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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投續跌 房企拚生死
業界：3年內迎洗牌潮 競爭激烈料1/3出局

香港文匯報訊 在昨天公布的2014中國房地產上市100強
排行榜中，沿海綠色家園(1124)居第37名，為集團連續三年
入50強。2013年，沿海綠色家園成功踐行輕資產戰略，探索
出創新商業模式，實現了代運營規模翻倍增長，可售貨值大
幅增加。

沿海綠色連續3年入內房50強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黃子慢）中國的科技、媒體和通信
（TMT)領域自去年下半年起，IPO及併購退出的情況相當活
躍，而去年第四季度該行業無論是IPO退出還是併購退出，
單季度數量均超過前三季總和。普華永道的專家預計，今年
中國TMT項目IPO及併購退出的情況持續，並且TMT公司
於美國上市依然會較熱絡。
對於阿里巴巴集團計劃中的上市是否會對其他中資科技股

造成壓力，普華永道科技行業主管合夥人高建斌表示，大公
司IPO確實會給其他同行在某個時間段上市造成一些困難，
但公司新的商業模型或新的技術始終會受到資本市場關注。
雖然今年來已有不少中資科技股在美國上市，但目前還有

很多中資TMT股排隊等待在美國和香港上市，因此未來還會
出現更多中資TMT公司IPO退出的案例。

普華永道：TMT項目熱衷美上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裘毅 上海報道）滬深兩市昨震盪走
低，創業板指回調明顯，拖累主板跟隨下跌。上證綜指收報
2,040點，失守60日線，跌9點或0.47%，成交694.72億（人
民幣，下同）；深成指報7,341 點，跌39點或0.53%，成交
1,008億元；創業板指報1,314點，跌幅1.85%。
中國證券報指，隨着各家公司優先股發行預案出爐，優先

股有望於三季度推出，7月或8月落地的可能性較大。市場對
其帶來的擴容壓力有所擔心，大盤出現調整。周三大漲的創
業板獲利回吐，全天下跌走勢為主，盤中跌近2%；上證綜指
收盤失守60日均線；深成指衝高回落，盤中探至7,400點整
數位上方。在援疆會議召開的預期下，新疆板塊表現活躍；
上海自貿區概念午後拉升。博彩概念股跌近3%領跌兩市，券
商股跌近2%，回吐周二漲幅，個股全線下跌。

獲利回吐 創業板跌1.85%

蘇寧魅族建300專賣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軼瑋北京報道）中國內地零售業巨頭
蘇寧雲商昨(29日)與魅族在北京宣佈達成戰略合作，雙方計劃
在戰略合作夥伴的基礎上，全力推進在蘇寧門店內1年建設
300家魅族專賣店，完成20億元人民幣（下同）魅族產品銷
售額的戰略目標。
蘇寧雲商集團商品經營總部執行副總裁顧偉表示，手機不

再是簡單的通訊工具，已經演變成用戶表達個性的外飾和移
動互聯網的接入工具。蘇寧的互聯網轉型正在向細化的各個
品類滲透，以前我們考慮更多的是如何把產品賣給用戶，現
在則需要在用戶的角度去尋找讓用戶驚喜和尖叫的產品。與
魅族的合作也正與基於這一理念，在基於蘇寧的O2O商業模
式下，為用戶帶去多渠道購物的全新體驗。

首家魅族體驗店今開業
據悉，蘇寧雲商與魅族將在覆蓋全國的蘇寧門店內建300
家魅族體驗店，首家體驗店將於今日在北京聯想橋門店開
業，將從用戶體驗、產品宣傳、產品銷售、用戶服務等不同

層面給消費者帶來極致的體驗，年度銷售目標20億元。
為吸引延攬精英人才，蘇寧雲商高管近日紛赴內地高校的

MBA、EMBA課堂，近距離給高校學子講述了蘇寧雲商對互
聯網時代零售業的思考，以及互聯網轉型節奏的把控與執
行。據透露，蘇寧雲商今年內將在200所高校設立「蘇寧校
園菁英俱樂部」，以密切校企合作與定向培養人才。

擬200所高校設菁英俱樂部
O2O模式是蘇寧雲商互聯網零售的重要內容，而蘇寧雲商

這一轉型戰略也有着5年的歷程。從2014年開始，蘇寧雲商進
入戰略轉型關鍵的執行與業務落地階段，通過進一步優化組織
架構，成立大運營總部，統一管理門店、PC端、移動端、家
庭互聯網等購物入口，打通線上線下面向消費者服務的前端各
項職能，完成了基於「一體兩翼」的組織架構與人員調整，實
現了18萬人企業的組織再造，堪稱內地零售業內轉型標桿。
目前，蘇寧在全國擁有1,600多家門店和網上銷售渠道蘇寧易
購，並擁有1億多會員和自主物流體系及售後服務體系。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代表萬科事業合夥人集
體的深圳盈安財務顧問
企業（「盈安合夥」）
於5月28日在二級市場
以約3億元人民幣購買
35,839,231 股萬科 A，
佔 萬 科 總 股 本 的
0.33%。盈安合夥表示
未來將繼續通過二級市
場購買萬科股票。盈安
合夥此次購買萬科股票
的資金中，其中一部分
來自萬科事業合夥人集
體委託管理的經濟利潤
獎金集體獎金賬戶，剩
餘為引入融資槓桿融得
的資金。此意味着，萬
科的事業合夥人持股計
劃也正式啓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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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內地百貨業正飽受
電商網購盛行、消費者轉投專門店懷抱、內地反貪
腐減少消費等因素衝擊。利豐研究中心副總裁林詩
慧預期，未來數年百貨仍陷冰河期，缺乏自家品
牌、同質化嚴重、流失經驗買手等都成致命傷，認
為業界要加快轉型「全渠道零售」，將線上線下及
資訊媒體結合，移動網購更將改革整體零售業。
去年中國網購市場規模增長按年增42%至1.85萬

億元人民幣(下同)，預計2016年網購市場交易規模
更達3.6萬億元，佔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0.8%。
林詩慧認為，內地消費者熱衷移動網購，移動網購
已成行業必備要素，但不少百貨資金不足無力開
發，又以聯營模式經營，未能控制定價及商品等，
令行業轉型失敗。

宜聯動線上線下拉動銷售
利豐中國商業發展藍皮書作者兼利豐研究中心研究助理李

曉怡直言，多數公司不懂善用收集到的客戶數據，聯動線上
線下拉動銷售。「一般只會用作促銷宣傳，一無優惠個App
就俾人刪除了。」但如內地連鎖百貨天虹商場，除百貨店
外，另設天虹網、微訊及天虹微店，以四個渠道帶動銷售，
當中微店兼具篩選、推廣功能，一機可達預訂、取貨及退貨
服務，滿足客戶需求。
需留意的是，引入移動網購未必能即時反映於利潤，林詩

慧指，今年獲電商龍頭阿里巴巴入股的銀泰開業逾16年，忠
實會員數約100萬，自阿里入股後會員數雖增至400萬，暫卻
未見大貢獻，銷售仍靠忠實會員支撐，但相信影響正面兼可
抓住先機。藍紹敏：宿遷人力資源具優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江蘇省宿遷市委
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藍紹敏昨日在出席宿遷
（香港）投資環境說明會時表示，歡迎港資背景的
公司將實體企業轉移到宿遷，而宿遷具有人力資源
的優勢。他並透露，京東商城繼在宿遷投資全國客
服中心後，還計劃在該市投資雲計算中心、研發中
心和倉儲物流中心等。

藍紹敏昨日出席宿遷投資環境說明會接受記者採
訪時表示，目前港資企業在珠三角面對很多困難，
其中一個困難是人力資源短缺，難以招到工人。他
說，本月初，他前往東莞考察時，拜訪一家IT企
業，該企業負責人向他表示，10年前該企業請的是
本科生，5年前請的是技校生，而現在請的是懂
ABC的工人。他說，懂ABC並不是懂英文，而是
由於該企業主要產品出口，請懂ABC的工人是不要
搞錯公司的貨品。
藍紹敏指出，宿遷人口570萬，勞動力220萬，

每年新增勞動力10萬，為當地企業提供勞動力資源
的保障。他續稱，過去宿遷經濟不發達，該市有
110萬人在外地打工，而隨着該市經濟的改善，目
前每年回流的勞動力有10萬人，現在該市在外地打
工的勞動力已少於70萬。

京東商城將加碼投資
藍紹敏表示，京東商城董事局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劉強東是土生土長的宿遷人。基於宿遷良好的投資
環境和配套服務，2009年，劉強東將公司的全國客
服中心搬到了家鄉宿遷，不久將建成擁有2.5萬個
坐席的客服中心。據了解，有關投資額約10億元。
藍紹敏並透露，京東商城還計劃在宿遷投資雲計算
中心、研發中心和倉儲物流中心等。
據介紹，目前港商已在宿遷興辦350多家企業，

註冊資金達10億美元，近幾年來，實際到賬資金年
均增長35%，佔該市實際到賬外資的62%。藍紹敏
表示，目前港商在宿遷主要投資食品、紡織和電子
等項目。他希望，未來港商可在宿遷多投資服務行
業。.
藍紹敏還表示，今年以來，面對宏觀環境複雜多
變、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周邊地區經濟增長普遍放
緩的嚴峻形勢，宿遷市經濟運行繼續保持強勁增
勢。今年第一季度，宿遷市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
固定資產投資、工業投資、出口總額等8項指標增
速繼續位居全省第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外圍經濟波譎雲詭，內地樓市的

前景備受關注。根據最新《2014中國房地產上市公司測評研究報

告》指出，進入2014年，內地地產發展增速放緩，持續回落的住

宅交投向地產開發市場傳遞負面訊息。有業界憂慮，在地產市場

變化周期較短、且風險增加的背景下，地產上市公司競爭加劇，

將有三分之一房企退出市場，並預言3年內業內將迎來洗牌潮。

由中國房地產業協會、中國房地產
研究會及中國房地產測評中心合

作的有關報告指出，去年內地樓市價
量齊升，今年由於信貸偏緊而出現投
資增速放緩，隨着A股上市房企今年
首季逐步恢復融資功能，銀行信貸緊
張對房企資金的影響有一定程度放
鬆，地產資本市場機制重歸市場化。
去年上市房地產企業總資產平均為
362.89 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升
24%；收入上升46%，資產負債率按
年增加 1.09個百分點、至65.8%； 平
均淨利潤為 13.76 億元，按年增加
16.4%。
報告又指出，2013年以來，不少房

企向「輕資產」雙向發展的轉型，亦
有企業堅持「重資產」模式以規模求
勝，整體而言各有利弊。雖然內房企
短時間內無法擺脫對銷售的倚賴，但
預計未來將轉向多元化發展，不同企
業發展將步向分化。

當天亦公布30大內房上市公司綜合
實力榜，在H股和A股上市房企中，
萬科連續第七年盤踞榜首，保利地產
和中國海外(0688)列第2、3位，恆大
地產(3333)、龍湖地產(0906)、世茂房
地產(0813)居第4至6位。

樓市有望回歸健康水平
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院長張永岳

表示，內地房地產行業的整體盈利較
高峰時期有所下降，因為供求發生了
變化，但相比很多其他行業，地產業
都是高利潤的行業。
易居中國執行總裁、中國房地產測

評中心主任丁祖昱認為樓市在半年之
後會慢慢走向平穩，回到健康水平。
他相信內地樓市的基本需求較穩定，
而政府減少行政干預有助市場自動調
整，料今年全年內地樓價整體同比漲
幅可能會是0，即回歸到2013年底水
平。

朗詩：有特色房企生存
朗詩地產(0106)董事長田明認為，

樓市現在沒有遇到風險，只不過是經
歷一次洗牌，預料未來數年中，三分
之一的房企或退出市場，當中以一些
負債較高、產品沒有特點的房企業相
對比較危險，以後留下的企業一定要
有自己的競爭特色。

寶龍：「地王」不會再現
寶龍地產(1238)總裁許華芳說，集

團今年有部分項目出現降價，不過幅
度在5%至10%內，並不算大。他認
為現時中央對房產政策逐步理性，相
信不會再強硬推地或令「地王」再次
出現，料未來內地房企洗牌潮將持續
至少3年。
上實城開(0563)主席倪建達認為，

今年樓價仍處於分化階段，料一線及
部分二線城市價格上漲壓力仍大，
三、四線城市將則有不小的下跌機
會，不能單一概括整體升跌幅，又相
信今年發展商拿地將更理性。

■有業界憂慮，內地房地產市場正步入下行周期，行業競爭加劇，將有三分之
一房企退出市場。 資料圖片

■■中國宿遷市中國宿遷市
委 書 記 藍 紹委 書 記 藍 紹
敏敏。。張偉民張偉民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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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豐研究中心副總裁林詩慧(左二)認為，業界要
加快轉型「全渠道零售」。 方楚茵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