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购屋者来说，除了地点，下一个
最重要的考量可能就是房地产地契了。
　　一般来说，新加坡有两种地契类
型：99年地契和永久地契。对一般人来
说，999年地契等同于永久地契，因为
他们在价值上的差异极其微小，而且即
使地契已使用了几百年，银行也不会施
加贷款上限。
　　相较于99年地契私宅，永久地契私
宅还是有一些优势，如更佳的集体出售
潜能、较慢的贬值速度，以及使用公积
金购屋不受限制。
　　近年来，新登场的99年地契私宅似
乎主导了市场。在2013年首三季，99
年地契私宅销售量占了九成以上，永久
地契私宅则不到一成。如果拿2006年至
2007年相比，2006年至2007年70％的
新私宅销售为永久地契。这可能是因为
政府售地计划（GLS）增加土地供应，
以及2007年10月推出的私宅集体出售
政策紧缩所造成的。
　　永久地契私宅支持者认为，永久地
契私宅的升值空间总是大过99年地契私
宅，这是因为99年地契私宅会随着地契
年份的减少而贬值。
　　为了解地契不同但特点类似的私宅
的表现，我们挑选了Southhaven I（99
年地契）和Southhaven II（999年地
契）作为研究对象。这两个项目都由和
美集团（Ho Bee Group）开发，特点
类似，如地点、产品质量和设施。它们
也都在1995年推出，但是竣工时间相
差两年。
　　两个项目的价格差距从1995年推
出时的8％扩大至2013年的18％。然
而，仅靠这两个项目的价格走势无法定
论，因为其成交量少且不均匀，例如在
2003年，Southhaven I仅成交五间，
Southhaven II仅成交一间，而且同年成
交的单位特点也很难作比较，因为他们
的楼层或方向都不同。但是，通过比较
这两个毗邻的项目，我们可以对不同地
契项目的表现情况有一个概括了解。

集体出售潜能 
决定两者价格表现
　　从更广的角度来看，永久地契私宅
的升值情况似乎不是永远优于99年地契
私宅。我们分析了过去三个房地产周期
中永久地契与99年地契私宅的指数。结
果显示，在三个上升周期中，永久地契
私宅指数仅在2006年第三季至2008年第
二季这个周期表现优于99年地契私宅，
其他两个上升周期则逊于99年地契。

　　再进一步探究，这个时间段也正是
历来集体出售最火红的时间，当时成
交量与价值都达到历史最高点。在这段
上升周期里，永久地契私宅价值上升
了54％，表现远远超过99年地契上升
39％。但在另外两个上升周期里，集体
出售活动较为平静，仅有少数交易且价
值偏低。由此可推断，集体出售潜能是
决定永久地契与99年地契私宅价格表现
的关键因素。
　　有趣的是，在随后的经济衰退期
间，永久地契私宅价格下跌了27％，
99年地契私宅的跌幅则是24％。对下
降周期分析的结果显示，无论地契如
何，只要价格在上升周期升值越多，在
下跌周期贬值越多。
　　在2000年第三季至2002年第二季
互联网泡沫破灭期间，就发生了这样的
情况。当时，99年地契私宅价格上涨了
46％，而永久地契私宅涨幅较小，为
38％。但是在互联网泡沫破灭、市场进
入低迷期后，99年地契私宅价格的下滑
幅度是永久地契私宅的近两倍。
　　在有地板块，排屋的表现似乎很不
一样。除了互联网泡沫低迷期，永久地
契排屋的表现在任何一段时间都优于
99年地契排屋。经济状况好的时候，他
们的表现优于99年地契，而在经济低迷
期，他们也更具抗跌性。这可能是因为
新加坡不允许外国人拥有有地私宅。数
据显示，有地私宅的交易中，88％的购
屋者为新加坡公民。剩余的12％中，仅
6％为新加坡永久居民以及对经济有特殊
贡献的外国人。相较之下，四分之一的非
有地私宅则由永久居民和外国人购买。
　　那么，是永久地契好呢，还是99年
地契更好呢？根据上述分析，答案看来
得取决于买家购买的究竟是有地还是非
有地私宅。如果购买有地私宅，那么历
史数据显示，永久地契可能是一个较好
的选择。
　　事实上，房地产价格受许多因素影
响，要确定哪种地契更好并不容易。
受到不同交易类型的影响，99年地契
与永久地契私宅指数也各有其局限性。
然而，如果我们假设所有的条件相同，
那么永久地契私宅一定会因为其种种优
势，比99年地契私宅的售价更高。另一
方面，购房者也无需回避99年地契私
宅，因为地点优越、保养得当的99年地
契房产也可能比地点不理想的永久地契
房产带来更高的投资回报。

（作者是橙易产业研究与咨询部主管）

　　麦达斯控股（Midas Holdings）
的股价在过去五个月都处于上下横摆
趋势。阻力位在0.515元至0.52元（下
降窗口），支撑位在0.48元。其股价
最近处于20、50、100及200日平均
移动线上，显示看涨趋势。
　　在技术指标方面，MACD线处于
零平行线上，也表示上升趋势。投资
者可以利用阻力位突破策略，即股价

突破0.515至0.52元的下降窗口，而且
伴随着高交易量。如果成功突破，下
一个阻力位在0.54元。
　　然而如果其价格不升反降，我
们就必须留意0.48元的支撑线。一旦
跌破，下一个支撑位将在0.455元至
0.46元（上升窗口）的水平。

（技术图表分析网chartnexus.com）

永久地契私宅更吃香吗？

专家解盘

麦达斯股价呈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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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龙飞：

●全球重大事件对我国股市影响：

　　联储局每月削减100亿美元的
购债规模，被视为对股市有利的
事。联储局还是会继续大量印钞，
在可预见的未来，联储局将维持充
足的流动资金，并保持低利率直至
2016年。只要利率维持在低水平，
美国股市将继续攀高，也连带地提
振本地股市。
　　随着美国国会刚达成两年预算
协议，美国债务顶限课题将不会对
我国股市造成重大冲击，因此投资
者不必担心。
　　从本益比（Price-to-Earnings 
Ratio，P/E）、市账率（The Price-
to-Book Ratio，P/B）和债务水平
来看，如今的美国股市并没有像
2000年或2007年那样高涨，这意味
着股市还有上行空间。2014年经济
持续增长，将提高企业盈利，进而
推高美股。
　　至于其他主要经济体，市场目
前对于欧洲的乐观看法，可能被新
一轮的危机或政治课题所改变。日
本市场将随着当地政府的量化宽松

政策，而在明年达到新高。中国的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将维持在7.6％至
7.8％。
　　由于主要经济体的复苏力度越
来越强，主要股市继续看涨，因此也
将带动新加坡股市在2014年攀高。
不过，若全球经济的复苏达不到投
资者的预期，那么本地股市料将受
影响，可能下滑5％至8％。我认为
海指的公允值介于3400点至3500
点，明年的上行幅度最低为9％。

●海指今年横摆
对明年股市投资启示：

　　海指在2013年大致上持平，
跟其他主要股市如美国、中国、日

本、韩国和香港相比，表现滞后。
这意味着海指在进入2014年后，也
可能有机会追上。
　　在目前3100点的水平，海指的
本益比为13，算是被低估了。来自
海外的资金，可能会开始流入像本
地这样被低估的市场。
　　一些投资者可能已开始买入那
些基本面良好，但股价在海指介于
3000点至3100点时下挫的股票，为
明年可能出现的牛市做好准备。从
技术分析来说，3000点至3100点是
海指出现超卖的水平。
　　投资者应买入那些发出高股
息、长期前景看好，同时本益比在
10以下，以及市账率在2以下的大
型股。
　　预料将提高的股息率可能冲击
到房地产投资信托领域。不过，多
数房地产投资信托在今年已大幅度
下挫，因此还有一些“宝石”有待
发掘并值得买入。投资者应留意每
年股息率至少7％的房地产投资信
托。跟日本和中国有关的本地房地
产投资信托，也能够从日本和中国
股市上扬中获益，因此对投资者具
有一定吸引力。

　　美国联邦储备局刚宣布将从明年1月起，削减每月购买资产的规模，从每月购债850
亿美元减少至750亿美元。它也承诺将长时间保持低利率。尽管区域一些主要股市纷纷
看涨，但是海峡时报指数却无动于衷，今年全年的表现令人失望。
　　联储局减债等国际事件会对2014年的本地股市造成什么影响？海指持平收尾，意味
着明年有什么样的投资机会？本报请Wealth Directions投资导师郑东渊和大华继显股票
经纪高龙飞指点迷津。

除了互联网泡沫低迷期，永久地契排屋的表现在任何一段时间都优于99年地
契排屋。（蔡婉婷摄）

　　处理公关发出的文告，10个
当中总有七八个是不会主动附上
发言人的中文姓名和职衔的。
　　我说的情况当然是：该发言
人是一名华人。
　　在本地商界，讲华语的人也
许不多，但是华人的话，总有个中
文姓名吧？文告既然是发给早报，
总不至于期待我们以英文报道吧？
　　很多时候，记者都得打电话
向公关询问，大部分公关都是被
询问时才恍然大悟，赶紧把中文
名字找出（也有到截稿都找不到
的）。当中最常见的，是直接把
名片扫描，附在电邮。可见，在
本地会使用中文输入法的人，也
许还真的不多。（年）

 华人应有中文名吧？

 窄幅横摆储存弹跳能量
郑东渊：

●全球重大事件对我国股市影响：

　　联储局削减购债规模是渐进式
的，因此不会产生剧烈的效应，市
场能够承受这样的冲击。
　　不过，联储局减债后，美国政
府债券价格将下降，而其债券到期
收益率（bond yield）则将提高，这
将造成更高的借贷成本。新加坡政
府债券到期收益率也会跟美国政府
债券一样逐渐提高。当债券价格下
降，债券市场的资金会有一部分流
入股市，以达到更快速获取更高投
资回报的目的。
　　由于投资者信心不高，短期内，
全球和本地股市表现也不会太好。

不过，一旦全球和本地经济展现力
量，会更为长期地对股市起到支持
作用，更多资金会从债券市场流向
股市。在本地，人们目前对房地产
市场的乐观程度已比股市高出许
多，房市接下来的下行风险将更大，
一些投资者也可能因此转向股市。
　　减债也意味着美元指数会上
升，因此在本地股市中以美元交易
的股票，有机会从新美两地股市看
涨、美元汇率上扬中获益。

●海指今年横摆
对明年股市投资启示：

　　在所有主要的股市当中，海指
在过去一年的表现最差，几乎没有
什么变化。不过，我认为，股市长

期横摆或表现滞后，是塞翁失马，
焉知非福。
　　指数在窄幅内交易，一般意味
着它正在储存“弹跳能量”，一旦
适当的时机到来（配合正面的主要
国际金融消息），其增长潜能将更
高，或超过20％。投资海指需要的
是耐性，过去四年海指都在3000点
上下10％的水平“休眠”。
　　当全球经济在几年后（2017年
或之后）达到高峰，海指预料也可
上扬到4800点的高点，比目前的水
平高出50％。在2014年，由于还有
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的干扰，其上
行幅度估计为约10％，目标是3500
点。不过，个别本地股，尤其是表
现滞后、拥有良好基本面的小型
股，则上行幅度有望达到50％。
　　投资者可选择买入跟海指有相
同趋势的海指成分股，因为增长潜
力将更高。如果投资者资金不多，
也可以考虑购买海指挂牌基金（STI 
ETF），通过间接拥有30海指成分
股，让投资组合更多元化。
　 　 另 外 ， 房 地 产 投 资 信 托
（REITs）在股价上扬50％后出现
调整，下跌了15％，也为投资者带
来另一个买入机会，尤其是股价低
于净资产值（Net Asset Value）的
房地产投资信托。
　　不过，由于房地产投资信托股
价上涨幅度有限，因此一定要在出
现调整时趁低买入，才能确保得
到更高的股息收益率。股息预料在
2015年上涨，这将对房地产和房地
产投资信托领域的企业盈利形成压
力，但是全球经济的复苏最终将会
缓和这股压力。

 有望追上其他主要股市

高龙飞：投资
者应买入那些
发出高股息、
长 期 前 景 良
好，同时本益
比 在 1 0 以 下
和股价净值比
在2以下的大
型股。

@韩宝镇
hanpt@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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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敏雯

多数房地产
投资信托在

今 年 已 大 幅 度 下
挫，因此还有一些
“宝石”有待发掘
并值得买入。

——高龙飞

　　上月首次公开售股上市的推
特公司（Twitter），股价似乎
长着翅膀，至周五已飙至63.75
美元，比26美元的发售价高出
145％。和推特相比，面簿公司
（Facebook）去年5月上市时股价
半个月内暴跌25％，过后一度只
剩发售价38美元的不到一半，一
年后才得以“重见天日”，所幸
目前股价已超过55美元。（阳）

 推特股价飙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