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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訊速遞

橫琴17.6億連推三宗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廣珍、歐曉紅 珠海報道）繼

日前首宗商住用地以總價104億元（人民幣，下同）售
出，刷新珠海地王紀錄後，昨日橫琴再掛拍出讓三宗地
塊，總面積總計約31.4萬平方米，總起拍價約17.6億
元。其中，一宗辦公與酒店、商業公寓用地面向港澳及
境內企業掛拍出讓，起拍價為4,380元/平方米。

商用地面向港澳及境內企業
是次推出的3宗地塊，分別為項目生活配套居住地，
辦公與酒店、商業、商務公寓用地，旅遊及其配套用
地，起拍價格各不相同，但都對競買者設置了較高的門
檻。其中港澳企業可以參與競拍的是辦公與酒店、商
業、商業公寓用地，樓面起拍價4,380元/平方米，面積
為17,274.64平方米，起拍總價約為5.1億元，不接受個
人及聯合競買。根據掛牌公告，該地塊要求競買人或其
股東(或實際控制人)須為世界500強，且具備投資公司、
財務公司、保險公司經營機構及相關資質。
而樓面價最為便宜的要屬是次推出的旅遊及其配套用

地，位於橫琴長隆國際海洋度假區附近，樓面起拍價
330元/平方米，總面積約15萬平方米，總起拍價為9.9
億元。

11月QFII額度增7.38億美元
香港文匯報訊 國家外匯管理局最新數據顯示，截至

11月29日，已有223家QFII（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
合計獲批492.51億美元的投資額度，較上月底增加7.38
億美元。當月，魁北克儲蓄投資集團、國民年金公團(韓
國)分別獲批新增3億美元，倫敦市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獲
批新增1億美元，梅奧診所獲批0.75億美元額度。而斯
坦福大學和三井住友資產管理本月分別減少0.2億和
0.17億美元額度。

QDII額度增2億美元
11月底共有114家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DII)累計獲

得813.82億美元額度，僅大華銀行（中國）一家新增2
億美元額度。相較於去年底的855.77億美元，今年以來
QDII仍呈下滑之勢。
截至11月29日，已批準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
(RQFII)50家，獲批額度共計1,446億元人民幣。當月
RQFII額度增加50億元，當中，南方東英資產管理獲批
新增35億；長江證券控股（香港）獲批2億；柏瑞投資
（香港）獲批8億，永豐金資產管理（亞洲）獲批5
億。

傳中燃擬購北控燃氣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市場消息透露，中國

燃氣（0384）計劃向其最大單一股東北控（0392）的母
公司北控集團收購燃氣項目，涉及金額達到20億元
（人民幣，下同）。
據《南華早報》昨日引述消息人士透露，中燃計劃向

北控集團收購其經營的20個城市的燃氣項目，包括山
東、河北和新疆等省的城市。消息透露，目前上市公司
北控全資持有北京燃氣股份，為避免出現競爭，北京燃
氣只會專營北京的燃氣項目，其他城市將會交由中燃負
責。
受有關消息刺激，昨日中燃股價造好，創出新高，並

以全日的最高位 10.5 元收市，升 0.7 元，升幅達
7.14%。北控昨日股價亦造好，收市報69.4元，升1.35
元，升幅達1.98%。

交行在台發12億寶島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方楚茵）交通銀行昨公佈已獲

台灣證券櫃枱買賣中心同意該行香港分行在台發行12
億元人民幣「寶島債」。交行香港分行環球金融市場部
總經理張衛中指，於本月27日該行成首家陸資機構向
台灣主管機構遞交發行申請的消息公佈後，市場反應熱
烈，台灣機構投資者紛紛表達了認購意願。
交行此次在台發行的寶島債，面向機構投資者發行總

規模12億元人民幣，分為3年期和5年期兩個品種。該
行指，申請獲得批准將有助擴大寶島債市場規模，為台
灣投資者提供更多的投資選擇，亦可深化兩岸經貿交
流。

國投94億入股
鋪路安信證券上市

香港文匯報訊 安信證券昨公告稱，國家開發投資公
司將受讓公司大股東中國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所持
57.25%的股權，轉讓價約 94.36 億元（人民幣，下
同）；轉讓後國投公司成為安信第一大股東。
公告稱，該部分累計股份達18.32億股；計算顯示，每

股轉讓價約5.15元。中國證券報援引市場人士分析認為，
國投公司接手安信證券將進一步豐富後者的金融牌照，並
為安信證券上市鋪平道路。

A股窄幅震盪 創業板月漲10%

晉港辦休閒遊推介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寬

應）山西省旅遊局昨日在香港舉
行「晉善晉美 美麗山西休閒
遊」大型旅遊推介會。山西副省
長王一新在會上推介該省旅遊
業，並說，近年來山西致力於發
展旅遊業，對旅遊景點的開發經
營專業有很大的需求，香港的旅
遊界不但對國際旅遊業發展有深
厚的認識，更在旅遊業人才培訓
方面有豐富的經驗，雙方應加強
交流合作。

「晉善晉美美麗山西」
山西是中華民族重要發祥地之

一，悠久的歷史和特殊的地理環
境，形成得天獨厚、古今兼備、
多姿多彩的旅遊資源。現存有晉
中平遙古城、大同雲岡石窟、忻
州五台山3處世界文化遺產；包
括太原、大同、平遙、代縣、祁
縣、新降等6座國家級歷史文化
名城，以及30個國家級歷史文化
名鎮、名村，居全國之首。
山西現存地面文物古跡達

31,401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
位452處，名列全國第一。山西

現有旅遊景區543處，其中5A級
景區4處，4A級景區63處，紅
色旅遊景區點120處，六大景區
列入國家「紅色旅遊經典景區」
行列。

推八大精品旅遊線路
近年來，山西依托豐富的旅遊

資源，推出八大精品旅遊線路：
世界遺產遊、古建宗教遊、晉商
民俗遊、尋根覓祖遊、太行山水
遊、紅色經典遊、黃河風情遊、
呂梁風光遊。今年1至10月份，
山西入境旅遊人數達 187萬人
次，同比增長12.26%；旅遊外
匯收入7.22億美元，同比增長
14.41%；旅遊總收入達到2,065
億 元 人 民 幣 ， 同 比 增 長
26.91%。
外交部特派員公署副特派員李

元明，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
局長梁敬國，山西省旅遊局局長
馮建平，山西省宣傳部副部長、
外宣辦主任郭健，山西省外僑辦
主任張志川，以及香港旅發局、
香港旅遊業界代表和旅行社、媒
體代表等200餘人出席了活動。

台港商公司兩地掛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孫雪、李昌鴻 深
圳報道）在日前的「海峽兩岸暨香港經貿論
壇」上，全國政協常委、工業和信息化部原
部長李毅中稱，大陸經濟正處於重要的發
展轉型期，在全球範圍內圍繞市場、資本
和產業轉移的競爭愈加激烈的今天，兩岸
攜手應對共同的機遇和挑戰，加強協同發
展，尋找新的重要。他對大陸和台港澳經
貿合作提出四點建議：是繼續擴大在貿
易、服務、產業等方面的開放力度；共建
項目，聯合開拓國際市場；在技術標準、
科技進步、市場信息等方面加快交流合
作；優勢互補，積極促進兩岸三地服務業
的合作。
駱錦明表示，對加強兩岸金融合作提出四

點建議：開放人民幣資本項目兌換。自今年
2月開放兩岸貨幣清算以來，台灣人民幣存
款突飛猛進，已達1,232億元，預計年底能
突破1,500億元人民幣。

台人幣存款將達1500億
台灣是大陸的第三大投資者，希望大陸能

開放更多的人民幣回流管道；開創兩岸資本
市場整合新商機。自大陸A股IPO停止後，
已有700餘家企業排隊上市，台灣證券交易
所已與香港證券交易所談判，是否能允許兩
地同時上市；大陸中產階級接近1億人，建
立兩岸三地大中華區財富平台，解決大陸民
眾過度集中於不動產的風險；加強兩岸電子
商務合作。

啟運港退稅政策或擴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

道）昨天是滬自貿區掛牌兩個月，上海盛
東國際集裝箱碼頭有限公司總經理蔣工聖
表示，受益於政策紅利，洋山港業務量提
升顯著，同時期待正在試點的啟運港退稅
政策可以得到推廣。而就在近日，上海市
建交委負責人曾透露，啟運港退稅政策有
望擴圍。

洋山中轉可直接退稅
自貿區掛牌後，受惠於貿易便利化的政策，

洋山港的國際中轉地位進一步體現。據蔣工
聖介紹，目前啟運港退稅政策已在青島-洋山
港、武漢-洋山港兩條航線上試點。按原先海
關和國稅局制定的政策，只有從內地港口直
接運往境外的貨物才可以獲得便捷的退稅，
而從內地經過第二層港口再出去的貨物，需
要海關之間傳達信息才給予退稅，時隔有1
周左右。現在試點啟運港退稅政策後，從青
島、武漢到上海洋山港中轉的貨物，即可享
受直接退稅政策。
蔣工聖說，現在貨物只要報到洋山中

轉，即可馬上獲得退稅，大大縮短了時
間，對出口貿易的貨主和需要現金流周轉
的企業帶來很大益處。期待以後全國各地
港口都能實行啟運港退稅。
在日前的2013年上海航運交易論壇上，上

海市建交委副主任袁嘉蓉表示，此次自貿區
建設過程中將擴大「啟運港退稅」政策試點
範圍，使更多的貨物尤其是長江沿岸貨物進
一步使用「啟運港退稅」政策，利用長江黃
金水道，發揮上海對長江流域的輻射服務作
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裘毅 上海報道）滬深兩市
昨窄幅震盪調整，成交稍減。受遼寧號航母赴南海
訓練引發日美關注影響，航天軍工股集體上漲，與
高送轉預期股板塊共同領漲兩市，而周四領漲的煤
炭、有色等資源板塊普遍回調。滬指收報2,220
點，漲0.05%，成交978億元（人民幣，下同）。
深成指收報8,542點，跌幅0.07%，成交1,316億
元。
滬指本周漲1.10%，深指漲1.54%，創業板漲

5.54%，連續三周上漲。整個 11月份，滬指漲
3.68%，深指漲1.16%，創業板漲10.62%。

高送轉、軍工股領漲
中國航母遼寧號編隊赴南海演練，引起日美高度

關注，美國「尼米茲」號和「華盛頓」號兩個航母
戰鬥群已部署到南海海域，而日本王牌艦護衛艦(實

為直升機航母)「伊勢」號也已抵菲律賓。受地緣局
勢影響，航天軍工板塊全天活躍，與高送轉預期股
板塊共同領漲兩市，漲幅均超3%。航天軍工板塊中
的洪都航空、高德紅外、廣船國際、航天晨光、軸
研科技等5股漲停，貴航股份漲超9%。
高送轉概念股續遭追捧，個股大幅走高，麥捷科
技、奧普光電、易世達、神農大豐、上海新陽、順
網科等6股漲停。日信證券認為，高送轉股票在當
年11月份和次年2月份的市場表現最好。創業板指
昨在文化傳媒、手遊、互聯網及融、網絡安全等板
塊的帶動下漲超2%，本月更是大漲超10%。
分析師稱，經過連續兩日突破後，滬指正式站上
了2,200點及重壓力線之上。昨金融、煤炭、石
油、有色金屬等權重股集體回調，但由於軍工等題
材股接力上揚，權重與題材股很可能再次形成輪動
關係，後市大概率將以震盪上攻為主。

滬樓控下誕新「單價地王」
首11月賣地收入超去年全年1.9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儘管監管層對樓市調控層層加碼，卻

難抑內地土地市場的「狂熱」。上海昨日

再度誕生「單價地王」，每平方米樓板價

達到4.28萬元（人民幣，下同），刷新今

年上海土地成交的最高紀錄。不過，有消

息稱，國土部正在收集「三類異動城市」

的「地王」信息，預警2014年「地王」，

並將提出嚴防「高價地」的解決措施。

新加坡永泰控的子公司Winmine Investment，昨日
以總價11.04億元奪得黃浦區淮海中路街道45街坊
17/2宗商辦地塊，樓板價為4.28萬元/平方米，溢價
率47.6%，創下年內上海土地市場新高。該地塊出讓
面積8,593.9平方米，建築面積約2.58萬平方米，起
拍價格7.48億元。

地處黃金帶價格不離譜
雖然調控下再出地王，不過業內主流觀點認為，「地
王」價格並不離譜。克爾瑞研究中心總監薛建雄認為，
該地塊地處上海黃金地段，投資前景看好，價格還是在
合理範圍內。在同策諮詢研究部總監張宏偉也稱，新「地
王」還不算貴，現時上海市中心甲級寫字樓都可以賣6
萬-8萬元/平方米，甚至逾10萬元/平方米。按照這樣
的售價，樓板價約4萬元也不會虧本，更何況從開發到
入市再至招商運營，尚需2至3年，屆時市中心甲級寫
字樓普遍將達到10萬元/平方米。
至此，本月上海土地市場已經收官。統計顯示，

2013年11月，上海共出讓25宗經營性地塊，成交總

金額176.89億元，較10月份環比增加34%，較去年
同期增加22%。今年1至11月，上海則共實現賣地收
入1,879億元，約為去年全年（990億元）的1.9倍。

三類異動城市重點監控
在土地市場上，交出「靚麗」成績單的不只上海。
合肥昨日亦刷新「單價地王」，深圳的新「單價地
王」同樣也於本周誕生。
各地「地王」頻出已經引起國土部的高度重視。據
悉，國土部曾於9月召開座談會，要求一線城市務必
做到年內不再出「地王」，然而「禁令」出後，並沒
有阻止上海、北京等多地均出現總價或單價「地
王」。有消息稱，目前國土部正在統計「三類異動城

市」中的「地王」信息。據透露，登記在案已成交的
「地王」地塊，將被重點監測，確保其合同履約及開
竣工狀況等。
另外，國土部還要求上述「三類異動城市」列出

2014年一季度擬出讓房地產用地中，可能創總價新
高或單價新高的地塊清單、預防異常高價地擬採取的
工作措施等情況，嚴防高價地。所謂「三類異動城
市」，包括在國家統計局發佈房價指數的全國70個
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交易價格指數
同比上漲或環比連續3個月上漲的城市；住宅或商用
地供應量偏離過去5年平均值、地價同比或環比上漲
的城市；以及近3個月以來出現住宅或商用地較高異
常地價的城市。

■海峽兩岸
暨香港經貿
論壇近日在
深圳舉行。
台灣工商協
進會理事長
駱錦明稱，
今年台灣人
民幣存款將
達1500億。

李璐攝

■■國土部正在收集國土部正在收集「「三類異動城市三類異動城市」」的的「「地地
王王」」信息信息，，預警預警20142014年嚴防年嚴防「「高價地高價地」」的的
解決措施解決措施。。圖為上海黃浦區圖為上海黃浦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海口某證券交易大廳內的股民在大盤前喜笑開顏。
中新社

■蔣工聖接受記者採訪。
實習記者王珺 攝

瑞房24億售重慶辦公樓
香港文匯報訊 瑞安房地產(0272)旗下附屬公司重慶
瑞安天地房地產及上海新天地與陽光人壽保險達成框架
協議，以總現金代價人民幣24.12億元（約30.54億港
元）出售位於重慶企業天地2 號的辦公樓（總建築面積
逾11萬平方米）及815 個地下個停車位。陽光人壽並
委聘上海新天地擔任該物業的資產管理人，就該物業提
供資產管理服務。出售事項所得款項淨額用作償還現有
債務及為公司房地產發展相關的資本開支及其他項目相
關開支提供資金。上述物業於2013年7月31日的賬面
價值約人民幣21.10億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