17
个私宅项目的约1100个至1200个未售出
单位，今年底会受QC条例的影响，发展
商须支付近1亿3800万元的延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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