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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樓價自2008年金融海嘯後，至今已連升七年，
期間人民幣亦持續升值達五年，不過人民幣兌換港元
匯價自去年起開始出現下跌，近期跌勢明顯加劇，引
起市場廣泛討論，有言論指人民幣貶值將會令樓價有
所調整。究竟人民幣貶值，本港樓價是否很大機會出
現調整？

回顧過去七年本港樓市升浪，每年樓價升幅由2.7%
至26.9%不等，惟期內人民幣每年升幅僅徘徊1.3%至
4.6%，2014及2015年至今人民幣甚至貶值，上述數字
已反映，人民幣升值幅度亦不足以支持樓價上升，故
人民幣匯價與樓價走勢沒有必然關係。

最直接影響內地客購買力
筆者相信，人民幣貶值最直接是影響內地客的購買

力，而不是物業價格。以往內地客來港置業，基於人
民幣升值，買港樓變相有折扣優惠，加上本港物業升
值力強，大大提升購買力及置業誘因，2003至2011年
內地客佔整體按揭市場比例有增無減，2011年高峰期更
達11.1%，還記得當年不少評論指內地客來港置業推高
本港物業造價嗎？筆者已透過數據分析事實並非如此，
根據經絡按揭轉介研究部數據顯示，內地客比例由2011
年高峰期顯著下跌，至今已連跌四年，及至七月份佔比

進一步跌至5.3%，不過較去年全年的6.8%減少1.5個百分點，
更創出六年新低，期間樓價並沒有跟隨掉頭回落。

樓市未來看政策息口變化
此外，從金管局數字可見，去年初人民幣兌港元匯價，每

1元人民幣兌換約1.2836港元，今年七月跌至僅兌換1.2471
港元，貶值近3%，不過筆者相信，內地客對本港物業的入市
熱情冷卻，人民幣貶值並非唯一因素，因為人民幣貶值遠不
及各項印花稅的影響力，單是新買家印花稅(Buyer Stamp
Duty -BSD)，內地客來港置業率先要支付15%稅項，因此入
市成本上漲才是內地客入市熱情冷卻的主因。本港樓市現時
仍然穩健，因為近日股市波動，樓市並未受到很大衝擊，至
於樓價何時出現調整，筆者相信現階段較取決於日後的政策
及息口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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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環商廈9.1億全幢易主

回顧活化工廈政策實施的時間，工
廈市場交投情況可謂有價有市。

據美聯工商資料顯示，截至本年7月止
全港工商物業呎價約為4,810元，相較
2010年4月份成交呎價約2,616.6元，5
年間升幅達84%，增長顯著。

交投勁增 全幢成交額破頂
當中，以葵涌區工廈交投至為突

出，美聯工商助理營業董事陳柳媚表
示，葵涌區工廈在活化工廈政策影響
下，整體環境配套等有所改善，加上
受工廈拆售刺激，今年5月份註冊金額
高達 15.5 億元，較 2010 年 4月時的
2.47億元比較大幅增加5倍。
而在2010年5月至本年6月止，新
界葵涌區有21宗全幢工廈物業及2塊
工業地皮成交。當中較為突出的屬前

身為運通製衣大廈，金寶集團於2010
年5月以約4.18億元購入物業，上址日
前已改建成商場及寫字樓KC100，物業
目前每平方呎叫租約24元至28元不等。
與此同時，本年4月份威信物流中心以
約9.34億元易手，創下過去5年來葵涌
區工廈全幢物業成交金額最高紀錄。

iPlace近沽清套現逾10億
至於在2012年青山公路301至305

號獲金朝陽以約1.28億元購入地皮，
發展成全新工廈物業iPlace，自今年2
月份開售以來，項目全數單位經已幾
近沽清，為發展商套現逾10億元。
葵涌區眾多工廈物業當中，樓價升

幅最突出的屬美華工業大廈，由2010
年4月的平均呎價約1,200元，大幅增

加至現時約4,800元，升幅高近3倍。
至於同區的宏達工業大廈，5年前的平
均呎價約1,400元，升逾1.3倍至目前
約3,300元。

活化持續 工業區將換新顏
陳柳媚續指，縱使葵涌區工廈呎價

在過去有明顯的升幅，但區內尚有工
廈盤源呎價在2,000元以下，鄰近港鐵
站的放盤呎價亦往往在3,400元水平。
以鐵路沿線的工廈而言，區內這類盤
源價格明顯較荔枝角、大角咀、東九
龍等傳統工業區低水，相信今後呎價
尚能夠「追落後」。而區內聯泰工業
大廈及萬通工業大廈等亦正進行活化
工程，待項目正式完工後，將可令葵
涌這個工業區帶來全新的面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早年港府推出活化工廈政策，

令工廈備受投資者關注，成交量及金額近年穩步上升，有代理數

據顯示，葵涌區工廈更有物業在5年間升幅達3倍。市場人士預

期，隨着明年3月港府截止接受活化申請，將有不少投資者趁機

「搶搭尾班車」令交投持續活躍。

公司代碼：600848	 公司簡稱：自儀股份

上海自動化儀表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半年度報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報告摘要來自半年度報告全文，投資者欲了解詳細內容，應當仔細閱讀同時刊載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等
中國證監會指定網站上的半年度報告全文。
1.2	公司簡介

公司股票簡況

股票種類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簡稱 股票代碼 變更前股票簡稱

A股 上海證券交易所 自儀股份 600848 　

B股 上海證券交易所 自儀B股 900928 　

聯繫人和聯繫方式 董事會秘書 證券事務代表

姓名 沈俊 錢曉莉

電話 021-66986962 021-66986312

傳真 021-66987559 021-66987559

電子信箱 bod@saic.sh.cn bod@saic.sh.cn

二、主要財務數據和股東情況
2.1	公司主要財務數據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本報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報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減(%)

總資產 1,802,715,799.53 1,718,655,713.02 4.89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資產 138,090,516.61 134,797,811.20 2.44

本報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本報告期比上年同期增減(%)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82,525,987.26 -108,901,628.52 　

營業收入 508,207,332.78 542,406,662.44 -6.31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3,054,772.77 4,213,962.95 -27.51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扣除非經常
性損益的淨利潤 -21,111,049.06 -21,766,798.84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2.24 2.15 增加0.09個百分點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77 0.0106 -27.36

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2.2	截止報告期末的股東總數、前十名股東、前十名流通股東（或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表
																																																																		單位：股

截止報告期末股東總數（戶） 51171戶。其中：A股33285戶；B股17886戶

截止報告期末表決權恢復的優先股股東總數（戶） 0

前10名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 股東性質 持股比例(%) 持股數量 持有有限售條
件的股份數量

質押或凍結的股
份數量

上海電氣（集團）總公司	 國家 26.50 105,820,557 0 無 　

中國東方資產管理公司 國有法人 3.41 13,635,574 0 無 　

蕪湖長元股權投資基金（有限合夥） 國有法人 2.41 9,627,930 0 無 　

安石股票投資管理（美國）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65 2,576,471 0 未知 　

上海交大企業管理中心 境內非國有法人 0.58 2,300,000 0 未知 　

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銀河主題策略
股票型證券投資基金 其他 0.48 1,901,636 0 未知 　

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達併
購重組指數分級證券投資基金 其他 0.46 1,848,287 0 未知 　

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長盛國企
改革主題靈活配置混合型證券投資基金 其他 0.32 1,265,570 0 未知 　

GUOTAI	JUNAN	
SECURITIES(HONGKONG)	LIMITED 境外法人 0.29 1,170,300 0 未知 　

SHENYIN	WANGUO	NOMINEES	(H.K.)	
LTD. 境外法人 0.29 1,157,617 0 未知 　

上述股東關聯關係或一致行動的說明

本公司與前10	名股東之間不存在關聯關係或屬於《上市公司持股變
動信息披露管理辦法》中規定的一致行動人的情況。公司未知其他前
十名股東、前十名流通股股東之間是否存在關聯關係或屬於《上市公
司持股變動信息披露管理辦法》中規定的一致行動人的情況。

表決權恢復的優先股股東及持股數量的說明 無

2.3	控股股東或實際控制人變更情況
	□適用	 √不適用	

三、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3.1	董事會關於公司報告期內經營情況的討論與分析
	 	 本報告期，公司核電業務同比增長50%以上，控制類業務和變送器產品同比略有增加，但集成業務和執行器產
品均同比有較大幅度下滑，實現營業收入	5.08	億元，為年度預算目標的46.18%；淨利潤	305.48	萬元，為年度的
50.91%。

(一)	主營業務分析
1.	財務報表相關科目變動分析表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科目 本期數 上年同期數 變動比例（%）

營業收入 508,207,332.78 542,406,662.44 -6.31

營業成本 427,197,752.22 461,150,145.60 -7.36

銷售費用 34,582,759.81 36,896,997.26 -6.27

管理費用 56,237,914.61 49,862,514.56 12.79

財務費用 26,505,617.33 25,679,556.69 3.22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82,525,987.26 -108,901,628.52 不適用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7,163,801.99 -14,701,727.61 不適用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9,705,612.11 43,030,278.59 -54.20

研發支出 34,314,944.19 30,857,035.97 11.21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變動原因說明:主要是本報告期銀行借款淨增額同比減少。

2.	其他
(1)	公司利潤構成或利潤來源發生重大變動的詳細說明

項		目 	本期金額	 	上期金額	 增減幅度（%） 	變動原因	

營業收入 508,207,332.78	 542,406,662.44	 -6.31 　

營業成本 427,197,752.22	 461,150,145.60	 -7.36 　

營業稅金及附加 		1,174,451.31	 		1,634,423.83	 -28.14 　

期間費用 117,326,291.75 112,439,068.51 4.35 　

資產減值損失 		5,175,744.27 				-72,139.41 - 主要系本報告期計提壞賬
比上年同期增加	

投資收益 	20,341,057.76 	10,978,037.25 85.29 主要系本報告期處置埃斯
凱股權所致	

營業外收入 	29,914,529.44 	26,506,380.26 12.86 　

營業外支出 		5,748,707.61 				525,618.47 993.70 主要系本報告期對未決訴
訟預提的負債所致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 		3,054,772.77 		4,213,962.95 -27.51 　

少數股東損益 	-1,214,799.95 　 - 主要系本報告期子公司的
增加所致	

其他綜合收益 				237,932.64 						6,609.24 3,500.00 主要系本報告期可供出售
金融資產公允價值增加	

(2)	公司前期各類融資、重大資產重組事項實施進度分析說明
	 	 1、公司前期沒有融資事項。
	 	 2、關於正在進行的重大資產重組進展情況
	 	 2015	年	8	月	3	日，公司收到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關於核准上海自動化儀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資產重組及向
上海臨港經濟發展集團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等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資金的批覆》（證監許可[2015]	1841	號）。
目前，已開始啟動交割前的各項溝通準備工作。
(3)	經營計劃進展說明
	 	 本報告期，在實施資產重組的同時，積極採取以下舉措，努力完成年度經營目標。
	 	 一是深化營銷與研發結合，推進重點市場突破。通過加強市場與科研的緊密結合，促進新品訂單上升，核電調節
閥產品實現重要突破。
	 	 二是以市場為導向，提高產品工藝。通過圍繞拳頭產品和重點領域加強市場需求對接、加強研發進度控制，進一
步提升了產品產業化速度。共完成的8項新產品研製中部分已實現銷售，其中研製完成的核級溫度傳感器項目，進一步
奠定了公司在核電領域的市場優勢。同時，通過着力將先進工藝運用於生產，促進了產品向高端化邁進。
	 	 三是持續夯實管理基礎，提高管理效率。通過持續加強預算管控，推進財務集中管理,細化財務管理基礎,促進財務
管理水平再獲提升。同時，繼續加強應收賬款催討和管理，加強採購和庫存管理，經濟運行質量再獲提高。
	 	 四是圍繞產業發展目標，進一步優化員工結構。借助企業資產重組和內部調整契機，在剝離無效資產的同時對人
員進行有效整合，解決了用工總量冗余和結構性缺員問題，促進人力資源的進一步優化。

(二)	行業、產品或地區經營情況分析
1.	主營業務分行業、分產品情況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主營業務分行業情況

分行業 營業收入 營業成本 毛利率（%） 營業收入比上
年增減（%）

營業成本比上
年增減（%）

毛利率比上年
增減（%）

儀器儀表行業 508,207,332.78 427,197,752.22 15.94 -6.31 -7.36 0.96

主營業務分產品情況

分產品 營業收入 營業成本 毛利率（%） 營業收入比上
年增減（%）

營業成本比上
年增減（%）

毛利率比上年
增減（%）

檢測儀表及執行器 131,130,697.81 98,681,105.23 24.75 -19.61 -21.05 增加1.38個百
分點

控制類產品 164,097,321.28 132,040,640.37 19.54 25.14 22.87 增加1.49個百
分點

集成業務 207,856,027.35 194,303,962.00 6.52 -14.67 -14.40 減少0.3個百分
點

2.	主營業務分地區情況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地區 營業收入 營業收入比上年增減（%）

市內 17,259.34 -0.01

市外 32,510.70 -8.12

(三)	核心競爭力分析
	 	 報告期內，公司核心競爭力未發生重大變化。

(四)	投資狀況分析
1.	對外股權投資總體分析
	 	 本報告期，公司無對外投資情況。
(1)	證券投資情況
	□適用	 √不適用	
本報告期，公司無證券投資情況。

(2)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權情況
 √適用	 □不適用	

單位：元

證券代碼 證券簡稱 最初投資成本 期末賬面值 報告期損益 報告期所有者權益變動 會計核算科目 股份來源

601328 交通銀行 198,252.00 1,361,503.44 					 237,932.64 可供出售金融
資產

購入
法人股

合計 198,252.00 1,361,503.44 　 237,932.64 / /

	
2.	非金融類公司委託理財及衍生品投資的情況
(1)	委託理財情況
	□適用	 √不適用		

(2)	委託貸款情況
	□適用	 √不適用	

(3)	其他投資理財及衍生品投資情況
	□適用	 √不適用		

3.	募集資金使用情況
(1)	募集資金總體使用情況
	□適用	 √不適用		
(2)	募集資金承諾項目情況
	□適用	 √不適用		
(3)	募集資金變更項目情況
	□適用	 √不適用		
(4)	其他
本報告期，公司無募集資金或前期募集資金使用到本期的情況。

4.	主要子公司、參股公司分析
主要控股公司及參股公司的經營情況及業績

單位：萬元

公司名稱 主要產品及服務 註冊資本 資產規模
（資產總計） 淨資產 淨利潤 股權

上海申友電器設備
有限公司

生產銷售低壓電器櫃、控
制台、配套儀表及零部件

165.954 767.56 -57.50	 -12.52 100.00%

上海大華-千野儀表
有限公司

生產、銷售測量控制儀表
及成套儀表系統

200（美元） 2,668.14 1,801.21 128.15 50.00%

國核自儀系統工程
有限公司

核電工程儀控系統設計、
系統集成、安裝調試等工
程技術服務及相關業務

20,000.00 173,047.06 14,787.19 513.90	 49.00%

上海自儀九儀表有
限公司

流量儀表、機械量具、壓
力表機芯的設計製造、銷
售、維修服務、小模數齒
輪加工、五金加工等

1050.00 2,039.60 1,192.18 41.94 40.32%

上海康茂勝氣動控
制元件有限公司

生產、銷售各類氣動控制
元件及配件

110（美元） 7,463.81 6,761.46 18.98 40.00%

上海康茂勝自動控
制有限公司

生產銷售低功率氣動控制
閥及其相關的氣動控制系
統及配件，提供售後服務
及技術培訓

210（美元） 10,275.76 8,297.15 428.51 40.00%

上海橫河電機有限
公司

生產、銷售流量計和配套
儀表及售後服務

382.50（美元） 12,937.20 8,927.43 611.05 40.00%

千野測控設備（昆
山）有限公司

計量系統生產銷售，精密
測量控制儀表以及智能儀
用傳感器

200（美元） 4,991.44 2,513.77 203.24 20.00%

上海自儀泰雷茲交
通自動化系統有限
公司

研發、生產軌道交通信號
監控系統及設備，從事通
信工程、鐵路電氣化工程
及相關的技術服務與諮詢

17,645.00 66,253.53 24,223.90 897.96 30.10%

上海自儀希希埃閥
門有限公司

核電調節閥（除特種設
備）的加工、設計和生
產。向目標項目銷售自產
產品以及提供以上產品的
相關諮詢，提供產品相關
的技術支持及售後維修服
務，與目標項目有關的核
調節閥（除特種設備）的
批發、進出口及其他相關
的配套業務

4,000.00 2,331.74 2,212.69 -276.09 56.00%

5.	非募集資金項目情況
 √適用	 □不適用

單位：萬元	 幣種：人民幣

項目名稱 項目金額 項目進度 本報告期投入金額 累計實際投入金額 項目收益情況

大型壓水堆核電站
全數字化儀控系統
及核電調節閥類產
業化

29,930 已完成核電DCS和核級儀表
研發設備投資13,661.22萬
元（包括新產品樣機和生產
設備），已經完成核電調節
閥生產基地1.73萬平方米廠
房竣工驗收（廠房建設投資
7,086.8萬元）；貸款利息
2,125.7萬元。目前已經完成
各子項目驗收。

437.80 固定投資22,873.82
萬元

至達綱年產能折算:
銷售收入：62,008萬元
稅前利潤：6,987萬元

合計 29,930 / 437.80 　 /

	 	 非募集資金項目情況說明：
	 	 該項目的實施，對公司形成和擴大核電系統與儀表生產能力，提高常規高端產品技術、質量水平與產業化能力，
特別是促進高端調節閥與火電存量市場業務增長，具有重要的意義。
	
3.2	利潤分配或資本公積金轉增預案
(一)	報告期實施的利潤分配方案的執行或調整情況
本報告期，公司無利潤分配方案的執行或調整情況。

(二)	半年度擬定的利潤分配預案、公積金轉增股本預案

是否分配或轉增 否

每10股送紅股數（股） 　

每10股派息數(元)（含稅） 　

每10股轉增數（股） 　

利潤分配或資本公積金轉增預案的相關情況說明

　

3.3其他披露事項
(一)	預測年初至下一報告期期末的累計淨利潤可能為虧損或者與上年同期相比發生大幅度變動的警示及說明
	□適用	 √不適用	

(二)	董事會、監事會對會計師事務所「非標準審計報告」的說明
	□適用	 √不適用

(三)	其他披露事項
				1、根據中國證監會上海監管局關於對公司六處物業房地產權證及權利人「兩證不合一」行為採取責令改正措施的決
定（滬證監決[2009]6號），公司進行積極整改，於2010年年底與原大股東-上海儀電控股（集團）公司協商形成整體
解決方案，雙方就有關土地、房產權證變更登記及歸還租賃房產和支付欠租等事項簽訂了《協議書》。截至本報告期
末，公司六處物業房地產權證及權利人「兩證不合一」行為的整改情況是：除永興支路物業因政府擬實施老城區改造
而「行政限制」，目前無法辦理產權證過戶手續，其餘都完成了整改。
				2、公司原股東中國華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年度末持有本公司股票17,827,158股，占總股本的4.46%。2015年
以來，中國華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又逐漸減持本公司股票。截至2015年4月13日，中國華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不再持有本公司股票。

四、涉及財務報告的相關事項
4.1	與上年度財務報告相比，會計政策、會計估計發生變化的，公司應當說明情況、原因及其影響。
	 	 與上年度財務報告相比，會計政策、會計估計未發生變化。
4.2	報告期內發生重大會計差錯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應當說明情況、更正金額、原因及其影響。
	 	 報告期內，公司未發生重大會計差錯更正需追溯重述。

4.3	與上年度財務報告相比，對財務報表合併範圍發生變化的，公司應當作出具體說明。
	 	 本公司的公司及合併財務報表於2015年8月27日已經本公司董事會批准。本年度合併財務報表範圍包括子公司上
海申友電器設備有限公司、控股企業上海自儀希希埃閥門有限公司。詳細情況參見附註（七）「在其他主體中的權
益」。

4.4	半年度財務報告已經審計，並被出具非標準審計報告的，董事會、監事會應當對涉及事項作出說明。
	 	 本公司半年度財務報告未經審計。

上海自動化儀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曹俊	

董事會批准報送日期：2015年8月27日

證券代碼：600848	 900928	 股票簡稱：自儀股份	 自儀B股	 編號：臨2015-030號

上海自動化儀表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異常波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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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提示：
	 	 ●	本公司股票連續3個交易日內收盤價格跌幅偏離值累計超過20%。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交易規則》的有關規
定，屬於股票交易異常波動。	
	 	 ●	經公司自查，公司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確認：公司、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不存在應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
息。
	 	 一、股票交易異常波動的具體情況	
	 	 上海自動化儀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或「公司」）股票在2015年8月25日、2015年8月26日、
2015年8月27日連續3個交易日內收盤價格跌幅偏離值累計超過20%。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交易規則》的有關規定，
屬於股票交易異常波動。
	 	 二、公司關注並核實的相關情況	
	 	 1、公司於2015	年	8	月	4	日發佈了《關於收到中國證監會<關於核准上海自動化儀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資產重組
及向上海臨港經濟發展集團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等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資金的批覆>	的公告》，披露了公司重
大資產重組進展情況。目前，重大資產重組事宜已開始啟動交割前的各項溝通準備工作。	
	 	 2、經公司自查，本公司目前生產經營活動一切正常，內外部經營環境未發生重大變化，不存在應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信息。
	 	 3、經公司自查，公司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確認：除上述已披露的重組事項外，公司控股股東及實際控制人不存
在其他涉及本公司應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公司、公司控股股東承諾未來三個月內不會策劃下述重大事項（本公
司已披露的重大事項除外），包括但不限於重大資產重組、發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購、債務重組、業務重組、資產剝
離和資產注入等重大事項。公司實際控制人口頭承諾未來三個月內不會策劃下述重大事項（本公司已披露的重大事項
除外），包括但不限於重大資產重組、發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購、債務重組、業務重組、資產剝離和資產注入等重大
事項。	
	 	 三、是否存在應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聲明
	 	 本公司董事會確認，除已披露的重大資產重組事項以外，本公司沒有任何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
等有關規定應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項或與該事項有關的籌劃、商談、意向、協議等，董事會也未獲悉本公司有根據
《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等有關規定應予披露而未披露的、對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種交易價格產生較大影
響的信息。
	 	 四、上市公司認為必要的風險提示	
	 	 本公司董事會提醒投資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報紙是《上海證券報》、《香港文匯報》，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網站
是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公司將嚴格按照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和要求，及時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公司提醒廣大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
	 	 特此公告。

上海自動化儀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二Ｏ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上海自動化儀表股份有限公司

■威信物流中心以9.34億元易手，創下過去5年來葵涌區工廈全幢物業成交金
額最高紀錄。

活化
利好 葵涌工廈價5年飆3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核
心區商廈供應多年未有新供應，區內
二手放盤有價有市，由澳門富豪羅掌
權等持有、位於上環皇后大道中的
The L. Plaza，於標售之前獲財團以
9.1億元全幢承接。
翻查市場資料，該廈上月委託代理

標售全幢，意向價約8.5億元，今次成
交價較此高出約7%。資料顯示，物業
位於皇后大道中367至375號，建於
1984年，樓高22層，總樓面約58,269

方呎，按成交價計算呎價達 15,617
元。該廈毗鄰上環文娛中心、 距離上
環港鐵站僅5分鐘步程，地下有3個地
舖，其一租客為著名咖啡連鎖店Pacif-
ic Coffee，1樓至22樓則為寫字樓，現
已接近全數出租，每月租金收入逾210
萬元，新買家料享回報率約2.76厘。
據土地註冊處資料顯示，羅掌權等

於2013年透過迅發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名義購入物業，作價約6.15億元，今
次轉手物業賬面賺2.95億元離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