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 聞B 2 ■責任編輯：宋嘉琪文匯財經

中信泰富獲移交兩鐵礦生產線

江西銅3.37億買寫字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百利大（0495）公布，於上
周五（20日）與江西銅業（0358）訂立臨時買賣協議，出售
灣仔會展廣場辦公大樓45樓01室的總辦事處予江西銅業，代
價3.3657億元，預期出售事項變現除稅前收益約2.62億元，
將於周五（27日）復牌。於交易完成後，百利大將繼續於山
頂道8、10及12號再發展一個物業項目。
代價將以現金支付，初步按金1,009.71萬元已於簽訂臨時

買賣協議時支付，進一步按金2,356萬元須於明年1月16日或
之前支付，餘額3.03億元須於完成時支付。有關買賣仍需待
百利大股東及江西國資委批准後方可作實。交易預期於明年3
月30日或以前完成。
百利大於1990年買入此物業，現擬將出售事項之所得款項
淨額約50%用於減少債務，餘下50%用作一般營運資金。百
利大認為是次出售為變現可觀收益之良機，並為集團產生現
金流入以減少其債務及提供額外營運資金。百利大擬於完成
後租賃替代物業作為其總辦事處。

傳新地藍地建96伙豪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屯門藍地一幅佔地約

15.67萬方呎的地盤（包括8,342方呎屬政府土地），現
劃為住宅「戊類」用途，可以興建低密度住宅，業主剛
向城規會申請興建分層住宅樓宇，擬以1倍地積比率，
發展13幢5層高住宅（包括1層地庫），提供15.67萬
方呎，單位96伙，平均單位面積約1,636方呎。市傳業
主為新地及相關人士。

申請地盤位於屯門兆康苑以北、藍地西南邊沿地
區，附近為紫田村。現址有一個臨時鄉村工場，建有臨
時搭建物，地盤以往較少申請住宅發展，一直只申請臨
時用途或倉庫用途等。業主以「Join Smart Limited」
名義呈交申請，董事包括孔雪珊、雷耀輝，市傳為新地
及相關人士。項目亦有2,896方呎的私人休憩用地、及
80個車位提供。

國航獲大股東增持A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楚倩）中國國航(0753)昨宣布，接

到控股股東中國航空集團通知，集團近期已增持公司約
0.01%A股股份，並擬在未來12個月內繼續增持。
上海證券交易所的公告顯示，中航集團是上周五(20日)增持

國航 76 萬股 A股，增持後集團直接及間接持股比例達
53.37%。
集團並表示，考慮到上市公司價值以及當前股價，擬未來
12個月內(自12月20日起算)以自身名義或通過一致行動人繼
續通過上證所增持股份，累計增持比例不超過上市公司已發
行總股份的2%(含本輪首次增持的股份)。
中國國航A股昨收報3.92元人民幣，升1.03%；H股收報

5.61港元，升0.358%。

富邦金控收購華一獲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慢）富邦金控將成為首家在內地

和香港都擁有分支機構的台灣銀行。富邦金控稱，目前在香
港已經擁有分支機構，並持有廈門銀行19.99%的股份。而該
公司去年表示，計劃以人民幣56.5億元（合9.06億美元）收
購華一銀行80%的股份。該交易今年早些時候獲得台灣監管
機構的批准。富邦金控在聲明中稱，收購完成後，富邦金控
將獲得位於珠江三角洲地區一線城市14家銀行網點。以資產
規模計算，富邦金控是台灣第二大金融綜合企業。

中華包裝博尾彩
周五招股 入場費303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慢）「蚊型股」江西省紙製包裝產

品製造商中華包裝（1439）「等唔切」，昨日「平安夜」開記

招，趕在本周五至2014年1月2日公開招股，成為今年最後一隻

公開招股的新股。公司擬發行2億股股份，招股價介乎0.4元至

0.6元，最多集資1.2億元。每手買賣單位5,000股，入場費

3,030.24元。該股計劃於14年1月13日掛牌，東英亞洲為獨家

保薦人。

中華包裝主要從事設計、製造、印
刷及銷售包裝產品，於江西省紙

張及紙板容器產品製造業排第七，佔
市場份額約3.2%。公司今年截至6月
底止8個月的純利為2,280萬元人民
幣，而收入為2.18億元人民幣，兩者
均較同期升約36%。毛利率為22.7%，
同比增加1.6個百分點。公司有望成為
14年首隻掛牌的新股，惟臨近年尾，
招股時間更是橫跨元旦假期，未知其
招股情況會否因此受到影響。

料新生產線明年中投產
以集資中位數0.5元計，公司估計

集資淨額為7,410萬元，其中76.5%將
用作於奉新廠房設立四條新生產線以
提升生產效能；12.1%用作建設奉新
廠房的新生產大樓；4.8%用作提升研
發能力及6.6%用作一般營運資金及其

他一般企業用途。
公司主席陳衛偉於記者會上表示，

目前公司的產能利用率已超過100%，
反映產品供不應求，他又指公司2010
至2012年間銷售額增長達80%，料今
年銷量亦不俗。財務總監胡宗明補
充，第4季屬傳統旺季，故料今年表現
會按年改善，他又指，公司奉新廠房
四條新生產線於明年投產後，未來年
產能將較去年實際產能提升88%，去
年為1.3億平方米。

定價參考紙價利潤空間
陳氏續指，公司新產品石頭紙已於

今年8月份投產，截至9月，該產品已
錄170萬元（人民幣，下同）的銷售
額，未來會繼續加大力度生產，公司
亦會於有需要時調整產品結構。陳氏
透露，該產品的毛利率為30%，較其

他產品高出8至12個百分點。
胡宗明指，產品定價將參考紙價及

利潤空間等因素，故不擔心紙價走勢
會拖累利潤。他又預料，於明年6月
底前建成奉新廠房的新生產大樓，約
需建造費900萬元，公司將透過部分
集資所得金額、銀行貸款及自有資金
支付，暫無進一步融資計劃。

雅高礦業工蓋反應未熱
而今年仍有兩新股於30日掛牌，分

別為大理石生產商雅高礦業（3313）
及電力工程商工蓋（1421）。惟上述
兩隻新股反應未見熱烈，早前有消息
指，雅高公開發售未足額，但可由國
際配售方面補足，預計能如期掛牌。
而工蓋公開發售錄得小量超購。
另外，中集（2039）A、H股於昨
早停牌，公司發公告指停牌的原因為
以待刊發內容有關發行公司H股新股
之公告。公司周一H股收報14.32港
元。

周五5官地招標 港鐵地盤截意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本周五賣地市場非
常熱鬧，除5幅政府官地推出招標外，港鐵的天水圍
輕鐵天榮站亦於當日截意向，6幅地皮合共涉及

4,750個單位。當中不少土地具發展規模，如啟德三
幅地皮可建樓面由約52萬方呎至約60萬方呎，兼享
基建概念，成為中至大型發展商的搶地目標，中小
型發展商則估計會集中火力投兩幅屯門地皮。

啟德3限量地估價92億
據政府公布的資料，本周五招標的3幅啟德地

皮，全屬限量地，佔地分別為9.4萬、10萬及10.9
萬方呎，日後可以5.5倍發展，興建約52萬、55.1
萬、60萬方呎的樓面，限量至少805伙、855伙、
940伙，合共2,590伙，平均單位面積約650方呎。
美聯測量師行董事林子彬表示，預計可為庫房增加
91.93億元的收益。
同日招標的還有兩幅屯門限量地，最少建370伙

及290伙。林子彬料每呎地價2,800元，其中屯門第

2區震寰路與良德街交界地，佔地約3.3萬方呎，預
計地積比率可至6倍，總樓面料約20萬方呎。另一
幅屯門第2區良德街地皮，佔地約2.6萬方呎，地積
比率亦約6倍，總樓面料約15.8萬方呎，兩地料可
為庫房增加收入10.03億元。

港鐵天榮路不減價無銷路
港鐵天水圍輕鐵天榮路項目將在周五截意向，佔

地約196,249方呎，總樓面982,280方呎，估計日後
提供約1,500伙。中原測量師行執行董事張競達表
示，項目年初曾流標，現時樓市氣氛仍然疲弱，加
上美國展開退市步伐，對地皮招標結果傾向保守，
若維持原先的補地價金額，將再打擊發展商的投標
意慾，料每呎樓面地價將調整至約2,500元，總值
約24.5億元。

■屯門市地段第508號。 張偉民攝

末季二手註冊料創新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近期一手盤交投回升，惟

二手巿道持續低迷，有地產代理表示，今年第4季二手註
冊數字料不多於8,500宗，創1996年有紀錄以來新低。

嘉湖山莊唯一錄過百成交
香港置業高級執行董事伍創業表示，鑑於近數月二手交

投偏軟，據最新資料顯示，本年第4季至今（10月1日至
12月23日）二手註冊暫錄7,738宗，相比第3季全季仍相差
26%，料全季數字不多於8,500宗，屆時相比第3季的逾1
萬宗大幅回落近20%之外，更創1996年有紀錄以來新低。
當中，嘉湖山莊錄最多註冊，第4季暫錄138宗，其次為

沙田第一城及維景灣畔，分別錄78宗及60宗，料第4季只
有嘉湖山莊錄逾百宗註冊。

整體物業跌至半年新低
另外，美聯物業資料研究部高級經理張蓓蕾表示，綜合

土地註冊處資料顯示，截至12月23日止，下半年迄今整體
物業（包括一手私樓、二手住宅、工商舖、純車位及其他
等）註冊量錄 29,731 宗，比起上半年 39,077 宗再少約
23.9%，估計下半年最終整體物業註冊宗數僅逾3萬宗，跌
破03年上半年35,200宗的紀錄低位，今年下半年勢創有紀
錄以來的半年新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黃嘉銘）花樣年（1777）昨宣
布，向TCL集團、海谷州等賣方收購目標公司所有權
益，總代價1.64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時，TCL
集團將認購花樣年8.63億股新股份，佔擴大後股本
15%。每股認購價為1.4129港元，較昨日收市價1.39港
元溢價約1.6%。所得款項12.2億港元將用於發展內地
物業項目和一般營運資金。
花樣年昨收報1.39港元，單日升4.5%。於認購事項
交割後，花樣年的控股股東的持股量，將由66%攤薄
至56.1%，而公眾股東持股量由34%攤薄至28.9%。交

易當中花樣年向TCL集團支付7,385萬元，向海谷州
支付4,923萬元，及向TCL香港支付4,103萬元。TCL
集團亦將向花樣年出讓所享債權，轉讓價最多為23億
元。交易金額將由花樣年內部資源撥付。

花樣年購惠州武漢4物業
收購的目標公司和旗下附屬持有位於廣東惠州及湖北

武漢4個物業，包括惠州市仲愷12、13號小區的商業及
住宅地，建築面積54.62萬平方米；惠陽區秋長街道茶
園村地段商業及住宅地，建築面積15.94萬平方米；湖
北省武漢市東西湖區金銀湖街環湖中路西、柏環二路北
住宅地，建築面積20.79萬平方米；湖北省武漢市洪山
區武豐村商業、運輸及住宅建築面積29.36萬平方米。

TCL入股15%花樣年

地監局伍華強「劈炮」惹揣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地產代理監

管局（地監局）昨日突然公布，上任僅1年多
的行政總裁伍華強請辭，即較原定的合約期早
了1年半時間。地監局未有交代詳情，只表示
伍華強是基於個人理由離任。伍氏突然請辭引
起不同揣測，有業界相信與最近複雜多變的樓
市環境有關，地產代理經常「踩線」宣傳新

樓，令地監局壓力大增。
地監局昨指，伍華強將於2014年3月離任。

地監局主席陳韻雲感謝伍氏過去1年多以來對
局方的貢獻，當局將就該職位進行招聘。事件
引起各方聯想，尤其最近樓市風風雨雨，地產
代理經常成為代罪羔羊，被指宣傳新盤時發放
虛假訊息，令局方壓力徒增。

董玉川辭中核工業二三主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中核工業二三國際（0611）
昨公布，主席及非執行董事董玉川已提出辭任，並不再擔任
提名委員會主席及薪酬委員會成員；由艾軼倫接任主席，並
擔任執行董事、提名委員會主席及薪酬委員會成員。同時，
雷鍵及郭樹偉亦辭任執行董事；由符志剛及高永平接替。上
述辭任及委任將於本月27日生效。
公司同日宣布，完成出售旗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東僑國際
企業的全部已發行股本，作價1.32億元。預期出售事項完成
後將錄得虧損約7,442萬元。東僑國際企業持有中核利柏特
25%股權，並無擁有其他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而中核二三
持有中核利柏特10%股權，無控制該公司的管理。中核利柏
特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供中外化工廠使用的管道及相關設
備，包括生產及裝配化工廠用模塊、特殊用途的內置組件、
冷箱、鋼罐等。

■長江基建（1038）旗
下 英 國 水 務 公 司
Northumbrian Water 日
前獲頒以表揚英國傑出公
用事業的「Utility of the
Year 2013」最高榮譽。
集團董事總經理甘慶林表
示，於2010年至2012年
期間，長江基建共斥資258億
元在當地進行收購。長建將繼
續在電力、水務及氣體行業尋
找發展機遇，進一步擴展及強
化環球業務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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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中信泰富（0267）昨日宣
布，中國中冶（1618）旗下全資附屬公司MCC Mining已與
中信泰富旗下全資附屬公司Sino Iron簽訂第四份補充合同，
MCC Mining 將移交中澳鐵礦項目首兩條生產線予 Sino
Iron。中信泰富昨收報11.8元，升0.170%。
中澳鐵礦項目的第一條生產線已開始運營，首批精礦粉已
裝船運往中國；第二條生產線的調試及整修也在進行中。
不過，中信泰富表示，雙方就完工結算仍未達共識，獨立

第三方將對項目審計移交工程的合同造價、相關費用等支出
及延誤工期的違約責任，並將參照獨立第三方的最終審計結
果及協商，確定雙方費用分擔以辦理工程結算。
中信泰富表示，Sino Iron將繼續進行中澳鐵礦項目第二條
生產線的調試及整修。 同時，為加快項目建設， Sino Iron
也將負責管理工程總承包合同項下餘下四條生產線的建設和
調試。鑒於中冶的團隊在建設首兩條生產線的過程中積累了
豐富經驗，為盡快建成餘下四條生產線，Sino Iron將通過協
助項目管理、提供服務或其他合作形式與中冶團隊的核心成
員及中冶北方繼續合作。

■■左起左起：：中華包裝控股財務總監胡宗明中華包裝控股財務總監胡宗明、、主席陳衛主席陳衛
偉偉、、執行董事胡麗玉執行董事胡麗玉。。 張偉民張偉民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