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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無視「新國五條」 各地又見「地王」

上海深圳天價住宅頻現

穗新政監管一手樓定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叢書 廣州報道）第113屆
廣交會二期在琶洲開館迎客，二期參展商多屬勞動
密集型產業，對成本價格因素尤為敏感。在當前人

工成本快速增長、人民幣升值等因素影響下，參展
企業既要應對國際市場整體環境不佳、需求減少的
挑戰，還要克服成本猛增的壓力。24日，本報記者
採訪發現，壓力之下，內地出口製造商搶抓訂單能
力出現分化，訂單聚集在優質的具有較強研發、設
計創新能力的企業裡，而依靠傳統模式生存的中小
企業則愈發困難。

傳統創新訂單量兩極

本屆廣交會上，參展企業成交情況出現分化，大
部分中小企業面臨訂單持續減少的困境，但擁有核
心技術、自主品牌以及創新產品的企業往往能在整
體低迷的市場中獲得訂單。比陽泉州輕工有限公司
負責人熊祖良告訴記者，目前節日用品行業的同質
化嚴重，企業必須依靠做有特色的產品，同時利用
高質量、低價格吸引境外採購商。對於產品自主創
新能力不足、產品附加值不高等不利因素，熊祖良

則無可奈何，「節日用品很難完全脫離市場主流推
陳出新。比如今年歐美市場崇尚簡潔，每家企業生
產的產品就注意突出簡潔風格，只能在緊跟潮流的
基礎上，在細節上體現產品的區別」。

在倒逼壓力下，不少企業通過加大對新產品的研
發力度，加大對產品附加值的提高力度， 力培育
自主品牌，減少貼牌生產的比重，做好供應鏈管理
等方式，以轉型升級來應對挑戰。

升級轉型企業尋出路

出口中高端日用品、以歐美傳統市場為主的廣東
海興塑膠有限公司董事長宋旭彬告訴記者，雖然當
前海外市場並未見實質性好轉，但預計今年仍可以
保持10個百分點的增長。為吸引採購商下訂單，公司
在本屆廣交會推出300多款自主研發設計的新產品，
保持了訂單的增長。「外部市場需求不佳的時候，
大部分客戶只有看到有競爭力的新品才會下訂單」。

宋旭彬說，為保持新產品研發的持續性，海興每
年將2%-5%的營業額（約1,000萬人民幣）投入到產
品研發上。而這種投入為企業帶來了實在的好處。

「去年秋交會，我們就是憑一款自主研發的生物材料
為原材料的餐具，拿到了沃爾瑪的一個大訂單。」
宋旭彬說。

創意產品引採購興致

一位來自英國的採購商坦承，英國當地經濟不振
持續影響 消費者的購買力和消費理念。因此，他
在近幾屆廣交會上的採購金額持續減弱，採購慾望
沒有以前大，「但如果遇到新的有創意的產品，採
購的興趣會加大」。

來自奧地利的採購商WALFRIED BRACHMAIER
稱，由於整個市場消費不旺，他的採購預算並不
大，將更偏向低價格的商品，但他強調，價廉物美
的中國製造兼具創新元素才有強競爭力。

■廣交會二期，企業自主創新產品搶單。

本報廣州傳真

廣交會二期 創新企業接單有優勢

香港文匯報訊 澳大利亞在增進
與最大貿易夥伴中國的關係方面邁
出新的一步。根據兩國最新達成的
協議，澳大利亞央行（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將首次獲准投資
中國主權債券。澳大利亞央行表
示，將把最多5%的外匯資產——接
近20億澳元（約21億美元）投資於
中國國債。

中澳經濟聯繫更緊密

據《華爾街日報》及路透社報
道，澳大利亞央行副行長Phil ip
Lowe昨日在上海向商界人士表示，
計劃在中國配置5%的外匯資產，
可能年底前就能完成；中國央行已
經批准了初步投資額度，雙方正在
就投資前的必要協議進行磋商。

「這反映出中澳兩國經濟聯繫進
一步拓寬，金融關係愈發緊密；這
讓澳洲方面的投資可以更加分散，
並且有助於我們對中國金融市場的
理解。」Lowe補充稱，人民幣有可
能成為該地區的重要儲備貨幣。這
將是素來保守的澳洲央行首次直接
投資日本以外亞洲國家的主權債市
場。兩國央行此前達成了一項規模
300億澳元的流動性互換協議以支
持跨境金融交易。

澳洲央行目前外匯儲備382億澳元（約392億
美元），配置情況為：45%美國資產、45%歐
洲資產，5%日本資產以及5%的加拿大資產。
當前，澳大利亞對中國的出口佔到該國總出口
的30%。兩國領導人本月初同意每年舉行一次
正式會談以討論彼此間經濟關係範圍。

中國金融體系漸成熟

澳大利亞最大基金公司之一安保資本
（AMP Capital）駐悉尼的投資組合經理Nader
Naeimi稱，通過大宗商品市場，澳大利亞已經
與中國建立了很強的經濟紐帶，拓寬兩國的金
融紐帶是合理的；此舉也彰顯了中國作為經濟
強國日益上升的重要地位以及中國金融體系走
向成熟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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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國家發改委昨日宣佈，內地
汽柴油價格自今日（25日）起每噸分別下調
395元（人民數，下同）、400元，平均每升降
低0.29元、0.34元，以反映過去一周國際原油
價格跌勢。這是今年3月27日調降成品油價並
完善成品油定價機制以來，首次按照新機制調
整油價，「到點就調」承諾及時兌現。

兌現「到點就調」承諾

新的成品油價格形成機制主要包括縮短調價
周期至10個工作日，取消4%的調價幅度限
制，並調整掛靠油種，應調價金額低於每噸50
元時價格不作調整，未調金額納入下次調價時
累加或沖抵。

發改委稱，此次成品油價格降價幅度，是根
據4月24日前10個工作日國際市場原油平均價
格變化情況，並考慮4月10日未調價金額合併
計算確定的。

公告指出，調價後的90號汽油和0號柴油
（全國平均）零售價格每升分別降低0.29元和
0.34元。

世界超過半數原油的定價基準—倫敦布倫特
原油價格自3月26日以來已經下挫8%；紐約原
油價格同期跌7%。

內地油價按新機制調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中銀監昨發
表2012年報，截至去年底，內地銀行業金融機
構有3,747家，資產總額133.6萬億元（人民
幣，下同），按年增長17.9%。負債總額增長
17.8%至125萬億元。不良貸款餘額1.07萬億
元，較去年初增加234億元；不良貸款率下降
0.22個百分點至1.56%。商業銀行整體加權平
均資本充足率13.25%，升0.54個百分點。貸款
損失準備金餘額1.46萬億元，較去年初增加
2,653億元；撥備覆蓋率按年升17.3個百分點至
295.5%。

內銀不良貸款增234億元

據德佑地產市場研究部數據，上海
於本月15日至21日共成交49套單價

在每平方米5萬元以上的高端商品住宅，
其中中海長風地王項目紫御豪庭一獨立
別墅，面積688平方米，以1.05億元成
交，每平方米15.3萬元成為上海今年首套
億元豪宅，也是普陀區首次出現億元豪
宅。據資料顯示，中海紫御豪庭是2009
年的地王項目，中海地產以70億元競得
長風純住宅地塊，折合樓板價每平方米
22,400元。

東海樓王29萬1平米

另外，日前網上有消息指，深圳東海
國際公寓發售，頂層樓王單位樓價高達
42萬元/平方米。雖然之後公司方澄清數
字有誤，但深圳市規劃和國土資源委員
會顯示的備案價，該單位開發商叫價為
29萬元/平方米(按建築面積計算)。有關
單位位於頂層樓王A座(房號80H)面積為
870.99平方米，戶內面積612.97平方米，
以每平方米29萬元計算，該樓王單位價
格逾2.5億元。

據深圳東海集團網頁介紹，項目位於

深圳深南大道北香蜜湖豪宅片區，由兩
座已落成的甲級辦公樓，一座五星級酒
店及兩座雙子塔式的東海國際公寓及商
場組合構成。當中東海國際公寓被稱為

「亞洲第一高」，高度達308米，樓王最高
頂層單位擁私家花園、泳池及戶內私人
電梯等。採五星級酒店式的管理服務，
多數買家用作高檔會所或投資。而在項
目的簡介中更標明項目已通燃氣，雖為
商住物業，但不建議客戶用於辦公。

現時該公寓在售單位有220套，每平方
米均價為8萬元，15樓以下單位備案價為
每平方米逾6萬元，最高叫價是地處44樓
的套房，叫價約每平方米11萬元。

價媲豪宅 綜合配套差得遠

仲量聯行研究部高級經理曾麗則指，
高檔商務公寓位置不錯，價格也與豪宅
不相上下，但綜合戶型、景觀、開發商
實力、樓盤規模、配套等方面因素看，
離真正的豪宅還相差很遠。隨 新一輪
房地產調控政策的落實，深圳豪宅的投
資需求將放緩，價格上升空間不大。商
務公寓按現行政策只能貸款5成，貸款期

限最長為10年，且不滿5年交易還要收取
20%個人所得稅。加上當前房地產宏觀
調控的背景下，其投資升值空間有限，
投資前景不容樂觀。

有業內人士亦提醒投資者，高檔商務
公寓與住宅投資完全不一樣，包括土地
性質為商業，使用年限一般多為40、50
年，水電收費標準多為商用，高於民用
價格，物業因管理費可能會高於住宅標
準。

曾蔭權曾擬退休後租住東海花園

讀者聽到東海國際公寓或會覺得有點

耳熟。因去年初前特首曾蔭權曾被爆
出，打算在退休後以80萬元年租，租住
深圳東海集團位於福田的深圳東海花園
君豪閣的一個頂層複式單位，該豪宅與
是次推出的天價公寓同處香蜜湖區，發
展商為深圳東海集團，集團主席為深圳
富商黃楚標。

東海花園為深圳老牌豪宅，君豪閣樓
高36層。據該集團網頁有關君豪閣的介
紹，單位內備有專屬電梯廳，設主電
梯、觀景玻璃窗電梯及服務電梯。公寓
可盡覽四周環景，樓頂兩間公寓附有屋
頂花園及私人泳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 廣州報道）廣州市國土房
管局表示，24日起全面執行商品房住宅預售價格網上申
報制度，開發企業銷售住宅，必須辦理預售網上申報，
並接受國土房管部門的價格指導。業界估計新規將影響
所有戶型的一手樓，開發商或以售毛坯房的策略應對。

據悉，穗國土房管局要求開發企業預售商品住宅
前，須辦理預售價格網上申報，並接受國土房管部門

的價格指導。此外，將加大房地產市場巡查監管力
度，近期還將聯合工商、物價等部門開展房地產市場
專項整治行動，重點查處違反住房限購政策違規銷
售、違規經紀、哄抬房價、發佈虛假廣告等違法違規
行為。

發展商或兩份合同應對

合富輝煌首席市場分析師黎文江認為，此次推出新制
度，不但只高端盤將受到影響，中小戶型樓盤也將受到
影響，房價一律都將受到「指導價」的限制。估計這一
政策會令部分樓盤把產品從裝修改為毛坯，一些高端樓
盤為了保證產品的品質和形象，不會走裸賣路線。但有
可能會推出兩份合同的模式，一份為購房合同，一份為
附加的裝修合同，以此規避政策。

住宅預售價格在網上申報的提法是廣州市首次正式提

及，在2011年5月，廣州市開始執行商品房明碼標價
（即一房一價）的政策。要求商品房經營者在銷售商品
房時按照本規定的要求公開標示商品房價格、相關收費
以及影響商品房價格的其他因素。已取得預售許可和銷
售現房的房地產經營者，要在公開房源時，按照規定實
行明碼標價。

進一步落實國五條細則

業界人士表示，相關政策的出台，是對3月底出台的
廣州國五條細則的進一步補充。在3月31日廣州市出台
的國五條細則內文中，其中有一項內容為關於房地產市
場監管，表明廣州將採取引導開發企業理性定價的措
施，對商品住宅的預售申報價格實行指導，不接受國土
房管部門指導的，不核發預售許可證。而超過申報價格
銷售的，不得網上簽訂商品房買賣合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瑤瑛 泉州報道）當前，產能
過剩、庫存積壓、同質化競爭等突出矛盾持續困擾中國
製鞋企業。記者在被譽為中國乃至世界鞋業「風向標」
的中國（晉江）國際鞋業博覽會上觀察到，面對空前生
存壓力，中國鞋企紛紛踏上「突圍」之路，或「觸電」
變革營銷，或創新銷售渠道模式。

鞋企增值進軍電商

在今次鞋博會上，100家網上供貨商集體簽約入駐中
國鞋都電子商務中心儀式。該商務中心是福建首個集電
子商務區、精品展示區、物流配送區及配套服務區為一
體的現代化電子商務中心，採用內地首創的電商運營無
縫對接模式，在供應商與電商企業之間架構無縫對接平
台。

據了解，該中心聚集了數百個內地知名鞋業品牌直接
設點供貨，產品包括運動鞋、旅遊鞋、休閒戶外鞋、皮
鞋等各類鞋品，為廣大電商企業尋找供應商提供最直接
途徑，現已有超過200家商戶簽訂入駐合同，並與超過
3,000家電商企業確立合作關係。

晉江市副市長王茂泉表示，在當前整個經濟大環境不
景氣的形勢下，此舉將極大地拓寬產品營銷渠道，推動
企業的去庫存，化解產能過剩矛盾，提高企業的綜合競
爭實力。

安踏體育（2020）董事局主席丁世忠說，雖然傳統的
鞋服企業對電商與線下市場之間渠道和價格的管理，至
今尚未摸索出一個合適的方式，但進軍電商是必然趨
勢。

在中國民營經濟發達的福建泉州，目前近七成鞋服企
業涉足電商，擁有超過7萬家網店，2012年電子商務交
易額突破620億元人民幣。

銷售渠道模式創新

運動鴨舌帽、運動水壺、背包、兒童鞋服、成人鞋服
⋯⋯在361度（1361）800多平方米的展館中，從兒童到
成人，從鞋服到配件，從運動到時尚，一個「一站式」
的鞋服購物超市呈現在眼前。據了解，這是361度最新
推出的「集合店」暨多品牌概念店的展示。

「作為消費需求快速變革的產物，『集合店』已成為

當下主流的零售模式之一。借助多系列產品、以多品牌
引入，有效整合資源的 終端模式，能為消費者創造更便
捷、靈活、快速的購物體驗。」361度品牌傳播中心總
監趙峰表示。據了解，這也是中國體育用品行業首次推
出「集合店」的概念，這種對於不同商業模式的探索，
一定程度上也為行業未來發展提供了更多可借鑒經驗。

■今次鞋博會主打科技牌，圖為「天宮一號」宇航員用

鞋亮相「鞋博會」現場。 黃瑤瑛 攝

■廣州首季

房價漲幅過

快，引發更

多措施控房

價再漲。

本報廣州

傳真

中國鞋企網店闖新路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方楚茵、沈夢珊) 內地早前推出新國五條調控樓

市，意在壓抑樓價。然而在各地推出的細則看來，除北京外，其餘地方

的細則可謂沒有實質內容，故近期各地持續出現賣地和賣樓的高價成

交。上海繼日前賣地再現「地王」後，近日更出現今年首個億元豪宅成

交，一獨立別墅成交價達到1.05億元(人民幣，下同)；但一山還有一山

高，深圳有一豪華公寓以2.5億元開價，單價每平方米更達29萬元。

■香港前特首曾蔭權曾打算在退休後租住東海集團位於福田的深圳東海花園君豪

閣，該豪宅與是次推出的天價公寓同處香蜜湖區。圖為東海花園。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