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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最大建築企業破產重整

津年產單車近4200萬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欣 天津報道）記者從天津自
行車電動車行業科技工作會議上獲悉，2014年，天津作
為全球最大的自行車生產基地產量再創新高，總產量完
成4,188萬輛，同比增長4.6%；出口量達2,251萬輛，再
度創造自行車出口值全國第一。

低價競爭 電動車賣不過自行車
據天津市自行車電動車行業協會理事長龔孝燕介紹，

天津自行車產銷量創出歷史新高的同時，單價1,000元人
民幣（下同）以上的中高檔車佔比再度提升，總產量達
到303.4萬輛。另一方面，由於市場需求趨於飽和，市場
壓價競爭加劇，去年電動自行車產量首次出現小幅下
滑，總量為1,624萬輛。
龔孝燕指出，當前電動車銷價長期徘徊在2,000元以
下，鋰電電動車價格也被擠壓到2,500元左右，這與中高
檔自行車數千元上萬元的銷價形成巨大反差。電動車低
價競銷格局，嚴重影響電動車產品結構調整升級和產品
質量效益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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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堡明）融創中國
（1918）與綠城中國（3900）的糾纏有最新發
展。融創於去年12月31日自行公布將以155億
元人民幣，收購與綠城合營的公司融創綠城，
並宣稱已獲綠城管理層同意。不過，綠城董事
長宋衛平卻對外指，「雙方仍未達成共識，雖
然不排除有機會合作，但交易細節需進一步討
論」；綠城亦已就此向融創發律師信。綠城昨
日亦停牌，使市場對收購有大量幻想空間。

繼續合作機會偏低
宋衛平表示，交易要由董事局決定，但就他

個人而言，雙方繼續合作的機會偏低。有綠城
高層亦向媒體透露，指綠城的主要股東九倉
（0004）及中交集團均未同意該項收購。
一位綠城高級管理層於電話訪問中對媒體表

示，綠城於去年12月25日已成立委員會，以評
估是否應該出售融綠資產，目前存在多個可能
性，管理層將於本周日舉行一次會議，屆時或
會準備一份聲明回應事件。
兩間公司看來已接近全面破裂，融創發公告

時綠城並未發出相關公告。有融創高層坦言，
與綠城間已徹底失去信任，所以徹底分家是無
可避免。
融創於去年底的公告稱，最遲今年4月30日

寄出通函，即該筆交易在這4個月內仍可能存
有變數。不過，分析認為自兩間公司合併失敗

後，分家在所難免，是次融創收購融綠幾乎事在必行，
唯一的障礙或許是綠城管理層的要價。
融創昨日曾升9.6%，收報8.15港元，升3.3%；綠城停

牌前報7.7港元。

餘額寶將繳存款準備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

報道)一直讓銀行坐立不安的餘額寶類
貨幣基金監管問題終於迎來定論。央
行下發文件明確將原屬於同業存款項
下的存款納入各項存款範圍，這意味
着，餘額寶類貨幣基金未來也要被計
作存款，需要繳納存款準備金。

料用戶收益下降1%左右
受此影響，未來貨幣基金收益率
有所下降，還有分析稱餘額寶一年
收益將會下降1%左右。去年以來，
以餘額寶為代表的新型貨幣基金理
財產品出盡風頭，得到不少投資者

熱捧，也曾一度從銀行理財產品中
成功搶奪了不少市場份額。對於該
類產品的監管問題也始終是熱門話
題。此次央行發文，從2015年起將
調整存款統計口徑，其中包括存款
類金融機構吸收的銀行業非存款類
存放等，同時文件還指出，調整存
款統計口徑是因為金融創新導致存
款結構發生變化。
對此，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銀行

研究室主任曾剛表示，此次調整口
徑，是央行針對金融方面出現的新變
化和創新而進行的對監管制度的調整
和完善。

深上月新房成交量創五年新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昌鴻深圳報

道）據深圳市規土委公佈的數據顯示，
2014年 12月深圳一手住宅成交7,754
套，環比增加34%，同比升108%，創
五年來新高；成交價格為每平方米
25,758 元(人民幣，下同)，環比下跌
2.9%，同比上漲24.5%。

近8000套達限購前水平
去年深圳樓市整體呈現弱勢開局。第

一季度，限購政策嚴格執行，房貸持續
收緊，樓市情況不明朗，但市場在以剛
需為主力的置業需求拉動下，中盤緩步
企穩。進入四季度，在信貸鬆綁、降
息、公積金調整等利好政策的衝擊效應

下，樓市強勁回暖，成交連攀新高，12
月成交量更是接近8,000套，達到限購
前的水平。深圳中原地產二級市場董事
總經理王家雄表示，降息等利好因素的
疊加，刺激了買賣雙方的入市熱情。
據了解，深圳樓市的持續回暖提高了

開發商的預期價格，以價換量的現象減
少，部分樓盤提高了售價，如萬科紫悅
山和萬科麓城，上調5%左右。11月22
日華潤城潤府二期開盤均價5萬元/平方
米，較10月 12日該盤一期開盤價格
4.75萬元/平方米，漲價5.2%。樓市量
價齊升的同時庫存也同步增長，截至去
年12月31日，全市一手住宅可售套數
47,033套，處於歷史高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白林淼通訊員甘凌峰溫州報道）溫州最大

的建築企業——溫州中城建設集團（下稱「中城建設」）重整案近

日舉行第二次債權人會議。經溫州甌海法院裁定，在債權人申報的

逾46億元(人民幣，下同)債權中，已確認無爭議債權超過17億元。

中城建設是溫州市民熟悉的建築企
業，在溫州亦隨處可見中城集團

的影子，如溫州市區的新國光商住廣
場、中瑞·曼哈頓、華盟商務廣場等標
誌性建築都是其作品。2007年中城集
團獲得了國家房屋建築工程施工總承包
特級資質，是溫州唯一一家房屋建築工
程施工總承包特級資質企業，董事長倪
明連曾將該資質形容為建築行業的「特
別通行證」。中城建設曾列中國民營企
業500強第242位。
2010年，中城建設資產總額達到了36
億元，年產值39億元，在建工程合同值
148億元。除建築業外，中城建設還涉
足房地產、酒店、建材等行業，參與開
發了杭州錢江國際時代廣場等項目。

三大因素壓垮中城建設
綜合各方說法，壓垮中城集團的有三大
因素，一是互保拖累，溫州眼鏡大王胡福
林出走後，曾心懷愧疚，因為一大批的互

保企業將受拖累。這些互保企業裡面，就
包括中城集團。據甌海法院初步統計，中
城集團為別的企業擔保了3億多元，別的
企業為中城集團擔保了8億多元。
二是樓市低迷，對於中城集團這艘

「航母」來說，3億多元的互保金也許
並不能讓其傷筋動骨。但接下來的樓市
寒冬給了它沉重一擊。用官方的話來
說，中城集團攤子鋪得太大，有些項目
管理不善，出現虧損，有些項目運作周
期太長，資金無法回籠。去年，中城集
團在安徽蕪湖的一筆投資宣告失敗。
三是銀行斷供，在重整申請書裡，中

城集團曾提及遭銀行斷供，公司所有銀
行賬戶已被查封。公開資料顯示，去年
6月5日，溫州市銀行業協會召集中城集
團的債權銀行開了個協調會，當時參與
的銀行總共有24家。在中城集團前期統
計的債務中，包括銀行貸款8.9億元。
在中城集團的網站上，最後兩條消息是

關於上市的。2013年9月18日，中城集團

與國海證券正式簽約啟動「新三板」掛
牌，已在前海股權交易中心掛牌，成為溫
州首家擬上市的建築行業企業。

擬上市集資緩資金壓力
消息人士表示，中城集團擬上市是為了

緩解資金壓力。去年5月7日，就在該集
團公布上市計劃半年後，中城集團向甌海
法院提交了重整申請書。在重整申請書
中，中城集團是這樣描述重整理由的：

「近年來受經濟大環境影響，企業資金已
無法周轉，出現嚴重資不抵債。」
截至去年8月12日，共有174戶債權
人申報債權，總額46.48億元。經去年
8月26日和12月22日的2次債權人會
議後裁定，確認的無爭議債權已達17
億餘元，其餘債權有待進一步核實。
目前，中城集團仍有承包施工的工程

項目79個。此外，還有已竣工並已辦理
結算，賬面有餘額反映的工程118個。

■■中城建設是溫州市民熟悉的建築中城建設是溫州市民熟悉的建築
企業企業，，該市標誌性建築新國光商住該市標誌性建築新國光商住
廣場便是其作品廣場便是其作品。。 白林淼白林淼攝攝

成都高新企業孵化大市場啟動

成都高新區黨工委副書記、深改
領導小組副組長馮亞曦表示，

企業孵化大市場是成都市2014年全面
深化改革的一項創新工作，也是一項
在全國開先河的金融服務開放性創
新；成都高新區將通過建立企業孵化
大市場，努力為廣大中小微型企業提
供一個包容性、普惠性的投融資服務
平台，加快成千上萬的中小企業成
長，提升成都高新區內生式發展能
力。

可從事眾多金融服務
據了解，目前我國資本市場分為場
內交易市場（上交所、深交所)和場外
交易市場（新三板、區域股權市
場）。與區域性股權交易市場（俗稱
四板市場）相比，企業孵化大市場在
交易中不僅可以不局限於特定區域，

而且可以從事股權轉讓、交易、眾
籌、標準化金融合約交易等眾多的金
融服務。

三家平台企業獲授牌
在當日啟動儀式上，馮亞曦向企業

孵化大市場的運營方成都高投集團、
天府新谷、華盛佰企三家企業授牌。
上述3家平台運營企業將分別代表國
資、民營公助、純市場化三種類型，
發揮各自優勢，實現公平競爭。

冀影響力輻射到區外
「在先期試點的基礎上，預計以後
還將放開其他接口，將企業孵化大市
場的影響力輻射到區外。」成都高新
區新聞發言人湯繼強表示，未來還會
建設企業孵化大市場網上交易平台，
中小企業融資方可在當地的分市場進

行認證後上線，
世界各地投資者
在網上即可參與
交易，可極大地
拓寬項目來源渠
道和投資來源渠
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盼 成都報道）內地首個企業孵化大市

場日前在成都正式啟動。據悉，企業孵化大市場是探索股權轉

讓、交易、眾籌、標準化金融合約交易等金融服務創新，以點

對點為基礎進行金融資源配置，降低金融交易成本和提高交易

透明度，為中小微型企業構建包容性、普惠性的投融資服務綜

合平台，也是解決中小微型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的「金鑰

匙」。

中法酒店集團「聯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

海報道）內地本土連鎖酒店大佬華
住酒店集團日前宣佈，與全球市值
最高的酒店集團法國雅高「聯
姻」，以交叉持股的方式，整合旗
下超過2,000家酒店，開啟中國酒
店品牌全球化戰略。

華住與雅高結盟整合品牌
據悉，華住在中國擁有超過

1,900家酒店，旗下7個品牌覆蓋高
端（禧玥、漫心）、中端和經濟型
（全季、星程、漢庭、怡萊、海
友）市場。雅高酒店集團在歐洲、
拉丁美洲、非洲、中東和大洋洲地
區均有佈局，旗下有8個酒店品牌
進駐中國，包括奢華、高端品牌索
菲特、鉑爾曼、美憬閣、美爵，中
端品牌諾富特、美居以及經濟型品
牌宜必思尚品和宜必思，在中國擁

有144家酒店。
根據合作協議，在與華住結成同

盟後，雅高將繼續主導其在中國奢
華及其他高端品牌的發展，包括索
菲特、鉑爾曼、美憬閣和詩鉑，華
住將在這些品牌業務中持有10%的
股份。此外，華住將成為雅高在內
地、台灣和蒙古的獨家總加盟商，
負責雅高旗下美爵、諾富特、美
居、宜必思尚品和宜必思的經營與
開發，並計劃在未來5年內，為這
些品牌新開設350至400家酒店。

神龍汽車去年銷70萬輛
香港文匯報/網訊（記者 何芯 武漢報道）去年12月30日，東風汽車集
團（0489）旗下神龍汽車有限公司整車年銷量正式突破70萬輛，較2013年
增長27%，遠超年初「65萬輛」目標，並連續兩年實現年中調高年度銷售
目標，實現兩年增長25%以上。目前，神龍公司整車日生產能力超過3,000
台。

連續兩年調高年度銷售目標
2013年，神龍汽車於年中將年度銷量目標從年初的50萬輛調高到55萬

輛。2014年年中在此調高年度銷量目標，從65萬輛直升70萬輛。12月30
日上午9時，神龍公司整車年銷量正式邁上70萬輛新台階，宣告公司又一
歷史新紀錄誕生。同比增長27%，超過行業增長速度的兩倍以上，銷量增
幅主流合資企業第一；其中東風雪鐵龍全年實現銷售32萬輛，成功跨越30
萬輛新台階，同比增長14%；東風標緻實現銷售38萬輛，同比增長41%。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軼瑋 北京報道）蘇寧雲商
旗下的蘇寧公益頻道近日正式上線，慶祝其24周
歲生日，該公益頻道下設公益捐贈和公益眾籌兩大
平台。據悉，蘇寧公益捐贈平台上線當天，就已吸
引中國扶貧基金會、中國青年創業就業基金會、江
蘇慈善總會等眾多基金競相入駐，這亦是蘇寧慶生
的一大亮點。據了解，成立24年來，蘇寧每次都
會選擇公益慶生，截至目前已累計捐贈9億元人民
幣（下同）。
公益慶生是蘇寧的傳統。對於此次選擇發佈蘇寧公
益頻道慶生，用蘇寧董事長張近東話說，是希望通過
平台化的運營，凝聚更多愛心人士的力量，形成更大
更持久的社會正能量。事實上，昨日慶生當天，蘇寧
公益捐贈平台甫一上線就吸納眾多基金紛紛登陸。與
此同時，蘇寧員工亦自發捐款250多萬元。

公益眾籌平台料本季上線
至於蘇寧公益眾籌平台預計今年一季度正式上

線。該平台將主要面向偏遠欠發達的農村地區，通
過當地鄉鎮政府、村委會等為項目提供信用評估和
背書，為當地的農副產品、手工藝品的發展，提供
融資支持、信息發佈、銷售平台等全方位服務。
而在推出公益頻道的同時，蘇寧還捐資為貧困地區

的孩子們修建校舍，建立集移動圖書室、移動閱覽
室、移動電影院等功能於一體的移動夢想課堂，扶持
貧困地區體育文化建設，延續高管捐孤助學等項目。
另悉，在今年國務院召開的全國社會扶貧工作會

議上，蘇寧憑藉持續公益執行與互聯網化創新扶貧
行動，獲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授予的「全國扶
貧開發先進集體」榮譽稱號。

蘇
寧
24
年
累
計
捐
贈
9
億
元

■2014年神龍汽車銷售突破70萬輛，較上年增27%。

■蘇寧雲商旗下的蘇寧公益頻道近日正式上線，慶祝其24周歲
生日。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