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地廢物回收商陳光標又有新搞作，昨
日在美國紐約街頭，陳光標派錢予流浪漢
與街頭藝人，手手一百蚊美元大鈔。不過
網上傳來圖片，不少人拒絕陳光標手上大
鈔，教陳光標頓時佇立街頭無人理。

慈善一向高調
陳光標一向高調慈善，適逢近年大陸、

台灣以及日本多有天災，陳光標都會遠赴
災區賑災，曾被大陸媒體稱為「中國首
善」。較出位的一次，乃於2008年為四川
汶川大地震捐錢救災，被當時溫家寶總理

稱為「有良知、有感情、心繫災區的企業
家」。

陳首善本來計劃昨日中午，於紐約中央
公園宴請 1,000 個流浪漢，每人派 300 美
元，更對活動參與人數滿有信心，早前於
微博留言：「美國的窮人真不少，每天都
有約2,000人報名，這樣到25日那天要過萬
人。」

不過聞說因為人太多難維持秩序，千人
宴只招待了300人。

其實陳光標刻意揀選富豪聚居的曼哈頓區
搞活動，似乎立心挑戰當地權貴慈善。不過

此人視參與人數如命，昨
日街頭派錢又遭卻手，於
公關形象而言，「善長仁
翁」做不成，卻見「土
豪」味重。講到做慈善，
識做一定學似李嘉誠，輕
講一句「不義而富且貴，
於我如浮雲」，而超人每
有善舉，都予人感覺行善
有其大義。
■記者
謝孟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謝孟謙）今
年3月初，中央針對內地樓價偏低提
出「分類調控」政策方向，容許不同
城市有不同房地產政策。雖然至今中
央未正式「撤令」，不過地方政府似
乎已先行「鬆綁」。據《中國新聞
網》初步統計，年初至今，在中央
「分類調控」旗號下，已有安徽、杭
州、無錫、天津、瀋陽、廣州等至少
16個城市，或放鬆限購與落户條件，
或調整公積金貸款方式以刺激樓市交
投。
另外，內蒙古呼和浩特市成為首個

明文規定取消限購的城市，官方通

知，正式取消樓市限購令，今後居民
購買商品住房（包括二套住房）在辦
理簽約、網簽、納稅、貸款與權屬登
記時，無需再提供「住房套數查詢證
明」。此外，當地產權登記部門在辦
理相關業務時，不再查詢買家的「房
屋套數」，並允許外來人口在市區購
買成套商品住房（包括二套住房）。
當地政府同時規定，住房公積金可支
持普通住房消費，並調整購買普通商
品住房公積金貸款首付比例為30%，
住房公積金貸款最高額度為50萬元人
民幣，最長時限30年。但昨日下午，
該通知卻突然從網站撤下。

16個城市鬆綁限購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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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再現一二手房價倒掛
亞運城二手價貴新樓4000元 恐跌市先兆

光明聯合體3.6億奪浦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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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裘毅 上海報道）由於周
四將有三隻新股上市，炒新資金繼續流出加劇市場
拋壓，滬深兩市昨弱勢震盪，上證綜指回踩2,020
點一線，深成指繼續在7,200點一線盤整。創業板
盤中跌近1%，失守10日均線。收盤上證綜指報
2,025點，跌幅0.41%，成交559億元（人民幣，下
同）；深成指報7,217點，跌幅0.32%，成交858
億元；創業板指報1,358點，跌幅0.78%。

計算機稀土永磁領跌
昨兩市雙雙低開，盤初曾出現快速下探，但煤炭
石油板塊拉升護盤，股指隨後走平，全天窄幅波
動，個股活躍度下降，量能與周二相比有所萎縮，
表明市場信心不足，仍處在反覆試探的築底階段，
可能有較長時間維持區間震盪格局。周四雪浪環
境、飛天誠信與龍大肉食三隻新股將分別在創業板
與中小板上市，由於其低中籤率和發行市盈率，市
場普遍預計將被爆炒，昨兩市再次回落，或與部分
資金賣出股票準備炒新有關。不過，有分析人士認
為，如同打新一樣，能參與炒新的機率也不高，雖
然取消了二次臨停的規定，但44%的漲幅限制如同
設定了漲停板，普通人同樣很難買到，在這種情況
下，資金會再次回流。盤面上看，計算機領跌，稀
土永磁，有色金屬、養老產業、智慧城市、在線教
育、充電樁、鋰電池等跌幅居前；周四3隻新股上
市前夕，半新股概念全線走強，漲超2.5%領漲兩
市，鵬翎股份漲停。煤炭石油上漲護盤指數，權重
大盤股中石化漲超2%。

香港文匯報訊 據《第一財經日報》，對有境外上市打算
的中國企業而言，最頭疼的莫過於「全流通」問題。對很
多企業而言選擇「VIE結構」曲線上市，實屬無奈之舉。
近日阿里巴巴因選擇VIE結構赴美上市遭受美國監管機構
質疑之時，中國證監會悄然釋放出解決「全流通」問題的
積極信號。
「全流通」問題，是指企業在境外發行上市之前已經發

行的股份，不能在境外上市流通，所以直接到境外上市的
企業就會面臨有一部分境外上市股份，又有一部分境內上
市股份的問題。

中證監鼓勵境外直接上市
從知情人士處獲悉，儘管中國證監會現在還沒有對「全

流通」問題形成實質性的解決措施，但是已經形成了相應
的解決方案。目前證監會正在進一步研究論證，並「渴望
能夠在較短的時間內予以解決」。
長期以來，通過「VIE架構」間接到境外上市，都是中

國企業走出去的首選。從山東省企業到境外上市的情況來
看，總共92家境外上市企業中，間接上市80家，直接上市
只有12家。
所謂直接上市，是指在境內依照公司法的規定，設立股份
公司，作為上市主體，到境外交易所去發行、上市、融資；
所謂間接上市，則是指中國企業在境外設立了控股公司，以
該控股公司的名義到境外交易所去發行、上市、融資。
從監管層面而言，中國證監會能夠監管到的只有直接上

市的公司。近年來，採用間接上市的中資股公司不時傳出
會計醜聞，頻頻受到做空機構質疑。該報從證監會獲悉，
在企業境外上市方式的選擇上，證監會尊重企業自主選擇
上市方式和上市地，但是從監管導向上，更鼓勵企業直接
到境外上市。

境外上市全流通問題有望解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 廣州報道）隨着一手房降價促銷增

多，廣州部分區域的一二手房價再現倒掛，這其中就包括了廣州

亞運城。據了解，亞運城二手房售價較新房普遍高出3,000到

4,000元（人民幣，下同），一些房源甚至高出6,000多元。有專

家表示，這種現象或為市場回調的前兆。隨着更多新盤低價推

出，當二手房在新房壓力下降價時，反過來又會再次刺激新房價

下行。

美國街頭派錢 陳光標食檸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創維數碼（0751）
副總裁兼董事劉棠枝於業績會上表示，集團今年的
彩電銷售目標為1,200萬台，按年增加5.7%，其中

內地市場佔900萬台，海外市場佔300萬台。去年彩
電市場受節能家電補貼政策的結束而影響銷量，相
信今年影響逐漸減少，料今年銷售數量可穩步回
升。年內營業額按年增長4.4%至394.8億元，毛利
按年增長3%至76.29億元，毛利率輕微下降0.3個百
分點至19.3%。

看好雲電視 目標調高1.83倍
去年集團平均售價按年下跌2.02%至3,051元，他

指，平均售價因應市場環境而轉變，今年的4K雲電
視平均售價較高，有利拉高平均售價。故對今財年
整體銷售感到樂觀。他認為4K雲電視市場業務大有
可為，其4K雲電視銷售目標定為180萬台，約1.83
倍增長。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楊冬文表示，集團將
嚴格管控行政及推銷費用率，去年相關支出增加1個
百分點至16.7%，今年計劃控制在16%以內。

內地互聯網電視市場發展蓬勃，直接衝擊傳
統彩電業務。劉棠枝表示，雖然近年不少智能
電視品牌進入電視市場，對傳統彩電行業造成
一定影響，但現時雙方的價格戰已漸趨平緩。
主要是經過一年競爭後，兩者的消費群對象不
一，產品市場亦不同。
至於智能電視業務方面，劉棠枝指，集團計劃與

遊戲商及電商合作，現階段已與南方傳媒及優朋就
電視內容展開洽談。去年集團的這方面銷售達3,000
萬元，未來將積極尋求提供更多內容可行性。

去年少賺16% 派末期息6.5仙
創維昨公布2013/14年度全年業績，期內股東應

佔純利為12.54億元，按年跌16.46%。每股基本盈
利44.64仙，末期息派6.5仙，按年少40.9%，可以
股代息。

據了解，亞運城在2010年開售時，
被不少人士看好，認為其升值空

間大，甚至三年就可能翻番。然而三
年過去，亞運城沒能讓眾多買家實現
價格翻番，反倒是一些炒樓客要出貨
時，因為開發商降價銷售推貨，有的
業主甚至大喊虧數十萬。

跌破買入價 業主捂盤不賣
市民陳先生有些糾結，他指，當時

所購單位價格每平米1.3萬元，與亞運
城最新推出的最低特價房源相差4,000
餘元。如果要賣掉手裡的房子，價格
必須也要達到甚至低於這個價格。如
果放着不賣，又擔心以後會降得更
低。
有人士甚至笑言，這也就不難理
解，為何亞運城推降價單位時，部分
老業主封閉小區大門，不讓買家進
入。

業界人士指，在新盤大幅降價促銷
的吸引下，會令到不少二手買家先後
流入一手市場。記者也了解到，目前
穗二手房市場類似個案也不少，包括
白雲、東圃在內的區域市場，都存在
一、二手房價倒掛現象。不過價格倒
掛最明顯的還是亞運城，亞運城山海
灣此前推出的最低特價房為9,800元/
平米，但其周邊有二手房源單價高達
16,000元。
在一、二手房價格倒掛之下，二手

房成交也出現萎縮。廣州已有中介被
迫拓展業務品種，部分中介開始比以
往更倚重租賃業務，還有不少中介把
工作重點轉移至開賣一手房，順便兼
顧二手代理。值得注意的是，廣州中
原地產等覆蓋了項目前期策劃、商品
房代理和二手房中介的全業務型公
司，在2012年至2013年二手房市場較
好的情況下，雖然也有這類業務，但

重視程度都不高，而在目前市場蕭條
的情況下，一二手聯動賣房提供了新
的業務增長點。

供應量大項目多區域最受壓
有二手房業界專家表示，一二手房

價倒掛現象曾在2008年底出現過，這
種現象一般發生在房價下降的初期。
由於部分開發商遭遇資金鏈問題，為

回籠資金新房會率先降價。而二手房
小業主降價意願不強，跟進得慢一
些，這就會出現明顯的倒掛。在政策
寬鬆的可能性不大的情況下，需要回
籠資金的開發商可能會更多加入。
另外，一般倒掛會分區域出現，一

些新房供應量大、項目多的區域，競
爭較為激烈，價格下行的壓力自然就
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內地計劃在2020年前建成
6,000公里的城市軌道線路，市場估計需要的資金數以萬億元
（人民幣，下同）計。評級機構標普認為，鑒於城市軌道項
目的巨大規模，加上地方政府已處於高負債水平，恐難以承
受如此巨大的財政負擔，未來將通過提高票價、鼓勵公私合
營、以及發債等方式融資。

兩元票價時代即將結束
標普分析師呂嵐昨日於電話會議上表示，由於財政負擔過

重，不少地鐵系統入不敷出。以北京地鐵為例，年收入為77
億元，甚至不足以收回營運成本，更不用說提供資金用於新
投資。假如沒有政府支持，北京地鐵早已破產，目前這種靠
政府輸血的模式不可能長期持續，故她預料北京地鐵很快會
「忍痛加價」，「兩元票價的時代即將結束」。

公私合營擴大海外融資
呂嵐並指，內地地鐵要開拓多元化的資金來源，除了傳統

的政府和銀行資金之後，應該擴大債券融資規模，同時吸引
社會資本，發展公私合營，亦可考慮擴大海外債券融資，由
於目前美元的利率低於人民幣的利率水平，海外融資可降低
融資成本。她稱，在目前內地信貸緊縮的形勢下，相信未來
會有更多地鐵公司選擇以多種不同的方式融資。
事實上，負責北京地鐵運營的北京市基礎設施投資有限公

司，今年在海外發行了3億美元優先無抵押票據，成為內地
首家在海外債券市場融資的地鐵公司。呂嵐表示，由於該公
司由北京市政府所有，因此對於此類地鐵公司的評級，主要
由地方政府的信用狀況來決定。標普給予「A+」的信用評
級，因為如果該公司的財務狀況出現問題，「幾乎可以肯
定」北京市政府將提供必要的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謝孟謙、高施倩）據《證券時報
網》報道，昨日浙江余杭區政府證實，杭州中都集團董事
長楊定國失踪一星期後，已被當地公安部門拘捕。回顧事
件經過，根據中都集團閉路電視，楊定國於6月14日，在
其兄楊定勇與其妹楊定珍的協助下，由中都集團董事長辦
公室搬走8箱物品；於16日，楊定國與外界失去聯絡；到
18日，位於杭州慶春路的中都百貨突然停業，而多間位於
杭州城區、臨平、安吉等地的分店及後紛紛暫停營業。
楊定國「失踪」事件惹來外界猜測中都集團有倒閉之虞，
而管理層或者拖欠龐大債項，更加可能拖累於港上市的服裝
製造商華鼎（3398）。據悉，華鼎有1.6億元人民幣委託貸款
與中都集團有關，而前日兩家銀行確認，借方未按時結算兩
筆委託貸款的利息，中都集團隨時有借無還，貸款凍過水。

杭州中都集團楊定國被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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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針對內地樓價偏低提出「分類調控」政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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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夢珊 、孔雯
瓊上海報道）光明食品集團上海東海公
司聯合上海海港新城房地產有限公司，
昨日以3.57億元（人民幣，下同）底價
競 得 浦 東 新 區 南 匯 新 城 主 城 區
WSW-A1-12-1、 WSW-A1-19-1、
WSW-A1-20-1地塊，樓板價為8,100元/
平方米。值得注意的是，去年年底該區
域推出的多宗地一度刷新上海溢價紀
錄。在2013年12月，位於該地塊附近的
臨港新城主城區一商住地塊，被上海錦
繡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溢價379%拿下，樓
板價達到14,579元/平方米。而其去年12
月臨港新城推出的5幅住宅屬性地塊平均
溢價率達到 416%，平均樓板價達到
15,653元/平方米。

滬銀行停發樓價百萬內房貸
另外，儘管央行發聲力挺剛需，要求

銀行合理配置資源滿足居民首套房貸需
求，但市場實際情況着實讓購房者失
望，最近有中介地產信貸部相關人士透
露，上海部分銀行已經對總價在100萬元
以內的房源停止發放貸款，涉及銀行有
國有銀行，如工商銀行；也有商業銀
行，如招商銀行上海分行，而交通銀行
規定首套房商貸總額不得低於80萬元。
上海中原地產研究諮詢部盧文曦認

為，100萬以下的房源「非老即小」，銀
行對百萬元以下房源停貸也是看出樓市
潛在風險，不願在資金緊張的情況下換
取一些老房齡或小面積的抵押房產。

■3新股上市，A股全日震盪收跌。 中新社

■新房供應量大區域容易出現一二手房價倒掛。圖為亞運城。 資料圖片

■執行董事陳蕙姬（左）及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楊
冬文。 陳楚倩攝

創維今年彩電目標賣1200萬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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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光標紐約街頭派錢遭拒。 鳳凰網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