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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昌鴻深圳報道）由華潤置
地(1109)開發的南山大沖華潤城昨日在深圳灣體育中
心開盤加推。此次推出3棟共600多套單位，吸引
3,000客戶，並且在三小時內售罄，吸金近30億元
（人民幣，下同）。
該樓盤在昨日9點20分開始抽籤，現場多數客戶為

上次沒買到的購房者。該項目均價約為每平方米
50,000元， 折扣優惠為3個99折+1個98折的優惠，
全款客戶則再多97折。

來自華潤置地的數據顯示，683套房源昨日已於開
盤三小時後售罄，成交總額近30億元，以平均10億
元/小時的驚人成交速度，這是繼11月22日央行降息
之後，刷新深圳乃至全國售罄速度以及單日成交總額
紀錄。
此前華潤城潤府在10月12日首次開盤，推出400餘

套房源，戶型為82平方米至89平方米的2房至3房單
位，均價每平方米約47,500元。據開發商表示，當天
的成交總額逾16億元。

由永泰、南豐等發展的何文田山畔
昨日進行首輪開售，涉及58伙，

市場消息指即日沽出至少6伙，並傳
出「一客兩食」個案，涉及2座一對
上下相連戶，實用面積均為 501 方
呎，料涉及金額逾2,000萬元。另一邊
廂，興勝創建發展的 The Austine
Place昨日首輪開售10伙，沽出至少3
伙，無獨有偶亦傳出豪客「雙飛」，
涉及12樓一對相連戶，成交金額料逾
3,700萬元。
對於昨日開售之兩項豪盤銷情慢熱，

中原亞太區住宅部行政總裁陳永傑認
為，目前屬用家市場，盤源消化需要時
間，不會像大盤開售首天便「爆數」。
總結11月，中原佣金共收約2.5億
元，較6月時的2.6億元稍跌。而上周
反映樓價走勢的中原城市領先指數突破
130點，他相信未來中小型住宅樓價仍
有2%至3%升幅，而一手市場熱鬧之
勢，料可延續至新年。

高士台全數售罄
至於昨天其他新盤成交延續，元朗尚

悅、將軍澳天晉IIIB及同
區The Parkside、大埔嵐山
第II期等均錄成交，西半
山高士台更沽出最後8樓A
室，在今年圓滿售罄。連
同周六，過去兩天共錄65

宗一手成交，較再對上一周的約274宗
大幅減少。
在二手市場方面，樓價指數創新高，

而過去兩天各區指標屋苑成交亦按周增
加。中原地產十大屋苑本周末錄得21
宗成交，成交量創7月首周錄得24宗成
交後20周新高，按周勁升75%，當中
天水圍嘉湖山莊及鰂魚涌太古城則合共
佔其中11宗。

二手成交錄得增加
據美聯物業分行統計，過去兩日十大

藍籌屋苑錄得約19宗買賣成交，亦較
上周末約18宗多出1宗。美聯物業住宅
部行政總裁布少明表示，新盤繼續貨如
輪轉，加上內地「減息效應」發酵，為
巿場造就樂觀情緒，準買家入巿信心回
穩，除上車熱潮持續外，換樓客亦蠢蠢
欲動，有一手向隅客及心急買家重投二
手巿場，本周末整體二手表現靠穩。
而利嘉閣十大指標屋苑錄得17宗二

手買賣個案，按周增加1宗；港置分行
統計的十大主要藍籌屋苑，則錄至少7
宗成交，較上周的9宗為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細細粒容
易食」往往體現在市場上，今年金額較小的商
場拆售一直備受歡迎。港置工商舖資料研究部
昨日發表研究報告顯示，回顧今年首10個月交
投表現，凡市場有拆售項目推出，細價舖佔整
體逾六成。10月商舖成交量錄得409宗，當中
價值500萬元以下的細價舖，共錄得336宗成
交，佔整體成交量比例高達82.2%，比率暫成
今年最高的月份。

10月佔比近七成
價值500萬元以下的細價舖成交中，不乏拆

售單位成交，其中4月所錄的235宗註冊中，涉
及拆售單位成交共有 173 宗，所佔比率
73.6%，以比率計最高，包括荃灣荃立坊等項
目。5月因涉及天水圍嘉湖新城拆售，所佔比
率亦達71.6%。至於10月錄得336宗細價舖註
冊，當中235宗成交為拆場伙數，以拆售成交
量計最多，所佔比率亦達69.9%，涉及項目包
括屯門壹號總站及北角英皇大道廣場。
港置至尊旺舖董事陳偉材表示，細價舖位由
於入場費較低，故一直較受用家及投資者歡
迎，當中拆場成為不錯的選擇。而上月中滬港
通開車、人民銀行突然減息，為市場帶來驚
喜，料投資氣氛有望好轉，游資依然充裕下，
預期未來仍有拆售項目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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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潤深圳盤3小時套近30億

市區豪宅盤反應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在11月最後一日，兩項九龍豪

盤「標尾會」，分別是紅磡何文田山畔及尖沙咀 The Austine

Place，惟市場反應平平，合共銷出不足10伙。連同其他繼續開賣

的新盤，在沒有大型新盤加持下，周末兩天新盤市場共沽65伙，

按周大減七成六。

內外市場改革破融資困境
中銀國際 杜勁松

在若干輪「定向寬鬆」之後，央行終於11月21日以
最直接的減息措施緩解實體經濟所面臨的「融資難、融
資貴」問題。該措施是否標誌着中國已進入新一輪減息
周期，還有待於時間的驗證。從國務院領導的決策意圖
看，資本市場結構性改革的必要性反而顯得更加突出。

今年以來國務院已經在兩次常務會議上專題研究企業
融資成本過高的問題，並分別提出了十大舉措，其側重
點區別明顯。在7月的十大舉措中，僅有第七條措施提出
「大力發展直接融資」，其餘措施的部分理念與市場化
改革似乎並不相容。例如，小微企業融資成本其實是它
們的風險定價，不能把降低絕對成本作為唯一目標。商
業銀行的考核體系應根據其風險偏好和資本實力確定，
在平衡資產與負債定價時不應把降低其貸款利率作為主
要標準。事實上，來自央行的統計數據顯示，7月的十
大措施並沒有在短期內達到預期的目的：上半年平均每
月社會融資規模為17,542億元（人民幣，下同），而7
月至10月期間平均只有7,574億元，落差巨大。

改革A股發行難救近火
在11月的十大舉措中，涉及資本市場結構性改革

共有三條，分別是第五條「運用信貸資產證券化方
式盤活資金存量」，第六條「抓緊出台股票發行註
冊制改革方法」，以及第七條「支持跨境融資」。
日前，銀監會和中證監已經分別推出了各自的備案

制度，這將有助於進一步提高市場效率。中證監也
表示正在與市場各方一起集思廣益、積極論證推進
股票註冊制改革。考慮到目前仍有590多家企業按
照每周大約2家的進度在A股市場排隊「上市」，
且有關法律修訂需時，短期內期望通過改革A股發
行制度緩解融資困局是不現實的。

由此看來，更具操作性和時效性的措施是大力發
展跨境融資。11月24日，國務院取消了境外上市外
資股項下境外募集資金調回結匯審批，為企業境外
股權融資掃清了障礙。11月17日啟動的滬港通，不
僅僅是二級市場交易的互聯互通，其實也為內地企
業選擇香港作為上市地點增強了信心：一方面內地
企業可以充分發揮聯交所上市流程清晰、進度可控
的優勢，另一方面未來也有可能讓內地投資者通過
滬港通平台持續投資內地企業。

除股本融資需求，跨境債務融資也是不可忽視
的領域。內地可以考慮在RQFII框架下，提升跨
境債務融資、特別是境外資金參與內地資產證券
化項目的便利程度。香港金融機構應該主動參與
推進內地資本市場的結構化改革，破解內地企業
融資困局。這也是香港作為國家的
國 際 金 融 中 心 的 使 命 與 責 任 ！
（以上資料只供參考，並不構成任
何投資建議）

未上市先盈警 環球信貸解畫
特殊收益缺乏 全年料少賺32%

環球信貸是次發行1億股，當中10%
即1,000萬股作香港公開發售，招

股價範圍為 1.3 元至 1.6 元，以每手
2,000股計，入場費約3,232.25元。股份
將於12月25日在聯交所主板上市，天
達融資亞洲為獨家保薦人。

八成集資額擴展貸款
是次約1.21億元集資凈額中，80%用
於提供更多及/或金額更高的貸款以擴
展按揭貸款組合；10%用於市場推廣活
動以提升集團在香港的品牌知名度及形
象；10%用於提供營運資金及一般企業
用途。派息方面，計劃派付的股息總額
將不少於上市後兩年每年純利的30%。
該集團預計截至12月底的年度盈利不

少於3,000萬元，較2013財年的4,450
萬大幅減少32.6%。梁夢詩解釋，主因
去年有筆1,270萬元人民幣存款匯兌收
益和利息收入，預計今年不會出現。另
外於今年6月，集團有筆6,200萬元的
12個月期貸款因提早還款而贖回，儘管
貸款金額龐大，管理層相信集團有能力
通過新業務及授出新貸款，減低該貸款
的虧損影響。
對於貸款拖欠率由2011年的0.2%升

至今年的1.6%，主席兼執行董事王瑤
指，集團往績拖欠率屬健康合理水平，
未來會密切監察貸款狀況。至於招股書
提到，部分上市集資所得可能用於提供
金額更高的貸款，王瑤強調，大部分一
按和二按仍將延用現有的風險管理制

度，按揭率不會高過70%。
集團今年首5個月財務成本按年增加
14.1倍至900萬元，主因政府收緊銀行貸
款，集團要從第三方貸款人獲取貸款。

首5月財務成本增14倍
被問及未來財務成本會否進一步上

升，梁夢詩指，集團已與持牌貸款人簽
訂新協議，明年12月前財務成本再增加
機會不高。而上市亦有助增加貸款組

合，降低財務成本。
至於美國聯儲局明年加息可能增加財

務成本，王瑤認為，未來或可通過微調
貸款組合減小影響，對盈利影響甚微。

恩達長飛今日截飛
其他新股方面，恩達集團(1480)、長

飛光纖光纜(6869)今日截飛，中廣核
(1816)明日截飛，而丘鈦科技(1478)和飛
魚科技(1022)將於本周上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易）上周五起低調招股的環球信貸

(1669)昨公布招股詳情。對於集團年度預測盈利較去年同期勁減

32.6%，該集團財務總監梁夢詩昨解釋，主因去年有筆1,270萬元

的一次性收益，除去該因素，今年業績錄得穩健增長。不過招股書

顯示，預測盈利減少的另一原因是按揭貸款產品需求下跌導致貸款

組合規模減少，管理層對此未有正面回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國務院法制辦公室網站
昨日公布，中國人民銀行起草了《存款保險條例(徵求意見
稿)》，規定內地的存款保險實行限額償付，最高償付限額
為50萬元（人民幣，下同）。為進一步增強立法的公開性
和透明度，全文公布徵求意見稿及說明，向社會徵求意
見。券商普遍認為，上市銀行受到該制度的負面影響可以
對沖，估計內銀板塊明年的市淨率仍有逾20%上行空間。

上限50萬 禁止阻存戶「搬家」
徵求意見稿公布，內地存款保險實行限額償付，同一存

款人在同一家銀行所有存款賬戶的本金和利息加起來在50
萬元以內的，全額賠付；超過50萬元的部分，從該存款銀
行清算財產中受償。對50萬元的最高償付限額，人行根據
2013年底的存款情況進行測算，可以覆蓋99.63%的存款人
的全部存款。這意味着絕大多數存款人的存款能夠得到全
額保障，不會受到損失。
意見稿又強調，該限額並非固定不變，人行會同國務

院有關部門可以根據經濟發展、存款結構變化、金融風
險狀況等因素調整最高償付限額，報國務院批准後公布
執行。另外，即使個別小存款銀行發生了被接管、被撤
銷或者破產的情況，一般也是先動用存款保險基金，支
持其他合格的金融機構對出現問題的存款銀行進行「接
盤」。央行並要求銀行加強一線臨櫃和客戶經理的教育
和管理，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擾客戶的正常的大額款項劃
轉和取現，嚴禁曲解存款保險改革和詆毀同業，嚴禁非
法吸收存款和不正常競爭。

繳費影響銀行3%淨利潤
興業銀行發表報告預計，如果存款保險制度今年推出，

上市銀行今年3%左右的淨利潤將受到繳納保費影響。其
中，興業銀行、民生銀行（1988）、工商銀行（1398）、
建設銀行（0939）受影響最小，影響淨利潤比例在3%以
內；華夏銀行、平安銀行和中信銀行（0998）受到的影響
最大，均超過4%。不過，內地政府可以將營業稅率從5%
下調至3%，將這種影響完全對沖掉。
中信證券指出，存款保險制度一半被認為是利空要素，

對盈利影響偏負面，可是當前該制度恰恰有利於改善金融
效率、消除尾部風險，對估值有正面意義，看好銀行板塊
明年市淨率升至一倍，較現價有20%至30%的空間。申銀
萬國亦認為，存款保險制度實施後，短期內對債市確有負
面影響，但不必過度擔憂這種影響，長期看此制度有利於
無風險利率進一步下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易）重慶鋼鐵(1053)昨公
布，與大股東重鋼集團訂立兩份股權轉讓協議，將所
持電子公司及運輸公司的100%股權出售予重鋼集團，
兩間公司對價分別約1.28億元（人民幣，下同）及
5,226.7萬元，預計合共錄得約1億元收益。
於昨日公告時，重鋼集團約持有重慶鋼鐵已發行股
本的63.05%。
另外，重慶鋼鐵上周五與重慶市地產集團訂立協
議，同意向對方轉讓土地，代價為10.55億元。出售
事項有利優化公司之資源分配，及減輕公司財務壓
力，估計將實現約7.4億元收益，將用作一般營運資
金。

香港文匯報訊 平安保險(2318)昨日公布配股集資逾
368億元。
平安保險董事會公布，按每股配售價62元，向不少

於六名但不超過十名獨立專業機構及╱或個人投資者
配售合共5.94億股新H股，佔經配發及發行配售股份
擴大後的公司已發行H股股本總額及已發行股本總額
約15.95%及6.98%。配售所得款項總額為368.31億
元，扣除成本後淨額約為364.91億元，將用於發展主
營業務，補充資本金及營運資金。
是次配售價較上周五收市價每股 65.05 元折讓
4.69%。

平保配股籌368億

重鋼2業務回售母企

內地存保制諮詢
內銀長遠有利

首屆廣州番禺珠寶文化節11月29日在廣州開幕，
展出的「珠寶祈年殿」讚歎全場。該藝術品由香港雲
廣珠寶公司黃雲光和王永慶策劃，由工藝大師王樹文
設計，以北京天壇祈年殿為原型，耗用白銀128千
克，鑽石、珠寶20餘萬顆。 ■記者 帥誠

「祈年殿」閃亮廣州珠寶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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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行

■環球信貸
主 席 王 瑤
（中）、財
務總監梁夢
詩（左）及
天達融資亞
洲公司企業
融資董事文
耀光出席記
者會。
記者 張易攝

■何文田山畔昨天
錄單位數成交。

記者蘇洪鏘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