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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拍賣出讓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公告
成公資土拍告(2015)12號

　　根據《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產管理法》、國土資源部39號令、《成都市國土資源局關於完善建設用地指標交易制度促進農村土地綜合整治的實施意見》（成國土資發〔2011〕80號）等相關文件規定及成都市國土資源局《國有建
設用地使用權出讓方案》，成都市公共資源交易服務中心定於2015年4月2日上午10時，在成都市高新區天府大道北段966號天府國際金融中心7號樓，以拍賣方式組織出讓4宗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現就有關事項公告如下：
　　一、拍賣出讓宗地基本情況：

　　二、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組織均可申請參加競買，申請人
可獨立競買也可聯合競買，但文件中有特殊要求或法律法規對申請人另有限制的除外。
CH05(252)：2015-012號宗地根據成都涉外建設項目國家安全事項審查辦公室的規劃並聯審
批意見（成涉審查辦[2014]0759號）：意向競買人必須經市涉外辦進行國家安全事項審查通
過後，憑市涉外辦的審查確認函參與競買。
　　三、申請參加本公告多宗土地競買的，競買保證金只須按其中額度最高的一宗土地繳
納。拍賣以增價方式競價，自由競價，價高者得。競得人競得多宗地的，在簽訂全部競得宗
地的《出讓合同》並繳清交易服務費後方能按出讓人的要求將競買保證金轉作地價款。
　　四、本次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拍賣出讓實行網上報名方式（繳納外幣競買保證金的除
外），意向競買人可通過成都市公共資源交易服務中心門戶網站查詢網上報名用戶註冊及網
上報名相關操作指南；已完成網上報名用戶註冊的意向競買申請人須在2015年04月01日16時
之前憑CA數字證書登陸成都市公共資源交易服務中心門戶網站（http://www.cdggzy.com/）
土地網上報名系統，按要求提交競買報名申請，經系統確認完成網上報名手續。(具體操作指
南詳見《成都市公共資源交易服務中心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拍賣出讓網上報名辦事指南》、
《網上報名操作指南》及《CA數字證書辦理須知》，諮詢電話：028-85987887。) 
　　五、CH05(252)：2015-012、JN05(21/252)：2015-019、JN03（252）：2015-017號

宗地：競得人須自行向成都電業局申請辦理供電配套相關手續，並承擔相關費用。
　　六、須「持證准用」的競得人，在簽訂《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出讓合同》及《出讓合同
補充協議》之前，應提交相應面積的建設用地指標證書或繳納相應面積的建設用地指標價
款。建設用地指標可通過農村土地綜合整治獲取，也可在成都農村產權交易所購買；建設用
地指標價款按成都市公佈的年度最低保護價繳納。（諮詢電話：028-85987005）
　　七、本公告未盡事宜詳見出讓文件，並以出讓文件中附錄的行政主管部門的法定文件為
準。請於2015年03月17日起登錄成都市公共資源交易服務中心門戶網站下載出讓文件。(成
都市國土資源局監督電話：028-61889185)
　　聯繫地址：成都市高新區天府大道北段966號天府國際金融中心7號樓
　　諮詢電話：028-85987887、85987895、85987882
　　詳 情 見：成都市公共資源交易服務中心（http://www.cdggzy.com/）
　　　　　　　四川省國土資源廳（http://www.scdlr.gov.cn）
　　　　　　　成都市國土資源局（http://www.cdlr.gov.cn）
　　　　　　　中國土地市場網（http://www.landchina.com）

成都市公共資源交易服務中心
2015年3月12日

宗地位置示意圖

　　為進一步建設規範、高效、公開透明的公
共資源交易服務平台，加快土地招拍掛出讓業
務的信息化建設，更好地服務於競買人，經研
究決定實行競買人參加成都市國有建設用地使
用權拍賣出讓網上報名（以下簡稱「網上報
名」），現將有關事項通知如下：
一、網上報名範圍
　　競買申請人參加成都市國有建設用地使用
權拍賣出讓競買(以下簡稱「土地拍賣」)的報
名活動。
二、網上報名實行時間
　　自2014年11月20日起發佈的《成都市拍
賣出讓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公告》實行網上報
名方式 。
三、網上報名的程序
　　（一）從即日起，競買申請人首次報名參

加土地拍賣活動須登陸成都市公共資源交易服務
中心網站（www.cdggzy.com）按《成都市公共
資源交易服務中心拍賣出讓國有建設用地競買人
網上報名辦事指南》的要求提交相關資料，簽署
《成都市公共資源交易服務中心土地意向競買網
上報名協議》，辦理CA數字證書。
　　（二）競買申請人須按照拍賣公告及出讓文
件要求繳納競買保證金，憑CA數字證書登陸成
都市公共資源交易服務中心網站（www.cdggzy.
com）資產資源管理系統，進行網上報名。
　　具體操作規則詳見《成都市公共資源交易服
務中心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拍賣出讓網上報名辦
事指南》、《網上報名操作指南》及《CA數字證
書辦理須知》。（諮詢電話：028-85987887）
　　特此通知。

成都市公共資源交易服務中心

關於實行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拍賣出讓網上報名的通知

序
號 宗地編號 宗地位置 淨用地面積

（平方米）
土地用途及
使用年限 拍賣起叫價

競買保
證金

（萬元）

拍賣出
讓時間

規劃設計條件 持證准用
面積(畝)
及方式

出讓人計入容積率總建
築面積/容積率 建築密度 建築高度 綠地率 規劃用地

使用性質

1
CH05

(252)：
2015-012

成華區聖燈街
道辦事處聖燈

村二組

10676.84
合16.0153畝

城鎮混合
住宅用地

住宅用地70
年，商業用

地40年

樓面地價：
4448元/
平方米

4600

2015年
04月02日

10時

不大於40571平方米(其中可兼容的商業建築面積比例
不大於計入容積率建築面積的10%) 不大於20%

建築物（含所有建、構築物
及設施）最高點高程不大於
航空限高絕對海拔高程812
米。

不小於25% 二類住宅
用地

16.0153
指標證書

成都市國
土資源局

2
JN05

(21/252)：
2015-019

金牛區金泉街
辦何家堰村

2、3、4組，
互助村8組

108707.31
合163.0610

畝

商服用地城
鎮混合住宅

用地
商業用地40
年住宅用地

70年

樓面地價：
2860元/
平方米

30000

計入容積率的總建築面積：二類住宅用地：地塊2建築
面積大於33557平方米且不大於100670平方米(其中可
兼容的商業建築面積比例不大於10067平方米)；地塊4
大於34361平方米且不大於103080平方米(其中可兼容
的商業建築面積比例不大於10308平方米)；商業服務
業設施用地：地塊1建築面積不大於96717平方米，地
塊3建築面積不大於107233平方米。
容積率：二類住宅用地：地塊2大於1.0且不大於3.0；
地塊4大於1.0且不大於3.0；商業服務業設施用地：地
塊1不大於5.0；地塊3不大於5.0。

二類住宅用地：地塊2總建築密
度不大於22%；地塊4總建築密
度不大於22%；商業服務業設施
用地：地塊1總建築密度不大於
48%；地塊3總建築密度不大於
48%。

建築物(含所有建、構築物
及設施)最高點高程不大於
航空限高絕對海拔高程572
米(建築高度不大於47米)。

商業服務業設施
用地：結合設計
確定；
二類住宅用地：
地 塊 2 綠 地 率 不
小於30%；地塊
4 綠 地 率 不 小 於
30%。

二類住宅
用地

商業服務業
設施用地

/ 成都市國
土資源局

3
JN03

(252)：
2015-017

金牛區金泉街
道郎家社區7
組、青羊區蘇
坡街道百仁社

區3組

23729.33
合35.5940畝

城鎮混合
住宅用地

住宅用地70
年商業用地 

40年

樓面地價：
3500元/
平方米

5400 不大於61696平方米（其中可兼容的商業面積比例不大
於計入容積率建築面積的10%）。

總建築密度的上限按總容積率對
應確定，若無對應的值，按稍高
一檔的總容積率對應確定總建築
密度上限。
(具體詳見出讓方案)

建築物（含所有建、構築物
及設施）最高點高程不大於
航空限高絕對海拔高程581
米（建築物最高點相對地面
高點約66米）。

不小於30% 二類住宅
用地

35.5940
指標證書

成都市國
土資源局

4 JT2015-05
(211/251) 金堂縣淮口鎮 29419.12

合44.1287畝

住宅用地、
商業用地

住宅70年、
商業40年

50萬元/畝 600 1.0＜容積率≤2.0 ≤40%（高層主體建築密度
≤20%） / ≥15%

商業兼容住
宅（兼容
住宅建築
面積比例
≤49%）

44.1287
指標價款

金堂縣國
土資源局

投資者購葵涌地廠放售

賭王三太近億購工廈

灣仔道舊樓申強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供應稀缺

的市區地有價有市，灣仔一幢樓齡逾半世紀
的舊樓，昨日透過第一太平戴維斯遭申請強
拍。據土地審裁處文件顯示，該廈位於灣仔
道232號，自1964年落成，樓高9層，項目
涉及49個不可分割業權，包括45伙住宅單
位，地下為街舖。大廈地盤面積約5,798方
呎，全幢估值約5.08億元，重建設高度限制
110米。
申請者為統基投資有限公司，目前已集齊全

廈逾92.8%的業權。據公司註冊處資料顯示，
該公司董事包括何綺玲及一間名為Ontrack
Ventures ltd的海外註冊公司。翻查市場資料，
該公司近期密密進行對該廈收購，共計涉資數
以億元計，最近一宗包括該廈地下B號舖，作
價約1.46億元。

上環信德中心一個車位本月初以400萬元沽出，令商
廈車位飆至「4球」水平創全港紀錄，大幅拋離中環

皇后大道中9號早前錄得的230萬元逾七成，造價足購屯
門上車盤有餘。搶貴商廈車位造價掀起市場關注。

百萬元以下車位多人爭
綜合土地註冊處資料顯示，2月純車位買賣註冊量錄得
1,293宗，創26個月新高，按月急升約19%。而註冊金額
則錄約11.56億元，按月微升約4%。當中以價值介乎50
萬元至100萬元的車位最受追捧，錄765宗成交，按月飆
升約五成一。
不過，當中商廈車位錄16宗登記，按月下跌1宗。2月
宗數與2014年8月相同，並創下6個月新低；期內登記金
額錄1,436萬元，較1月8,249萬元顯著下跌；扣除1月份
一宗逾6,000萬元的大額車位登記，2月份的金額較1月份
的2,169萬元，按月下跌33.8%，僅高於2014年4月份的
964萬元，創下10個月新低。
中原地產研究部高級聯席董事黃良昇指出，按大廈統
計，2月錄得最高商廈車位登記金額的是灣仔告士打道

151號安盛中心，錄一宗包括三個車位的登記，總值510
萬元。其次為九龍灣常悅道1 號恩浩國際中心一宗包括兩
個車位的登記，總值320萬元。而屯門柏麗廣場及屯門中
央廣場同樣錄得6宗登記，分別總值258萬元及239萬
元，列第三及第四位。

港置：成本低成投資首選
港置工商舖資料研究部指出，日本、歐洲及中國內地等

環球各國相繼推出量化寬鬆措施或寬鬆貨幣政策，美國加
息亦似近還遠，令全球游資氾濫，資金紛紛尋找出路。總
投資額較細的車位成為最近受市場追捧的新寵。此外，購
買車位收租投資，不涉及裝修、維修等開支，投放成本較
低，預計短期內車位會成為投資者的首選。
事實上，部分地區工商車位供應一直不敷需求，吸引投資

車加入車位拆售行列，其中包括資深投資者「磁帶大王」陳
秉志新近放售柴灣高威閣停車場車位，港置至尊旺舖董事陳
偉材表示，柴灣區車位供應緊絀，是次拆售吸引不少外區投
資者以及柴灣工廈廠家買入，由於車位需求龐大，車位租金
同時日漸提升，預期該批車位投資回報約4厘。

炒風蔓延 商廈車位價破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物業投資一向備受香港推崇，繼私樓、居屋、寫字樓屢現新高

後，最近就連商廈車位都加入「破頂俱樂部」，上環信德中心車位以400萬元，貴絕全港，令市

場咋舌。市場人士指出，各國推出量寬措施「放水」，令環球資金氾濫，加上投資車位相較住宅

物業的投放為少，故車位市場成為熱炒的另一戰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賭王何鴻燊家族成員近年
在物業市場無寶不落，新近更錄得近億元買賣。據土地註冊
處資料顯示，由鵬里發展的葵涌工廈永得利廣場第2座26樓
全層，面積約22,543方呎，作價9,806.205萬元成交，折合
呎價約 4,350 元。登記買家為領瑞發展（FORTUNE
LEAD DEVELOPMENT LIMITED），董事為 CHAN
UN CHAN，英文姓名與賭王三太陳婉珍相同。

伊利莎伯大廈舖位叫租330萬
另一方面，銅鑼灣伊利莎伯大廈有逾4萬方呎巨型舖位。
香港置業許諾謙表示，本行獲委託代理一個銅鑼灣伊利莎伯
大廈地下G03至G06號地舖連1樓放租事宜。地舖面積約
2,800方呎，連一樓3.9萬呎樓面，合共41,800方呎，意向月

租約330萬元。業主亦接受分租地下舖位及一樓物業，分租
地舖每呎叫租約100元，而樓上單位意向呎租約79元。地舖
前租客為韓國餐廳，現屬交吉放租。
此外，美聯蕭惠碧表示，本行正獲委託代理一個上環中

遠大廈租盤。放盤為上環中遠大廈一個極高層大單位，面
積約9,000方呎，現時業主意向月租約58.5萬元，折算平
均呎租約65元。單位屬罕有的大面積放盤，間隔四正實
用，享海景，同廈現時並無同類型放盤。蕭惠碧指出，過
去半年中遠大廈租賃交投活躍，一般中低層單位呎租近60
元。按上址質素，叫租屬合理價格。至於鄰近的信德中心
租金亦屢創新高，市場消息指，剛錄得一宗上環信德中心
招商局大廈(東翼)成交，高層單位面積約2,363方呎，以呎
租約65元租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梁悅琴)葵涌區內有多幢活化工廈，令投資
前景看好，有投資者以8,342萬元購入葵涌華榮工業大廈地廠，呎
價約4,300元，並隨即在市場提價放售。

華榮工廈地廠呎價索7000
中原(工商舖)李維勇表示，位於葵涌永業街華榮工業大廈地廠，
面積約1.94萬方呎，呎價4,300元，成交價8,342萬元。李氏指，
由於今番成交物業樓底高度約10呎，只可容納小型貨車，故成交
呎價較同區其他地廠較實惠，新買家為活躍東九龍的投資者，購
入後隨即在市場租售，意向呎價約7,000元，意向呎租則約20
元。原業主為實業家，於2010年3月以2,681萬元購入物業，當時
呎價僅約1,382元，並一直作放置機器之用。按今次成交價計算，
該物業於短短5年間上升逾3倍，業主帳面獲利約5,661萬元。
資料顯示，葵涌區新近地廠成交，可參考捷聯工業大廈地廠易
手個案，該單位面積約1.33萬平方呎，平均呎價約6,500元，成交
價約8,674萬元，而美聯工業大廈地廠新近亦以約6,280萬元成
交，呎價約5,827元，面積約10,778方呎。
另一方面，九龍灣發展前景理想，工商物業呎價相比觀塘區物

業仍存在折讓空間，吸引長線投資者積極尋寶，新近有業主放售
旗下位於九龍灣順發工業大廈相連地廠，意向價共約3,400萬元。
中原(工商舖)余樹榮表示，位於九龍灣宏開道17號順發工業大廈
地廠01B及01C室正推出市場，單位面積分別約429方呎及932方
呎，意向價分別為1,200萬元及2,300萬元，若新買家一併購入則
可以優惠價3,400萬元購入，物業以現狀及交吉形式出售；兩個單
位亦分別以月租約3.2萬元及5萬元推出，若用家一併租用兩個單
位，則可以每月約7萬元租用上述物業。

順發工廈相連地廠意向3400萬
據悉，物業原業主為區內投資者，於2012年以約2,580萬元購入
順發工業大廈一籃子地廠，將單位分間成3個單位，並各自配有獨立
洗手間，有利吸引不同類型的企業進駐，並成功沽出當中一個單位。
余樹榮稱，九龍灣屬「起動九龍東」發展區域的一部分，區內
工商物業獲看好，近年物業的平均呎價升幅顯著，惟相對於觀塘
區而言，價格仍處低水，故區內優質物業特別吸引長線投資者垂
青，其中地廠發展彈性大，個別業主成功向地政總署申請更改地
廠用途作零售用途，使物業價值倍增。

■上環信德中心有車位以400萬元易手，貴絕全港。
資料圖片

■葵涌永得利廣場有全層單位以9,806萬元成交。
資料圖片

■華榮工業大廈地廠新近以8,342萬元易
手，5年間升值逾3倍。

劉圓圓
經絡按揭轉介首席經濟分析師

按揭熱線

送馬迎羊，由於今年樓市存
在多項隱憂，去向備受關注，
因此經絡特別進行一項「羊年
置業意向調查」，以了解市民
新一年的置業取態，調查發現
大部分業主對後市相當樂
觀，。
經絡成功透過電話訪問876

位客戶，當中 48%業主預期
羊年樓價上升，其次有 44%
認為樓價平穩，換言之合共
92%業主認為羊年樓價平穩向
上，只有餘下的8%認為樓價
向下，若與馬年同類型置業
調查比較，當時有一半業主
認為樓價平穩發展，近四成
業主預期樓價下跌，即合共
90%業主認為馬年樓價平穩向
下，情況截然不同。

樓控措施維持最大憂慮
調查結果亦顯示，大部分受

訪者仍然認為羊年最影響樓市
的因素是樓控措施，佔整體比
例達47%，與馬年置業調查比
較相若。其次為房屋供應，佔
27%，按年增加12個百分點，
而息口走勢則佔百分之二十，
按年減少9個百分點，反映今
年市民關注房屋供應多於息口

走勢，另外只有7%認為通脹最有影響。
當被問及樓控措施影響時，希望政府放
寬「3D」稅項的受訪者有46%，較去年的
50%減少4個百分點，其次為放寬按揭貸
款成數，佔比超過三成，較去年增加4個
百分點至32%，至於希望放寬壓力測試力
度的受訪者維持22%。

普存能力抵禦加息壓力
雖然市場對加息預期降溫，但市民面對
加息仍有足夠的緩衝空間，當中有56%業
主認為即使羊年加息，加息50點子以下屬
於合理及可負擔水平；有32%認為加息50
點子至1厘合理及可負擔；認為加息1至2
厘以下屬於合理及可負擔的佔11%；至於
加息2厘以上仍合理及可負擔的只佔1%，
反映普遍業主對於加息具有抵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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