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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威力減 一手按揭額創六年新高

港交所沽環球全層套5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港交所（0388）自今年 4 月股價上漲帶動身價急
升，最近就連物業套現都大有斬獲，新近將旗下中環環球大廈 17 樓全層，以逾 5
億元沽出套現，折合呎價高達 30,500 元，創該廈新高之餘，更一舉登上全港寫字
樓呎價第二貴成交，買家為永光地產。

物業

面積（方呎） 成交價（億元） 呎價（元）

皇后大道中9號33樓全層

13,769

4.8

34,861

環球大廈17樓全層

16,693

5.09

30,500

皇后大道中9號14樓3B室

1,339

0.40572

30,300

環球大廈21樓1室

3,503

1.06

30,260

環球大廈21樓2室

4,020

1.214

30,199

資料來源：市場消息

港交所發言人證實，持有
的中環環球大廈 17樓全層，
已與買家簽訂臨時買賣合
約，3 個月成交期，而港交
所有權於出售後租回物業 9
個月。

永光地產擬作公司總部

至於買家為永光地產，該
公司發言人答覆查詢時表
示，認為現時核心區甲級寫
字樓供應稀缺，而今次買入的物業位於中環的
核心，認為「買得啱時間」，將來收回物業時
不排除用作公司總部，但亦不排除放租。
據了解，目前呎價最貴的商廈由同區的「樓
王」皇后大道中 9 號 33 樓全層，以呎價近 3.5 萬
元創下，今次環球大廈的成交呎價仍與之有
4,000 多元的距離，不過亦僅高於皇后大道中 9
號的 14 樓 3B 室去年呎價 30,300 元的成交，躋身
全港第二高成交。
市場人士指，核心區寫字樓多年沒有新供
應，大樓面的放盤更是買少見少，當中中環只
有環球大廈以及皇后大道中 9 號兩幢甲級商廈可
供市場出售，目前皇后大道中 9 號每呎叫價動輒
逾3萬元。

製表：記者 蘇洪鏘

是

次成交的中環環球大廈 17 樓全層，物業面
積約 16,693 方呎，以呎價約 3,0500 萬元成
交，刷新商廈新高，成交價高達 5.09 億元，為
近年較大額的全層寫字樓成交。據土地註冊處
資料顯示，物業原業主為港交所，於 1991 年以
約 8,300 萬元購入，據悉該公司購入後一直用作
企業傳訊等用途，迄今沽貨，廿多年間賬面勁
賺逾4億元、升值5倍離場。

以公司轉讓料慳稅 4300 萬
消息又指，港交所賣出物業後仍繼續以月租
約 127.2 萬元租用物業約一年，折合呎租約 76.2
元，全年租金達 1,526 萬餘元。而交易以公司轉
讓形式進行，市場料節省稅額高達4,3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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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樂園，以「小小建築師」為主題，空間逾 2 萬方
呎，戶外及室內設 6 大區域，設十多款體驗及遊戲項
目，適合 3 歲至 12 歲兒童參與。該商場亦會與多個團
體合作，在7月及8月期間開辦一系列「小學堂」，十
多款不同課程以多元智能理論作為設計基礎，讓小朋
友在今個暑假中玩樂與學習俱備。

辦「小學堂」從玩樂中學習
至於信和旗下屯門黃金海岸商場，再度與風靡全球
小孩的 Thomas & Friends 合作，商場於 7 月 11 日至 8
月 31 日期間舉辦「Thomas & Friends 70 周年夏日滿
FUN 遊樂園」，場內設施包括全港最長主題充氣水池
及水上飄卷、立體 Thomas 及車站布置，還有 The

6兒童新店進駐MegaBox

Fat Controller現身與各位拍照玩樂一番。
而恒地馬鞍山新港城中心，近日引入日本
Sylvanian Families 森林家族並與之合作，打造 30 呎長
的「激 Fun 森海冒險號」在天幕廣場啟航，入場顧客
可與1:1比例森林家族朱古力兔姐姐及其他換上新裝的
主角近距離合照，並享用免費北海道牛奶雪糕或其他小
食。另外場內更特設森林家族30 周年珍藏展，展出過
百款經典物品及收藏，與大家回顧森林家族歷史。
華置旗下的銅鑼灣皇室堡中庭，近日展出日本人
氣卡通 Melody 及 Little Twin Stars 布置，並以星星為
主題打造 4.5 米高的 40 周年限定店，讓粉絲可透過星
星形小窗一探 Little Twin Stars 的漂亮房子並盡情拍
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九龍灣 MegaBox 為配合
增加之家庭客戶，精心策劃 L9 全面優化商戶組合，共有 6
間新店齊齊於今個暑假進駐 MegaBox，給予家長及小朋友
一站式吃買玩樂新體驗。
MegaBox Development Co Ltd 總 監 文 靜 芝 昨 表 示 ，
MegaBox 正式宣布首間以《魔雪奇緣》作主題的 3D 魔幻
館、東九龍最大單層書城大眾書局、東九龍最大荷花親
子、國際兒童服飾知名品牌 toonsland、日韓潮流兒童服飾
及用品品牌 Comical Kid's Land 和小童脊椎健康傢具品牌
SINOMAX Kids 齊齊於今個暑假進駐 MegaBox，最近更
進一步優化 L9 的育嬰室及提供多達 30 項之兒童/嬰兒服
務，打造約 15 萬呎全港獨有最強最齊兒童專區，預計商戶
優化後，將會吸引更多年青家庭客戶，預計人流及營業額
將會上升約10%。

銅鑼灣 V Point 招租 入場呎租 60 元

力 寶 中 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莎莎國際控股
主席兼行政總裁郭少明私人持有的銅鑼灣 V
Point最近招租，第一太平戴維斯則獲委任為獨家
租賃代理。V Point位於銅鑼灣堅拿道與登龍街
交界，大廈樓高 31 層，總建築面積約 15 萬方
呎，每層建築面積由4,200至7,500方呎不等。
大廈地庫至六樓將為特色零售旗艦店，中間
樓層則以零售及服務行業為主，高層為全海景
及特色露台設計，料吸引時尚及高質素之餐廳
進駐。據悉，7 至 19 樓叫租為每方呎 60 元，20
至31樓則為每方呎85元，項目預計於2016年3
月入伙。

金鐘地鐵上蓋
單位罕有 正電梯位
金融商務首選

月 租 約 $55 起

6013 8442 梁小姐/6013 8448 吳小姐
證券代碼：600094
900940

證券簡稱：大名城
大名城B

豪宅承接強 市場添動力

總結今年首 5 個月，新取用按揭貸款累計已
破千億，金額及宗數錄得 1,057 億元及 32,246
宗，與去年同期的 695 億元及 23,494 宗比較，
分別有 52.2%及 37.3%大躍進，更為同期的四年
新高；至於今年首 5 個月新批按揭貸款金額則
錄得1,345 億元，較去年同期的 945億元增加約
42.5%。筆者認為，5 月份按市大反彈，主要受
惠港股大時代的財富效應，抵消收緊按揭措施
影響所致，隨着措施威力漸散，買家逐步恢復入市信
心，豪宅市場成交尤其具承接力，為樓市增添不少動
力，而且發展商亦乘勢以優惠價推出新盤回應市場需
求，一手物業起牽動作用刺激樓市氣氛，預期今年上半
年新取用按揭貸款金額可穩守 1,200 億元以上水平，與
去年上半年的870億元比較，升幅料接近四成。

商場暑期推廣吸親子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步入初夏，對不少
兒童及青少年是盡情玩樂的黃金檔期，也是家長與子
女相聚的寶貴時間，各路商場亦趁此推廣吸客，引入
不同主題及卡通人物，讓一家大細可於炎炎夏日中，
藉商場的互動環節共享天倫樂。
今個暑假，新地旗下葵芳新都會廣場邀請了本地人
氣漫畫角色癲噹及文地貓，於 7 月 10 日至 8 月 30 日期
間舉行盛夏嘉年華，商場 3 樓將變身成為遊樂場，設
置三大玩樂景點，包括 3 米高飛車裝置、遊戲專區及
潮流美食車等。同場更特設漫畫角色主題精品店，為
今個盛夏帶來青春活力及藝術氣息。
新世界旗下荃灣愉景新城則主打親子活動，由 7 月
24 日至 8 月 16 日打造首個以多元智能概念設計的巨型

劉圓圓
經絡按揭轉介首席經濟分析師

今年第 1 季新一輪收緊按揭措施出台後，樓
市成交短暫受壓，不過第 2 季有大型新盤推出
應市，重新吸引市場焦點，而且銷情暢旺，故
刺激一手按揭有顯著增長。與此同時，有部分
新盤向隅客流向二手市場尋寶，亦帶動二手按
揭回升。至於第 3 季，多個新盤正醞釀短期推
出市場，相信一手按揭仍可被看高一線。
根據金管局最新住宅按揭調查數據顯示，今
年 5 月份新申請按揭貸款宗數錄得 11,990 宗，
較4月份增加19.8%，期內新批出按揭貸款金額
及宗數錄得 266.31 億元及 7,952 宗，按月分別
急增 17%及 18.9%，當中涉及一手按揭貸款額
錄得 86.25 億元，按月大升四成，並創 2009 年
6 月後近六年新高，至於二手按揭額則錄得
133.34 億元，按月升幅亦達一成。不過 5 月份
新取用按揭貸款表現稍遜，按月減少一成至
185.25 億元，跌穿 200 億元水平，創 3 個月新
低，涉及宗數減少 10%至 5,570 宗。由於今年 5
月份「套股換樓」及「套樓換股」兩股熱潮持
續，期間樓價升幅再次擴大，促使該月轉按貸
款額按月微升 2.6%至 46.72 億元，涉及宗數亦
增加3.2%至1,826宗。

呎價30500 全港寫字樓次高

全港寫字樓呎價排名

按揭熱線

編號：2015-044

上海大名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公司股票繼續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
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上海大名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因籌劃重大事項，公司
股票已於2015年6月26日開市起停牌，具體內容詳見公司臨時公告2015-042號
《關於公司籌劃重大事項股票停牌的公告》。
目前公司正在籌劃員工持股計劃及其他重大事項，尚存在不確定性，為保證
公平信息披露，維護投資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價異常波動，經公司向上海證
券交易所申請，公司股票（股票簡稱：大名城、大名城B，股票代碼：600094、
900940）自2015年7月3日起繼續停牌。
停牌期間，公司將根據事項進展情況，嚴格按照有關規定及時履行信息披露
義務。待上述事項確定後，公司將盡快刊登相關公告並申請股票復牌。
敬請廣大投資者關注相關公告並注意投資風險。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5年7月3日

■莎莎國際控股主
席兼行政總裁郭少
明（左）、郭羅桂珍
郭羅桂珍，
，
日前主持 V Point 平
頂儀式。
頂儀式
。

尖東康宏廣場意向價 2900 萬起

香港文匯報訊 續受「滬港通」帶動市場，新近核
心商區甲廈交投表現活躍。美聯商業營業董事劉志威
表示，尖沙咀東部科學館道 1 號康宏廣場有三伙單位
放售，分別位於低層 13 室、中層 15 室及高層 15 室。
以上單位面積介乎1,957至2,717平方呎，售價由2,900
萬至3,800萬元不等。
低層 13 室的單位面積約 2,717 平方呎，現時單位經

已交吉，景觀開揚並面向科學館，單位附設寫字樓裝
修，適合自用。另一單位位於中層 15 室，面績約
1,957 平方呎，連租約至明年中，現租金回報達 3 厘，
預料明年續約回報可達 3.3 厘。而高層 15 室的單位面
積約 2,185 平方呎，連租約出售，上述單位租約至明
年底，現租金回報達 3 厘，單位屬極高樓層，是現時
市場放盤中最優質之單位。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證券代碼：A 600689
B 900922

證券簡稱： 上海三毛
三毛B股

編號：臨2015—041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屆董事會2015年第三次臨時會議決議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
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重要內容提示：
● 本次董事會審議通過重大資產重組繼續停牌議案 ；
● 本次董事會審議通過簽訂《關於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的框架協議》的議案；
● 本公司已向上海證券交易所提出關於重大資產重組繼續停牌的申請，申請公司股票自2015年7月16日起繼續停
牌，預計繼續停牌時間不超過2個月。
一、董事會會議召開情況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於2015年6月28日以書面形式向全體董事發出了關於召開公司第八屆董事會
2015年第三次臨時會議（通訊方式）的通知，並於2015年7月2日召開。會議應參加表決董事6名，實際參加表決6名。
會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作出的決議合法有效。
二、董事會會議審議情況
會議經審議通過以下議案：
1、審議通過《關於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繼續停牌的議案》。
表決結果：同意6票，反對0票，棄權0票。
2、審議通過《關於簽訂<關於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的框架協議>的議案》。
表決結果：同意6票，反對0票，棄權0票。
三、本次重大資產重組內容
1、本次籌劃重大資產重組的基本情況
（1）因籌劃重大事項，公司股票（A股600689、B股900922）自2015年4月1日起停牌，並自2015年4月16日起進
入重大資產重組程序。
（2）籌劃重大資產重組背景、原因
公司主營業務係進出口貿易和傳統紡織製造。近年來隨着我國外貿業務經營環境的不斷惡化及傳統紡織業持續低
迷，公司盈利能力逐步走低，已經處於業務發展的瓶頸期。本次重大資產重組將有利於改善公司財務狀況，增強未來主
營業務的盈利能力，為公司和股東爭取更多的投資回報。
（3）重組框架方案介紹
① 主要交易對方
經各方磋商，初步確定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的交易對方為昆山萬源通電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萬源通公司」)的
全體股東，為獨立的第三方。
② 標的資產情況
本次擬併購的目標為標的資產萬源通公司100%股權。標的資產主要從事多層、雙麵線路板生產、加工；五金、金
屬模具生產、加工及銷售；電路板、電子元器件銷售等。
③ 交易方式

本次重大資產重組擬採取的交易方式為發行股份(A股)及支付現金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資金。
④ 交易價格
本次交易中萬源通公司100%股權交易價格將以具有證券期貨業務資格的評估機構出具的資產評估報告中確認的標
的資產的評估值為參考依據。交易價格在正式簽署本次重組相關協議時作明確約定。
2、公司在重大資產重組停牌期間所開展的主要工作
（1）推進重大資產重組所作的工作
自停牌以來，公司及有關各方積極論證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的相關事宜，持續推進重大資產重組所涉及的相關工作，
獨立財務顧問、審計師、評估師、律師等中介機構積極有序開展盡職調查和評估、審計等工作；公司與交易對方就相關
交易框架及細節進行了持續論證和協商，並於2015年7月2日與本次重組交易對方簽署了《關於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的框架協議》。
（2）已履行的信息披露義務
本公司因籌劃重大事項，於2015年4月1日起停牌。公司分別於2015年4月1日及4月9日發佈《重大事項停牌公告》
及《重大事項繼續停牌公告》。
由於所籌劃的事項構成重大資產重組，公司於4月16日發佈《重大資產重組停牌公告》，經申請公司股票（A 股
600689；B 股 900922）自4 月16日起進入重大資產重組程序。因重組工作仍在持續進行中，且方案尚具有不確定性，
公司於5月16日、6月16日發佈了《重大資產重組繼續停牌公告》。
停牌期間，公司每五個交易日（4月23日、4月30日、5月7日、5月14日、5月23日、5月30日、6月6日、6月13日6
月23日及6月30日）發佈一次重大資產重組進展公告。
3、繼續停牌的必要性和理由
截止本公告日，審計與評估工作已初步完成。但由於上市公司、標的公司及上市公司控股股東分別處於不同省份，
其地方性的產業政策存在一定的差異，加大了溝通協調工作的難度，延長了獨立財務顧問與律師的盡調時間。目前，相
關中介機構工作仍在進一步推進中，公司正與交易對方就相關交易細節進行持續的論證和商榷。
4、下一步推進重組各項工作的時間安排及公司股票預計復牌時間
後續公司及有關各方將積極推進本次發行股份購買資產相關工作，共同加快完成本次重大資產重組所涉及的各項工
作。
為維護投資者利益，保障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的順利進行，公司已向上海證券交易所再次申請股票延期復牌，即自
2015年7月16日起繼續停牌時間不超過2個月。
停牌期間，本公司將根據重大資產重組的進展情況，及時履行信息披露義務，每五個交易日發佈一次有關事項的進
展情況。待相關事項完成後，公司將召開董事會審議本次重大資產重組長相關事項，及時公告並復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體為《上海證券報》、《香港文匯報》和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公司所
有信息均以指定媒體正式公告為準，敬請廣大投資者關注本公司後續公告。
四、獨立董事意見
獨立董事對本次會議的全部議案表示同意並發表了獨立意見。（詳見同日披露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http://www.
sse.com.cn）的《獨立董事關於公司第八屆董事會2015年第三次臨時會議相關議案的獨立意見》）
五、報備文件
1、第八屆董事會2015年第三次臨時會議決議；
2、獨立董事意見；
3、關於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的框架協議。
特此公告。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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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重大資產重組事項召開投資者說明會預告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
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重要內容提示：
● 說明會召開時間：2015年7月10日（周五）上午10:00-11:00
● 說明會召開地點：上海證券交易所「上證e互動」網絡平台，網址為：http://sns.sseinfo.com
● 說明會召開方式：上海證券交易所「上證e互動」網絡平台的「上證 e 訪談」欄目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或「公司」）因籌劃重大事項，經申請，公司股票（A
股 600689；B 股 900922）自2015年4月1日起停牌，並自4 月16日起進入重大資產重組程序。由於盡職調查尚未完成，
公司股票無法按期復牌，公司分別於2015年5月16日、6月16日發佈了重大資產重組繼續停牌公告。
目前，本公司及有關各方正在進一步研究論證重大資產重組交易方案及細節，中介機構的相關工作仍在進行中。鑒
於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相關工作尚未完成，公司股票需延期復牌，為加強與投資者的溝通，本公司定於2015年7月10日召
開投資者說明會，就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的相關情況與投資者進行交流和溝通。現將有關事項公告如下：
一、說明會類型
本次投資者說明會以網絡方式召開，屆時本公司將針對正在開展的重大資產重組的相關情況，與投資者進行交流和
溝通，在信息披露允許的範圍內就投資者普遍關注的問題進行回答。
二、說明會召開的時間、地點、方式
1、說明會召開時間：2015年7月10日（周五）上午10:00-11:00
2、說明會召開地點：上海證券交易所「上證e互動」網絡平台，網址為：http://sns.sseinfo.com
3、說明會召開方式：上海證券交易所「上證e互動」網絡平台——「上證 e 訪談」欄目
三、出席說明會的人員
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財務總監、董事會秘書。
四、投資者參加方式
1、投資者可在上述規定時間段內登陸上海證券交易所「上證e互動」網絡平台（網址為：http://sns.sseinfo.
com），與本公司進行溝通與交流。
2、為提高會議效率，敬請有意參加本次說明會的投資者在2015年7月9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過後附的聯繫電話、傳真或電子郵件將需要了解的情況和關注問題預先提供給公司，公司將在說明會上就投資者普遍
關注的問題進行回答。
五、聯繫人及聯繫方式
1、聯繫人：沈磊、吳曉鶯
2、電話：021-63059496
3、傳真：021-63018850
4、郵箱：shenlei_sm@126.com、wuxiaoying_sm@126.com
六、其他事項
本公司將於本次投資者說明會召開後通過指定的信息披露媒體《上海證券報》、《香港文匯報》和上海證券交易所
網站（www.sse.com.cn）公告本次投資者說明會的召開情況及主要內容。
特此公告。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