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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名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半年度業績預增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真實、準確和完整，並對公告中的任何
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承擔責任。

一、本期業績預告情況
（一）業績預告期間
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
（二）業績預告情況
經財務部門初步測算，預計2013年上半年實現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與

上年同期相比，增長200%以上。
二、上年同期業績情況
（一）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68,078,839.96 元。
（二）每股收益：0.0450元。
三、本期業績預增的主要原因
2013年上半年公司順勢而為，加強銷售，快速去化，主要子公司開發建設的名

城國際、銀河灣等項目陸續進入銷售，公司可結算項目面積較上年同期大幅增
加，因此結算收入、營業利潤及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淨利潤均較上年同期出現大
幅增長。

四、其他說明事項
以上預告數據僅為初步核算數據，具體準確的財務數據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13

年半年度報告為準，敬請廣大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
五、報備文件
（一）董事會關於本期業績預告的情況說明
（二）董事長、審計委員會負責人、總經理、財務負責人關於本期業績預告的

情況說明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13 年 7 月31日

太古地產寫字樓租最多升85%

業績預測佳 內房首選世茂

中遠洋料虧損大減85%
德勤：內地樓市比去年更活躍

50.85億銀貸 餘款配售基金單位支付

置富58億購嘉湖銀座商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中國遠洋（1919）
昨發表業績預告，預計6月底止股東應佔虧損同
比減少約70%至85%，期內虧損預計最多可減少
至7.31億元（人民幣，下同）。去年同期虧損
48.715億元；每股盈虧0.4768元。

據早前發表的2013年財富中國500強排行榜，中
遠洋去年虧損96億元，是為虧損最嚴重的內地企
業。虧損主要由於國際航運市場供需失衡仍無改
善、集裝箱及乾散貨航運市場持續低迷、運價同
比下滑並處於低位。該公司藉出售中國遠洋物流
及中遠集裝箱工業股權，及減少乾散貨租入船舶
規模及支出，助虧損實現較大幅減少。該股昨收
報3.35港元，跌0.593%。

招銀金融租賃募1.9億美元銀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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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實習記者 龍露

深圳報道）招商銀行(3968)旗下全資子公司招銀金
融租賃有限公司日前成功募集首單境內1.9億美元
銀團貸款，超過原計劃1.5億美元的融資總額，且
貸款利率優於市場同期水平。這是招銀金融租賃
首次通過銀行組團方式募集境內美元貸款。招銀
金融租賃方面表示，此次三年期美元銀團貸款成
功募集後，公司美元資產負債結構將得到進一步
優化，而且打通了新的美元融資渠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本港提
款卡及信用卡卡戶在境外櫃員機提款，
今年3月起須先在港啟動海外提款功
能，以期加強保安。中銀香港（2388）
分銷網絡副總經理張偉基昨表示，措施
實施初期客戶尚未習慣，曾發生求助情
況，但現時情況已改善。

張偉基表示，措施實施初期，有客戶
在海外提款前未有預先啟動功能，而須
向海外分行求助，該行有提供相應特別
服務解決問題，如透過電話熱線及經網
上啟動提款額，目前情況經已有改善，
相信客戶已逐漸習慣安排。

首設語音導航櫃員機

中銀香港昨在觀塘分行推出全港首部
為視障人士而設的語音導航自動櫃員
機，張偉基預計年內將設立7部語音導
航櫃員機，包括黃大仙、深水 及上環
分行，以及鄰近大圍、屯門及筲箕灣鐵
路站的網點。有關服務是在一般櫃員機
上加裝軟件及設置，並已測試1年，提
供提款、轉賬及更改密碼服務，正研究
增加存款功能。投入成本有所增加，暫
亦未有在全線櫃員機推行的需要。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黃嘉銘)太古地產(1972)昨
公布，截至今年6月底止，旗下本港寫字樓租金
調整幅度介乎25%至85%，出租率則介乎97%至
100%。其中以港島東中心調幅最高，達85%，最
新呎租達50元中位數至60元高位數，出租率
100%；而位於內地的太古 寫字樓及頤堤港一座
寫字樓物業，出租率分別達85%及95%，最新呎
租分別為100元中位數至100元高位數、及稍多於
200元至200元中位數。

此外，太古旗下位於香港的零售物業如太古廣
場、太古城中心購物商場及東薈城名店倉，出租
率均達百分百，而零售銷售額分別錄得1.9%、
2.9%及19.2%的增長。

至於內地的三里屯太古里、太古 、頤堤港購
物商場，出租率分別為92%、99%及88%。其中
三里屯太古里及太古 購物商場的零售銷售額分
別錄得15.5%及28.8%的增幅。

珒然暫售7伙 料年內交樓
物業買賣方面，珒然今年以來共售出7伙，連

車位平均實用呎價達36,190元，不連車位則為
35,177元，項目於今年6月獲發佔用許可證，預計
年內可交樓。

蔚然今年再多售13伙，累計共出售111伙，平
均實用呎價29,364元。DUNBAR PLACE售出21
伙，平均實用呎價21,237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嘉銘）踏入8月，各上市公司將陸
續公佈中期成績表，內房版塊繼續成為市場焦點。渣打預期
世茂房地產(0813)上半年核心盈利將按年增30%，上調世房
目標價由20.4元至22元，維持其「跑贏大市」評級，為內房
股中首選。

渣打報告預期世房銷售量增長料達14%及毛利率改善一個
百分點帶動下，其上半年核心盈利將按年增長30%，至22億
元人民幣，並提升其今明兩年盈利預測2%及9%，分別至每
股預測盈利1.8元人民幣及2.43元人民幣。該行相信，世房全
年銷售可達630億元人民幣，會較其目標550億元人民幣高出
15%。

花旗則預計龍湖地產(0960)上半年的均衡策略令人滿意，

認為該股可看高一線，予其「買入」評級，目標價17.88
元。

龍湖戰略轉型增競爭力

花旗報告指出，龍湖自2011年下半年開始的戰略轉型，包
括地域和產品部分近乎完成，長遠來看，其核心競爭力將可
加強，2013年預測市盈率8.2倍，令該股看來較同業更具吸引
力和可比性。

花旗又指，龍湖上半年銷售224億元人民幣，按年升
28%，達全年目標的49%，其均衡策略令人滿意，並將於下
半年推出另外7個項目，中期而言，資產負債比率可能升至
60%-65%，但預料至年底可回落至50%-5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璇、陳楚倩）德勤發佈的2013年內
地房地產投資手冊指，展望今年內房市場整體上可能比去年
更活躍，但房地產成交量和價格反彈趨於更加合理。此外，
商業信託的形式已成為內房企的另一種募資途徑，尤其是借
貸企業。

德勤中國房地產業主管合夥人何錦榮表示，儘管內地政
府承諾控制房價，但在當前的經濟復甦時期，仍會確保其
所採取的任何措施不會損害作為經濟增長引擎的房地產市
場。不過，隨 今年銷售復甦，房地產市場的整體投資很
可能緩慢攀升。但他亦認為內地監管機構將密切關注市
場，若價格大幅上漲，內地政府將出台更嚴格的宏觀措
施。當前問題是保持適當平衡，但他期待未來樓市的價格
和規模將更為合理。

錢荒促內房企併購潮

由於內地房企盈利能力和運營效率下降，加上內地政府自
2010年開始實行貨幣緊縮政策，經濟增長和城鎮化並不能緩
解內房企面臨的資金壓力。內房企資金短缺嚴重，去年平均
債權比率為98%，是一般基準數值0.5的2倍。資金問題令處
於邊緣的小型房企成為大型房企的收購目標。

何錦榮稱，香港上市的內房企在下半年會有新一輪融資熱
潮。雖然內地銀行息口較低，但由於近期的錢荒問題，所以
內房企也傾向來港融資。估計八月中期業績發佈後有可能再
次發佈融資。

商業信託成募資渠道

另外，德勤中國發展商主管合夥人施清耀認為，商業信託
已經成為中國房地產企業的另一種募資途徑。理論上，任何
處於快速發展期並擁有成熟、穩定和充足的營運現金流的企
業都可以進行結構調整，成為商業信託，以進行首次公開發
行。因此，商業信託是房地產企業一種切實可行的募資渠
道，尤其是借貸企業。

儘管在商業信託上市方面，與新加坡相比，香港並不具備
同等成熟的框架和成熟案例，但可預見商業信託將逐漸受到
香港市場上內房企業的青睞，因商業信託在分配政策和資產
負責要求方面相對更靈活。

對於A股市場IPO政策放鬆會對內地樓市有何影響，何錦
榮認為影響不大。雖然房地產市場是內地支柱產業，但土地
增值稅數額不多，只是用作其中一個控制市場工具，所以就
算內地A股的IPO重開也對房地產市場影響不大。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悅琴) 事隔年半，置富產業信託(0778)昨再向

大股東長實集團(0001)簽訂不具約束力的諒解備忘錄，斥資58.49億元

收購已有15年樓齡的天水圍嘉湖銀座商場，令置富產業持有的商場樓

面由245萬方呎增至逾300萬方呎，收購價中的50.85億元以借貸融資

支付，另外7.46億元透過配售基金單位集資。市場消息指出，將會以

每基金單位6.74元至6.92元向獨立第三者配售，相當於昨日停牌前收

市價7.12元折讓2.8%至5.3%，交易預期於今年9月30日完成。

置富產業副行政總裁趙宇於電話會
議中指出，由於天水圍區人口達

28萬，並正增長中，加上可即時提升回
報，增加派息比，她指出，待收購完成
後，嘉湖銀座商場會成為置富產業最大
的商場，並會進行翻新及資產提升，如
拆細現有大租戶樓面再出租，目標回報
15%，但未落實翻新投資額及加租幅
度，只稱對民生行業的加租幅度會較溫
和，未來的租戶組合會先配合區內居
民，再輔以吸納內地客。

計及融資負債比升至34.5%

至於今次每呎收購價達8,800元，比年
半前收購和富薈及麗城薈的每呎5,000元
為高，她表示，主要因為位置及呎租不
同，前者呎租27.4元，後者收購時呎租
低於20元，回報率亦有所不同。

她指出，收購價中50.85億元以借貸
融資支付，主要考慮現時仍是低息環
境，並於昨日與星展銀行及渣打銀行發
出本金總額最高52.27億元的定期貸款
委託書，按高於H+1.48%的混合息差計
算，並於3至5年內還款，部分將以都會
馬尺及/或嘉湖銀座物業作抵押。計入此
融資，置富產業的負債比率由20.9%升
至34.5%，仍符合新加坡及香港房產投
資信託基金守則規定借貸限額。同時亦
與 DBS Bank Ltd、 星 展 亞 洲 融 、
Standard Chartered Securities(Singapore)

Pte Ltd及渣打證券訂立配售協議，向獨
立第三方配售新基金單位，集資約7.64
億元。

翻新重組後租金回報更高

金利豐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几表
示，以天水圍嘉湖銀座如此大型商場
計，今次收購作價仍屬合理，以現有租
金計，回報率達3.76%，由於天水圍消
費力不弱，但商場少，此商場亦有可塑
性，只要提升資產，改變一下租戶組
合，進一步提升租金水平，回報率會更
高。

嘉湖銀座商場包括第1及第2期，以及
其他零售、幼稚園、車位及該等範圍的
附屬空間(包括卸貨區及外牆)及保留部
分，可出租總樓面665,244方呎，車位數
目622個，現時共有206個租戶，每呎月
租27.4元，出租率95.5%，截至今年6月
30日止半年的物業淨收1.104億元，以此
推算，回報率3.76%。

未計入嘉湖銀座商場，置富產業現時
持有16個商場，包括面積約245萬方呎
零售樓面及1,984個車位，全部來自大股
東長實系內商場。該等零售物業分別為
置富第一城、馬鞍山廣場、都會馬尺、置
富都會、麗城薈、華都大道、映灣薈、
和富薈、銀禧薈、荃薈、青怡薈、盈暉
薈、城中薈、凱帆薈、麗都大道及海韻
大道。

■左起：德勤全國開發商行業主管合夥人

施清耀，德勤中國全國房地產行業主管合

夥人何錦榮及德勤中國稅務合夥人馮家

榮。 陳楚倩 攝

■中銀香港分銷網絡副總經理張偉基。

實習記者任麒霖 攝

長和系近年大型收購
2013年6月： 長建夥長實、電能及李嘉誠基金會斥資約97.74億港元收購荷蘭廢物

再生能源公司AVR-Afvalverwerking B.V

2013年1月： 長建以31.82億元購入新西蘭廢物處理及沼氣發電公司Barra Topco

2012年9月： 長建夥電能拓展澳洲可再生能源輸電業務，投資約2.681億元發展位

於澳洲維多利亞省的電力輸送網絡

2012年7月： 長建夥電能實業、長實及李嘉誠基金會斥資約77.53億元收購英國配

氣網絡 Wales & West Utilities

2011年7月： 長建夥長實及李嘉誠基金會共同持有的UK Water收購英國水務公司

Northumbrian Water，涉資約300億元

2011年3月： 長建夥電能收購加拿大熱電廠，涉資7.18億元

長和系近年大型出售
2013年7月： 長實以58.49億元出售天水圍嘉湖銀座商場予其持股30.83%的置富產

業信託

2013年7月： 和黃有意出售百佳，作價或逾300億元

2013年2月： 長實計劃分拆雍澄軒酒店全部360個房間出售，首批65個兩房至三房

單位套現約2.46億元（5月13日，長實與證監會達成協議，交易取消）

製表 ：梁悅琴

■天水圍消費力不弱商場少，嘉湖銀座商場只要提升資產，改變租戶組合，提升租

金水平，回報率會更高。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