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4 文匯財經財經熱點/財經新聞 ■責任編輯：許織微 2015年4月29日（星期三）

蜀人及時行樂 消費豪爽

投資80億 含商場酒店商廈
成都大慈寺項目由太古地產及遠洋地產各佔一
半股權，投資額80億人民幣。項目位於成都市錦
江區，鄰近春熙路地鐵站，樓面達286萬平方
呎，包括一個購物中心名為成都遠洋太古里，內

有1,000個車位、一間提供100間客房及42個酒店式住宅單位的
精品酒店博舍，預計今年7月開業，而甲級辦公樓睿東中心，
已售出約九成股權予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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毗鄰大慈寺 唐三藏講經地

投資額達80億人民幣、總樓面達123萬方呎零售樓面
的成都遠洋太古里於去年底試業，剛於今年4月24

日正式開幕，共有300間店舖，目前已租出九成樓面，當
中七成已開業，預計今年中全部開張。太古地產行政總裁
白德利坦言，奢侈品銷售有所放慢，但成都項目仍有中檔
租戶，況且成都是中國西部重要城市，收入及消費力都是
不可低估，奢侈品商戶亦有其獨特方法加強銷售，因此長
遠來看他對內地零售市道仍看好。

毗鄰大慈寺 建築融合傳統
太古地產董事-零售業務江璣若指出，花了4年半時間設

計及興建的成都遠洋太古里，當初與建築師The Oval
Partnership 、MAKE Architects策劃設計時，並非硬搬香
港的商場模式，而是注重入鄉隨俗，引入成都人喜愛的屋
頂斜面設計特色，以「快耍慢活」為主題(即玩要快，生
活要慢慢過」)，分為快里(以時尚租戶為主)及慢里(以戶外
餐飲為主)兩個區，加上成都人喜愛接受新思維，因此，
商場大部分食肆都用開放式設計，引入不同國家及地區的
美食，如越南、日本、韓國、成都、及香港的星巴克、翠
園等。
同時，基於尊重項目貼近的名剎大慈寺，發展商不但會

替大慈寺復修，商場的高度亦低過大慈寺。而項目有不少
逾百年古建築，因此，整個項目亦以現代加傳統的建築設

計為重心，如租予鐘錶店的古建築欣廬、還有廣東會館
等、發展商亦夥拍本地及國際藝術家於場內展示超過20
件當代藝術品、如父與子、嬋娟、漫想等。
相比之下，一街之隔的九龍倉成都國際金融中心

（IFS），模式類似香港海港城、時代廣場及太古城的綜
合體，採用高層設計，又有溜冰場、大食代及超市，高檔
品牌部分與成都遠洋太古里相若。不過，亦不失為一個具
品味吃喝玩樂的好去處。此商場亦邀請國際知名裝置藝術
家Lawrence Argent創製史上最巨大、身高15米，名為
「I AM HERE」的首個大型户外熊猫藝術裝置，於商場
作公開展覽，不僅備受全城矚目，迅速走紅網絡，與成都
IFS一道成為城中熱話。

多間品牌旗艦店首度進駐
江璣若表示，成都遠洋太古里目標客戶群年齡為25至
50歲，因此於招租時，亦重租戶提供的銷售產品獨特
性，以吸引目標客源。如有全球最大的無印良品旗艦店，
四層共3萬多方呎樓面，包括有首度引入中國的lDEE傢
具。此外，亦有藏有15萬本書，樓面5萬多方呎的書店及
文化場域-方所，中國西南地區首間愛馬仕旗艦店，樓面
達8,000多方呎，共兩層，首次有傢具，並有服裝及價值
6萬多元人民幣的絲巾等，此外，亦有卡地亞中國首間獨
幢旗艦店，樓面近1萬方呎。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悅琴）「天府之國」成

都，作為中國西南部重點城市，近年吸引不少港資

如和黃、新世界、新地、恒地、嘉里、華置、太古

地產以至外資如星資嘉德置地進軍投資，當中位於

春熙路的九龍倉成都國際金融中心（IFS）及太地與

遠洋地產合作的成都遠洋太古里兩個大型商場是最

新落成的高檔商場，而成都人本身愛消費，又可吸

引雲南、以至西藏等省區大城市人流前來，成為外

資企業看好成都零售業前景的主因。

成都遠洋太古
里貼鄰的成都大
慈寺，雖然不屬
於項目所屬範
圍，但要由發展
商復修，這是一
座歷史悠久、規
模宏大、文化積
澱豐厚的中國名
剎，世傳為「震

旦第一叢林」，唐玄奘亦曾於此受戒並坐夏學律。
話說唐武德元年（618年），三藏法師玄奘從長安到成都，隨寶
暹、道基、志振等法師學習佛教經論。武德五年（622年）春，玄奘
在成都大慈寺律院受戒並坐夏學律。玄奘在成都四、五年間，究通
諸部，常在大慈、空慧等寺講經，為蜀人所景仰。玄奘不以此為滿
足，乃泛舟三峽，取道荊州至長安，實現他赴西天取經之壯舉。

規模曾達96院8542房
唐天寶十五年（756年），安祿山攻陷長安，唐玄宗避難成都。玄宗
見大慈寺僧人英干在成都街頭施粥，救濟貧困百姓，並為國家祈福。他
深受感動，乃為英干敕書「大聖慈寺」匾額，賜田一千畝。次年，無相
禪師重建大聖慈寺，寺廟規模達到96院8,542間房屋。貞元十七年
（801年），韋皋鎮蜀，擴修大慈寺普賢閣，又鑿解玉溪流經寺前，使
大慈寺環境更趨完美，成為唐代頗具聲望的講經勝地。唐穆宗長慶二年
（822年），高僧知玄（悟達國師）講經於普賢閣下，聽眾每日達萬餘
人。 ■記者 梁悅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自四
川汶川地震後，成都人變得懂及時行
樂，消費更豪爽，「一分錢當兩分錢
用」，這亦是吸引外資前來投資的原
因。香港在四川投資的企業逾4,500
家，單是去年投資額達69.9億美元(約
545億港元)，居第一位。然而，面對內
地零售市場激烈競爭，商場定位清晰成
為致勝之道。

國際品牌爭相湧入
據了解，去年成都全市國際精品品

牌店舖數量比2013年增加了110家，
其中首次進入成都市場的品牌超過190
個，商業綜合體首層平均有效租金持續
增長，商業經營逐漸由一環向三環以外
蔓延，形成百花齊放局面。
據仲量聯行早前公布了一組針對成

都零售消費市場的最新調研結果顯示，
去年下半年，成都市主要商場平均提袋
率比上半年下降8個百分點；63%的消
費者每月網絡購物的頻率並未超過兩

次，反映成都人並不熱衷網購。
根據仲量聯行統計結果顯示，成都

市近五年平均吸納商業面積為66.7萬
平方米/年，然而至2014年底，未能如
期開業的商業面積仍達34萬平方米，
佔市場存量5%，平均開業延遲時間達
到8至12個月。仲量聯行成都零售地產
部高級董事謝凌表示，目前許多中小型
商業地產項目之所以面臨窘境，多是因
為定位模糊，不注重運營所導致的。而
根據消費者偏好的不同，響應消費者訴
求才是商業運營成功與否的核心關鍵。

商場過剩考驗營銷
除存量去化不易外，區域型商場與

社區型商場正出現各自的經營難點，成
都市零售商業正發生兩極化的競爭態
勢。隨高檔品牌與多樣主題餐飲入
市，位於紅星路的成都國際金融中心
（IFS）去年下半年人流比上半年增加
85%，商場單次消費超過1,000元人民
幣以上中高消費者佔有效人流的

45%，經營績效優異；而同區位百貨商
場卻面臨客流銳減的問題。客群分流現
象明顯，項目區位不再是經營保證，差
別定位與主題營銷在未來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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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倉成都國際金融中心. (IFS) ，
外牆有名為「I AM HERE」的大型户
外熊猫藝術裝置。 梁悅琴 攝

■■成都遠洋太古里建築融合傳統及現代特色成都遠洋太古里建築融合傳統及現代特色。。梁悅琴梁悅琴 攝攝

■

成
都
遠
洋
太
古
里

LIN
E

P
O
P
-U

P

店

梁
悅
琴
攝

「「
古
版
古
版
」」

港
資
商

港
資
商
場場

拓
成
都

拓
成
都

中石化油服盈轉虧3.69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曾敏儀）去年內地油服股增長

勢頭呆滯，利潤受壓，今年仍面臨挑戰，中石化油服
（1033）今年首季更轉盈為虧。集團昨日公布，截至
今年3月底止3個月，淨虧損3.69億元(人民幣，下
同)，每股虧損0.028元。去年同期則錄得純利約2.6億
元。昨收報4.85港元，跌1.82%。
期內，營業收入約111.36億元，按年下跌38.6%，

主要是油服業務工作量下降及上年末置出化纖業務。
集團本月初發出盈警，預計首季淨虧損約3.7億元，與
實際虧損相若。當時預計虧損主要原因是，去年第四
季以來，國際原油價格出現大幅下跌，今年第一季度
仍處於低位震盪運行。受此影響，國際國內油公司普
遍減少上游勘探開發資本支出，導致公司工作量和營
業收入同比大幅減少。同時，油服行業存在一定的季
節性特點。

TCL智能手錶預訂理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易）TCL旗下智能手錶

TCL Watch本季將於美國率先問世。TCL集團主席李
東生昨於股東會後表示，首批15萬隻預訂理想，公司
擬增加產能應付需求，下半年可望於中國上市。李東
生表示，旗下TCL通訊（2618）首季銷售按年增長
21%，雖不達30%之目標，但因首季屬傳統淡季，加
上全球市場增長均較緩慢，故實際表現較管理層預期
為好，表現亦較同業優勝。他重申，維持全年銷售增
長30%之目標。

廣船首季虧損擴至2.04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易）廣州廣船（0317）昨公

布，截至3月底止首季，虧損擴大至2.04億元（人民
幣，下同），每股基本虧損15.64分。公司去年同期錄
虧損1.67億元。今年首季，廣船收入為39.34億元，按
年升15.18%。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敏儀）新豐泰（1771）副總
裁賈若冰昨日於傳媒午宴表示，為配合西安市產業園
區的規劃，集團計劃引入更多中端汽車品牌，並會引
入新能源汽車品牌，包括比亞迪（1211）旗下的騰
勢。他強調集團業績不受內地反貪腐政策影響，而且
「一帶一路」發展將引入更多高端人才往西北，加上
內地股市向好，預期今明兩年高端汽車銷售將受到支
持。

有意加強發展新能源汽車
賈若冰指，計劃引入的中端汽車品牌包括上海大眾斯

柯達、北京現代，亦有歐美品牌通用及韓國品牌起亞。
集團亦有意加強發展新能源汽車，認為在國家補貼及環
保潮流下，對消費者有吸引力。其中比亞迪旗下的騰勢
屬中高端的品牌，符合集團的目標客戶群，期望年內可
完成建設該品牌。今年於西安市內汽車園內增加5至6

間4S店，目前已有3間開張。
他表示引入中端汽車不會影響整體毛利率，預期今年
毛利率穩升。對有憂慮指發展新能源汽車會否大幅增加
資本開支，他解釋充電器結構相對簡單，開支較一般汽
油車低，預期今年至2017年的資本開支共4.9億元（人
民幣，下同），較現時為少；而現金流充足，並沒融資
計劃。
另外，賈若冰指今年有意提升售後服務，重點項目包
括開發應作程式（App）提供線上保養預約及查詢等，
售後服務於業務佔比將增加。亦有意與人身健康的服
務，不排除與人保（1339）在醫療保險上有合作。

新豐泰擬引入中端汽車品牌

據《華爾街日報》引述消息人士報道，華泰證券計
劃下周向港交所(0388)申請在香港上市，募資規模

或介乎30億至35億美元。若申請獲批，將於5月份開
始進行路演，並於6月在本港上市。保薦人為華泰證券
的子公司華泰金融控股、摩根大通及瑞士銀行。
華泰證券現時於上交所上市，今年首季營業收入49
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26.98%；實現淨利潤20億元人
民幣，同比增長150.14%。公司於上周獲中證監批准，
可發行不超過16.1億股H股。

國聯證券加碼2倍擬籌47億
另外，據彭博引述消息報道，國聯證券原本計劃來港上

市集資2億美元（約15.6億港元），現傳出大幅加碼2倍

至最多 6億美元（約46.8億港元）。事實上，自廣發証券
招股時集資額由少於100億元，大增至近280億元後，其
他擬來港上市的券商都加大集資額。
至於中檔腕錶零售商滴達國際(1470)，昨日起至下周

一中午招股，全球發售約2億股，其中10%即約2,000
萬股在港發售，招股價0.6至0.8元。按每手4,000股計
算，入場費約為3,232.25元，預期下月12日掛牌。其首
日孖展認購不俗，總結7間券商，首日為滴達借出2.96
億元孖展額，超額認購17.5倍。按招股價範圍中間價
0.7元計算，集資淨額約為1.11億元。

中交疏浚申請上市
而上月底放風計劃分拆業務來港上市的中交建

（1800），昨日公布詳情指，中交疏浚將向港交所申請
上市，在港公開發行及國際配售每股面值1元人民幣的
股份，發行的H股股數不少於發行後總股本的15% ，
發行價格及日期則未有公布。

傳華泰下周申港IPO籌273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敏儀）市場消息指，內地券商華泰證券計劃下周申請來港上市，最

多籌集35億美元（約273億港元），若成功上市，將成為今年全球第三大的首次公開募股

（IPO），僅次於西班牙機場運營商Aena SA和廣發証券(1776)。而已交上市申請的國聯證

券，集資額亦由2億美元加至最多6億美元。

■市場消息指，內地券商華泰證券計劃下周申請來港上
市，最多籌集35億美元。 資料圖片

■■成都大慈寺成都大慈寺 梁悅琴梁悅琴攝攝

■成都遠洋太古里富有特色。圖為租予鐘錶行的古建築欣廬。
梁悅琴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