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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力国际研究与咨询部主管谢
岫君认为，买家对私宅价格不
断上扬已感到吃不消，因此，
一些发展商接下来在定价时将
把姿态放软。
冯嘉年

报道

knpang@sph.com.sg
由于房贷总偿债比率（TDSR）条例
大大限制了负担能力，加上更多买家开始
意识到利率上扬的风险，房地产分析师认
为，第三季相对低迷的私宅买气将延续至
第四季。
高力国际（Colliers International）最新
发表的私宅市场季度报告预测，今年全年
的新私宅销量将介于1万5000至1万6000个
单位，比去年售出2万2197个单位的历史
记录少大约三成。

星期三

分析师：买家意识利率上扬风险

第四季私宅买气仍低迷
高力国际研究与咨询部主管谢岫君表
示，6月底推出的TDSR条例，大大限制了
买家的借贷能力，接下来将继续抑制私宅
市场的买气。而美国财政僵局导致政府运
作停摆，也警惕投资者，全球经济复苏的
基本面依旧脆弱。

料将影响组屋提升者购买力
受到组屋房贷偿债比率（MSR）条
例、永久居民购买转售组屋的限制，以及
大量新组屋供应的冲击，转售组屋价格也
在最近趋软。谢岫君认为，转售组屋的行

黑石集团和GIC将购买
高盛欧洲保险业务股权
（伦敦彭博电）黑石集团
（Blackstone）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
司（GIC）将购买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的欧洲保险业务的部分股权。
黑石集团是世界最大私募基金，
它与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各将购买
Rothesay Life Ltd.的28.5％股权。
这家以伦敦为基地的保险公司，
是由高盛的合作伙伴Addy Loudiadis公
司经营。
高盛昨日发布消息时表示，麻萨
诸塞州互惠寿险公司（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也将购买

Rothesay Life的7％股权，而高盛将保
留36％持股。它并没透露任何购价。
高盛副主席迈克尔·舍伍德
（Michael Sherwood）在文告中说：
“把股权与其他投资者分享，这对高
盛来说更有资本效率。股权更加多元
化的好处是，Rothesay Life公司可以继
续独立经营取得业务增长。”
Rothesay Life拥有96亿6000万
美元资产。它为英国航空（British
Airways）和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的英国业务等企业承保多达
120亿英镑。

德邦物流扩大租用空间
中国最大的第三方物流供应商之
一德邦物流（Deppon Logistic），与物
流设施供应商普洛斯（GLP）签署新
租约，租用普洛斯在苏州与沈阳的物
流空间与设施，面积达2万5000平方米
（约26万9000平方英尺）。
德邦物流扩大租用空间，主要是
应对中国各地的消费品和电子商务客
户的需求增长。按租用面积，德邦物
流是普洛斯的第二大客户，总计租用

单位。
接下来，大众化和中档私宅的销售表
现预料仍将优于高档私宅。根据高力国际
的统计，豪华和超级豪华私宅的平均价位
连续四个季度上扬之后，在第三季显著下挫
1.9％到每平方英尺2803元，今年首9个月的
跌幅是0.6％，全年跌幅的顶限预计为3％。
另一方面，豪华和超级豪华私宅的租
赁市场在7月和8月回弹之后，可能在第四
季恢复下滑。根据高力国际的统计，这个
档次的私宅租金今年首9个月已累积下滑
1.4％，截至第三季每平方英尺平均月租为
5.41元。随着更多项目完工，豪华私宅的
租金在第四季预料将持稳或略微走低。
高力国际指出，由于买家的负担能力
不如以往，一些在第三季推出的中档私宅
项目主打小单位，成功吸引买家进场。例
如拥有435个单位的Thomson Three，51％
是一或二卧房式的小单位，在第三季卖出
了264个单位。

了普洛斯30万8000平方米（330万平方
英尺）的物流设施，分布在中国的13
个城市。
普洛斯中国区总裁杨传德说：
“普洛斯强调卓越服务，以便与我们
的客户建立长期稳固的关系。我们致
力于协助客户扩展中国业务，而我们
的广大物流网络也可服务客户在中国
各地的分销网络。“

情下滑，接下来预料将影响到组屋提升者
的购买力，继而冲击来自这块市场的私宅
需求。
发展商在上半年总共售出9950个私宅
单位，加上第三季的2377个单位，头九个
月的新私宅总销量达1万2327个单位；而
根据市区重建局（URA）的数据，整体私
宅价格在今年首9个月上扬了约2％。高力
国际预测私宅价格在最后一季将横摆，全
年价格涨幅的上限是3％。
谢岫君认为，买家对私宅价格不断上
扬的走势已感到吃不消，因此，一些发展

获颁“新加坡企业家奖”
韩宝镇

丰树工业信托
可派发收入增9.7％

入报1亿4847万元，净房地产收入1亿
零646万元。

丰树工业信托（Mapletree
Industrial Trust）截至今年9月底的第二
季可派发收入同比增加9.7％到4111万
元，每单位可派发收入2.47分，同比
上扬7.9％。
这使到丰树工业信托上半年的可
派发收入同比增加9.4％至8133万元，
每单位可派发收入4.90分.
集团第二季的总收入增加7.6％
至7337万元，净房地产收入也攀升
11.6％到5401万元。半年方面，总收

瑞克麦斯净利上扬24％
瑞克麦斯航运（Rickmers Maritime）
截至今年9月底的九个月净利上扬24％
至3152万美元（3913万新元）。
这只商业信托第三季每股将派发
0.6美分，使得九个月的总派息达到1.5
美分。
信托九个月营收微跌1％至1亿零
712万美元（1亿3300万新元），每股
盈利为3.89美分，截至9月底的每股净
资产值为63美分。

12企业家秉持毅力突破挑战

报道

hanpt@sph.com.sg
今年迈入第25个年头的“新加坡企业家
奖”（Entrepreneur of the Year Award，简称
EYA），年年都有不同甄选标准，企业家无
从“备考”，而严苛的要求，更让一些参选
的企业家在中途大打退堂鼓。
随着得奖名单昨天出炉，得奖者的坚持
得到回报，九人获颁成熟企业家类别奖项，
而三人则获得首次推出的年轻企业家奖。所
有得奖者将在11月参与最后一轮甄选，总冠
军和各类别得主名单在12月4日揭晓。
该奖由新加坡扶轮社与中小型企业协会
联办，今年的主题跟“齿轮”相关。主办
单位指出，企业家的韧性、毅力和足智多谋
等特质如同齿轮，齿轮虽然大小各异，但它
们是总体设计的一部分，互相影响；这个特
性意味着企业家因此具备应对挑战的能力，
并且能够通过“转动齿轮”，获得更大的动
力。
承办餐会服务、经历过亚洲金融风暴等
多个经济危机的Rasel Catering Singapore私人
有限公司，一直以来就不断根据市场情况调
整策略，而在该领域中茁壮成长，规模已从
成立初期的四人发展到今天的约50名员工。
该公司董事经理陈锦源和创意总监罗佩
蓉因此双双获奖，也是众得奖公司当中唯一
有两名得主的公司。

推出东西合璧食品概念

简 讯

商接下来在定价时将把姿态放软，以吸引
买家在各种下行风险不断涌现的当儿进
场。
高力国际根据市区重建局交易数据的
统计显示，市郊（OCR）大众化私宅的销
量连续13个季度领先其他档次的销量，在
第三季售出1149个单位，占新私宅总销量
的48％,不过跟第二季比大跌将近六成；至
于其他中央区（RCR）的中档私宅在第三
季的销量则减少近14％，至1045个单位；
而核心中央区（CCR）的高档私宅销量则
大跌43％，发展商在第三季只售出215个

两人原本来自保险业，开始时对饮食业
可说是一窍不通。他们从小规模做起，直到
慢慢上手后才扩大规模。
罗佩蓉指出，自1997年成立以来，公司
在每三年至六年，就会检讨“齿轮系统”，
重新定位。
在2000年，公司推出东西合璧的食品概

让本地企业闪耀国际
将本土企业成功转变为让人另眼相看的
区域与国际业者，三名企业总裁获颁今年的
“安永年度企业家奖”（EY Entrepreneur of
The Year）。
迅通集团（CWT Limited）总裁吕搏
殷、聚焦网络行（Focus Network Agencies）
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集团总裁吕立岩和明铸
造控股（Mencast Holdings）执行总裁沈询
益，分别在物流、零售与消费者产品，以及
海事与岸外工程服务的三个类别中得奖。

迅通在小众市场闯出一片天
他们是在六大评选标准，即企业家精
神、财务表现、策略方向、对全球的影响、
创新，以及个人诚信方面，拥有杰出表现，

餐会服务承办公司Rasel Catering Singapore董事经理陈锦源和创意总监罗佩蓉双双获颁
新加坡企业家奖。该公司也是众得奖公司当中唯一有两名得主的公司。（陈斌勤摄）
念，之后公司也多次改革。如今专注于高档
餐会服务，为该领域创造新趋势，包括去年
在滨海湾花园（Gardens by the Bay）承办千
人餐会。
陈锦源表示，公司接下来将进一步扩展
业务，包括发出特许经营执照、生产包装
食品和提供食品咨询服务等。公司目前的业
务在新加坡，但未来将发展到海外，包括南
非、上海、北京、马来西亚和缅甸。
除了新加坡企业家奖，两人今年早前也
获颁“企业精神奖”。
除了以上两人，其他在成熟企业家
类别获奖的七人，来自顺洲五金（Shun
Zhou Hardware）、山环建筑（Sunhuan
Construction）和泰兴（Tai Hing）等公司。

年轻企业家奖方面，得主之一的恺天集
团总裁陈锦龙（37岁）表示，他认为奉行父
亲“严以律己，自强不息”的教诲，是自己
得奖的主因。
他说自己一天工作18个小时，公司在
2008年成立初期只是经营室内设计，如今扩
大到橱柜制造、小规模建造和行销业务，市
场也跨越到中国和马国。公司初期只有四名
员工，目前国内外有100多名员工，本地有
七八十人。
华侨银行连续赞助了新加坡企业家奖活
动12届。华侨银行企业银行及金融机构部总
裁高体良希望得奖者能够好好利用这次得奖
带来的新机会，再做冲刺。奖项的其他合作
伙伴包括星和、立胜、马爹。

三总裁获“安永企业家奖”
从50个提名中脱颖而出。
新加坡安永企业家大奖评审团主席兼创
业企业有限公司主席兼执行总裁王玉强指
出，吕搏殷的创新货仓方案，促使迅通集团
能够在小众市场闯出一片天，业务蒸蒸日
上，不必跟大企业直接竞争。
他的多元化业务策略，也使到公司建
立了强大的财务状况以及在50个国家拥有业
务。
吕立岩雄心万丈的企业家精神，让他建
立了糕点王国，公司如今在本地和区域有超
过50个店面。他也通过为学生提供学习机会
和为慈善活动筹款，来回馈社会。
至于沈询益的远见和大胆策略，也促使
公司从经营传统螺旋桨业务的企业，转型为

区域保养、修理和翻修（MRO）的全面方
案供应商，并且强劲和可持续地增长。
安永新加坡执行合伙人罗锦伟则指出，
三名得奖者是各自领域中，将本土企业成功
转变为让人另眼相看的区域与国际业者的行
业领袖。
他说：“他们在业务取得成功的当儿，
也没有忘记发挥他们的影响力，增进所属的
行业和社会，让工作环境变得更好。”
三名得奖者将有一人获颁2013年“新加
坡区安永年度企业家奖”。这个奖项花落谁
家，11月14日的颁奖宴会上将有分晓。该名
得奖者也将代表新加坡，在明年前往蒙地卡
罗跟来自50个国家的竞选者，一起争夺“安
永全球年度企业家奖”。

DB PLATINUM ADVISORS

société anonyme
Registered office: 2, boulevard Konrad Adenauer, L-1115 Luxembo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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