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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生否認高管集體辭職

2013年7月19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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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 廣州報道）自合生創展（0754）掌門
人朱孟依之女、24歲的朱桔榕7月11日被任命為集團董事局副主席

後，有關該公司高層震盪的消息便在網絡上傳播，昨日內地《每日
經濟新聞》更報道指「上海公司數十人高管集體辭職」
。合生創展
昨發聲明稱有關報道不實，與實際情況嚴重不符，並強調公司擁有
完善而成熟的繼任體系，任何員工離職均不會影響日常運作。不
過，受消息影響，合生創展股價昨跌3.836%，收報3.51港元。

內

地《每日經濟新聞》昨報道
稱，合生創展最近有關朱桔榕
的任命行為，造成公司內部極大混
亂。近期其上海公司總經理陳繼平，
副董事長姚群，副總經理楊政、季國
平及集團商業地產中心總監樂約鳴等
數十人集體辭職。合生創展則聲明
指，有關「合生上海地區數十人集體
辭職」乃屬不實報道，與實際情況嚴
重不符；報道中提及的合生創展上海
地區常務副總姚群及副總經理楊政等
人，仍在公司任職，其工作範圍亦沒
有任何變化。

離職人員非負責主要業務
合生的聲明又強調，公司擁有完善
而成熟的繼任體系，任何員工離職均
不會影響公司的日常運作。但合生承
認有員工離職，惟指「離職之員工並
非負責商業地產項目，他們主要負責
住宅項目，而所負責的項目亦已發展

逾數年，大部分已售出或正在銷售階
段。」聲明又指，公司對每位員工極
為重視。整體而言，公司並沒有與任
何員工發生任何爭議。
業界人士指，合生創展的人事震盪
並非新鮮事。過去10年，位至行政總
裁級別的高管出走就有4人。知情人
士則指，最新的傳聞或源於一項新的
任命。7月10日，合生創展公告稱，
張懿辭任該公司執行董事、董事局副
主席兼財務總監，以追求其事業發
展。7月11日，合生創展掌門人朱孟
依之女朱桔榕獲委任，成為該公司副
主席，謝寶鑫獲委任為該公司執行董
事兼財務總監。
在張懿之前，合生創展已前後換了
四任總裁，分別為謝世東、武捷思、
陳長纓和薛虎，在公司行政總裁的位
置上都沒有坐滿3年。2012年初，合
生創展第三任行政總裁薛虎離職時，
張懿一度成為接替行政總裁的熱門人

■合生創展發聲明否認大老闆女兒朱桔榕(小圖)上位，老臣子集體辭職一事，
並指有員工離職不影響公司運作。圖為合生創展集團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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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但一直到其離職，該公司行政總
裁之位始終空缺。業界人士指，此番
朱桔榕接替張懿的位置，不僅成為中
國房地產行業最年輕的上市公司高
管，也是為其上任行政總裁鋪路。

業績不振高層走馬燈
相關人士指，高管辭職大多與公司
的業績不振有關，而高管團隊的不穩
定，也進而影響到企業的運營和決策
能力，形成一種惡性循環。該公司在
2005年錯過佈局二線的最佳時機，
2007年錯過佈局商業地產的最佳時

機，2009年錯過佈局二線商業地產的
最後時機，都和幾任高管的離職有
關。
而目前，合生創展的住宅不具高端
優勢，商業也無代表性品牌，公司要
想重新回到一線隊伍中已非易事。合
生創展上半年年報也顯示，公司合約
銷售面積31萬平米，合約銷售金額為
55.6億元，同比去年上半年的58億元
銷售額有所下滑。而在日前發佈的內
地房企50強的榜單中，排在50強之末
的建業地產，上半年的銷售額也已達
56億元。

胡潤：富豪消費首次跑輸CPI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
報道）胡潤研究院昨日連續第七年發
佈「2013富豪消費價格指數」
，過去一
年富豪消費價格總水平僅上漲1.52%，
為七年來最小漲幅，更比6月內地居民
消費價格總水平（CPI）低1.18%，這
亦是富豪消費價格指數首次跑輸CPI。
胡潤百富董事長兼首席調研員胡潤
分析指，受到消費需求的刺激，過去
幾年間奢侈品價格曾漲幅兇猛，但隨
經濟增速的放緩，以及官方的反腐

重拳，今年的奢侈品價格上漲幾乎陷
入停滯。

重擊反腐累奢侈消費減
2013富豪消費價格指數涵蓋富豪生
活消費的豪宅、汽車、手錶和珠寶、
煙酒、教育、旅遊等九大類、77個與
高品質生活方式相關的商品價格，對
比它們在今年6月與去年6月的市場價
格。與去年同期相比，今年富豪消費
價格指數下降3.42%，去年同期為

4.94%。七年來，富豪消費價格漲幅
比居民消費價格漲幅累計高出37.2個
百分點，其中富豪消費價格累計漲幅
為63.5%，居民消費價格累計漲幅為
26.3%。
在今年選取的77個商品中，13個商
品的價格比去年下降，28個較去年上
升，36個與去年持平。其中，奢華旅
遊價格上漲6.23%，配飾和護膚品價
格上漲4.63%，汽車價格上漲4.15%，
休閒生活價格上漲3.56%，遊艇和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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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白林淼 溫州報道）國
外技術性貿易壁壘讓溫州出口企業損失慘重。
溫州檢驗檢疫部門昨日透露，溫州企業去年因
國外技術性貿易壁壘造成的出口損失估算達到
18.26億美元，居浙江省之首。

為了解企業「碰壁」情況，今年3至6月，浙
江出入境檢驗檢疫局首次在全省隨機選取了機
電儀器類、化礦金屬類、紡織鞋帽類、農食產
品類、木材紙張非金屬類、玩具傢具類和橡塑
皮革類等七大行業的1,903家企業摸底調查，溫
州9,041家企業裡共隨機選取了300家企業，開展
2012年國外技術性貿易措施對出口影響問卷調
查。
從調查結果來看，對溫州出口企業影響最大
的外部因素為匯率、技術性貿易措施和關稅。
62.33%的出口企業表示不同程度受到國外技術
性貿易措施影響，所造成的直接損失主要有喪
失訂單、退回貨物和降級處理，估算總損失
18.26億美元。

人飛機價格上漲2.86%，教育價格上
漲2.5%，高檔煙酒價格下降1.85%，
豪宅價格下降1.58%，手錶和珠寶價
格下降0.85%。
所有品類中，今年價格下降幅度最
大的是高檔煙酒。繼去年上漲7.84%
之後，今年高檔煙酒反而降價
1.85%。一瓶茅台30年的價格就從2萬
元的高峰回落至1萬7千元，下降幅度
高達14.58%，一箱1982年的拉菲紅酒
也降至31萬，比去年降低17.86%。

上海信託擬推家族信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上海信託董
事長潘衛東近日表示，將利用信託的制度優勢，憑借多
年積累的海內外合作關係和經驗， 手為內地企業家度
身定制具有家族特色、家族文化的傳承規劃。
據悉，今年5月，招行在內地正式簽約首筆財富傳承
家族信託，此舉將高淨值人群的財富傳承話題再次推向
輿論前沿。當內地第一代富豪逐漸步入老年，家族財富
在繼承方面將經歷重大考驗。
從《2013中國私人財富報告》顯示，約25%的企業主
明確希望由子女接管家族企業，近35%的「二代繼承人」
希望接掌家族企業，其他約60%－70%的受訪「創富一
代」和「二代繼承人」則希望以引入職業經理人或者只
擔任股東的方式延續家族企業經營，或退出並轉賣企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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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裘毅 上海報道）滬深
股指昨再次收跌，金融、資源股等權重股集體
不振，而小盤題材股仍表現活躍。上證綜指報
收2,023點，跌21點或1.05%，成交766億元(人
民幣，下同)；深成指報收7,904點，跌159點或
1.98%，成交1,022億元；創業板指收1,127點，
跌0.13%。

權重股集體不振拖累
承接周三走勢，兩市昨跳空低開，大盤回補
缺口後急速下挫，煤炭、金融等權重集體不振
拖累股指，上證綜指盤中最低至2,016點，午
後10日線附近震盪。盤面上，券商、有色金屬
板塊跌幅超2%領跌大盤，保險、黃金、房地
產、水泥、稀土永磁、鋼鐵、鐵路基建等權重
股跌幅均超1%；而小盤概念股表現活躍，網
絡安全、電子支付、智能機器概念股暴漲3%
領漲，計算機、雲計算、傳媒漲幅超2%，3D
打印、通信、手遊、智能電網等漲幅居前。兩
市非ST個股29股漲停；國騰電子1股跌停。
昨消息面偏中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公佈了2013年度對中國第四條款磋商（Article
IV）報告，指出金融系統、地方債務平台及房
地產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風險。不過報告對
宏觀經濟的預測頗為樂觀，認為儘管上半年有
小幅放緩，但中國經濟今年將增長7.75%左
右，通脹在今明兩年將被控制在3%左右。目
前大盤在反彈通道下軌之處尚有支撐，但經濟
數據基本面都暫不支持有較大的上升，如無實
質刺好出台，大盤仍處震盪之中。

滬銀行不良貸9月來首「雙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夢珊 上海報道）昨日，上海銀
監局公佈了上半年滬上銀行業經營情況。其間，運行總體
平穩，不良貸款保持在較低水平。6月末，上海銀行業不
良貸款率0.83%，低於內地銀行業同期不良貸款水平。6月
份的不良貸款和不良貸款率實現了近9個月以來首次「雙
降」
。
據悉，6月不良貸款餘額358.76億元，不良貸款率
0.83%，分別較上月下降15.95億元和0.05個百分點，實現
「雙降」
，並低於全國銀行業同期不良貸款水平。

潤地半年完成61%售樓目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慢）華潤置地(1109)主席吳向
東表示，潤地今年初至今合約銷售已達362億元(人民幣，
下同)，已完成今年銷售目標600億元的61%，成績理想。
他預期若下半年市況平穩，每月平均銷售料達到40億至45
億元。期內，潤地推售約100億元的舊庫存及250億元新庫
存，估計下半年這個策略也會持續。
截至上半年止，潤地合約銷售為338億元，總租金收入
繼續錄得增長，按年上升35%，惟公司預期，未來增幅或
將持平，直至再有新項目落成，估計要到2015/2016年才可
看到較大的增長。另外，公司於首6個月已錄得300億元的
資金回籠，而今年已償還債項120億元，只餘下向華潤集
團貸款用作買地的款項還未償還。

莊士中國億元投資深房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慢）莊士中國及莊士機構
(0298)聯合公布，莊士中國全資附屬廣州莊士，於本周二與
其他發起人訂立協議，以成立及投資於深圳公司，其主要
業務將包括在中國深圳進行投資和房地產投資及開發。廣
州莊士將擁有其約3.8%權益，餘下96.2%權益則由其他發
起人擁有。該深圳公司註冊資本擬為26.6億元人民幣，廣
州莊士將投資1億元。

責任編輯：羅縈韻 版面設計：歐鳳仙

聯合出版集團廿五載
書展推逾350本新書

■聯合出版集團屬下八間出版社於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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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香港書展，由7月17日起一連七天，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扎根在香
港的聯合出版集團，一直陪伴香港人成長，今年適逢成立二十五年，屬下八間出版社：
■《一路追隨去拉
■《回歸後的香
薩—一隻流浪狗X一
港政治》
個單車手的故事》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中和出版社出版）

今 出：「人文社科類圖書」、

年書展，聯合出版集團將推

「兒童及教參類讀物」、「生活實用
類圖書」等書種，一起與讀者細味
香江情懷、培育新一代及暢談旅遊
與飲食文化。

集團老總推介新書亮點
日前，聯合出版集團總經理梁榮
錝、商務印書館助理總編輯毛永波、
中華書局編輯出版部高級經理黎耀
強、三聯書店副總編輯李安、香港中
和出版有限公司市場營銷主任張施
源、聯合電子出版有限公司內容總監
蔡耀明、新雅文化事業公司總編輯何
小書、香港教育圖書公司副總編輯黃
燕如、圓方出版社總經理朱素貞及萬
里機構總經理雷思婭等一眾老總，向

三聯書店、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香港教育圖書公司、萬里機構、新雅文化事業公
司、圓方出版社、香港中和出版公司，推出逾350本新書；而屬下的聯合電子出版公司
亦推廣嶄新電子平台「超閱網」
。書展期間，集團廣邀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出席多場講
座，亦提供各項購書優惠，讓讀書氣息散佈香江。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濤

，呈現香港人對死 各類檔案資料，以及大量的歷史圖
視野轉向香港本土政治，討論政黨 日—沙士中的廣華》及《變遷中的 材》與《流眼淚》
政治、中產政治、主流民意的變化 香港郊野》
，前者收集廣華醫院人員 亡的態度，以喚起大眾對老齡社會 片，從城市發展及交通政策角度出
商務、中華、三聯新書重點 以及政策共識。第三部分論及港式 接收第一位沙士病人，對抗沙士一 的關注。同時亦會推出歷史繪本 發，探討九巴的經營模式。
商務印書館矚目新書包括，由中 民主的前途，提出調和新舊政治勢 役的回憶；後者圖文並茂記錄香港 《一本讀通世界歷史》，作者創作該
此外，聯合旗下的新雅文化、教
央政策組前首席顧問、全國政協委 力的重要性，化解衝突和矛盾，賦 郊野的黃金歲月，刻劃出旅行家眼 書源於難以在市面找到整全而適合 育圖書等，亦將會於書展推出其他
員劉兆佳的新作《回歸後的香港政 予香港政治更旺盛的生命力。商務 中的香港變遷。此外，還有中聯辦 小童的歷史書籍，該繪本是萬年歷 各式各樣的書籍，如導演彭順著作
治》
，該書對香港回歸後的政治現象 同時亦出版《生命現場》
、電
，首部剖析 宣傳部部長郝鐵川新作《香港基本 史概要，圖文並茂，將東西方的歷 講述本土歷史的《香港玩具誌》
及現狀作出深入探
，以法學角度，對 史發展一同對比，希望讓小學生有 台主持張笑容所著的《直播室裡的
香港深切治療部的專書，為讀 法爭議問題述評》
討，思考問題的根
者揭開ICU的神秘面紗，原來凡 於本法爭議較大的《基本法》問題 較完整的歷史觀。三聯亦出版了 媽媽》、《教你寫好中文閱讀匯報》
源；全書分三個部
入住者均是較為「有得救」的病 作出分析，如《基本法》23條的實 《九巴走過的香港歲月》，作者運用 等。
分，第一部分分析
人，一洗ICU陰沉冰冷的形象， 踐、中國憲法在本港的實行、人大
聯合出版推廣電子平台「超閱網」
（SuperBookcity.com）
，
中央與香港的特殊
以無數真實動人的故事，加添一 代表參與國家事務等，希望讀者對
該網站配備先進電子商務、移動商務的中央操作後台，從挑
關係，嘗試解讀中
絲溫暖和希望。該書由香港危重 「一國兩制」有更準確的認識。
選圖書、購買到配送，為讀者提供一站式網上書庫服務。
央對港政策，並指
三聯書店其中的新書包括：
病學會的一群專業醫護人員編
「超閱網」結合了屬下八間出版社豐富的出版資源，並與多
出面對中國崛起，
，作者利用文字、插圖
寫，內容深入淺出，圖文並茂，帶 《69˚N51˚W》
個本地及海外出版社合作，致力搜羅優質的圖書；現時該網
香港應如何配合
領讀者認識ICU，並釐清一般市民 和音樂記述他於外國深造的遊歷，
提供近百萬本紙本書及逾1000本電子書，為讀者推介圖書及
中 央 的 國 際 戰 ■《香港基本法爭 的誤解。
體現年輕一代的創意及冒險精神；
名人撰文導讀，打造具華人色彩的「香港書庫」
。
議問題述評》
略。第二部分將
中華書局最新書籍包括《危情百 另一新作品《死在香港》之《見棺
(中華書局出版)
媒體推介新書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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