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無懼新政 滬樓市仍火爆
長實新盤150套售罄 瑞房年內再推豪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

蘭 上海報道）上海上周五剛

發佈嚴厲的樓市調控政策，

但市場依然火爆，銷售似未

受 太 大 影 響 。 長 實 地 產

(1113) 位於上海的一個樓

盤，於剛過去的周日及周一

在當地開售，逾150單位兩

天內售罄，總計套現逾5億

元(人民幣，下同)。另一本

港發展商瑞安房地產(0272)

也宣佈，會在今年5、6月份

再推出上海豪宅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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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內房去年業績表現(人民幣)

營業額

毛利

純利

每股盈利

派末期息

今年銷售目標
製表：記者 蘇洪鏘

恒大(3333)

金額(元)

1331億

374億

104.6億

0.713

0.38

2,000億

年變幅

↑19.5%

↑17.7%

↓17%

↓11.6%

↑11.1%

綠城(3900)

金額(元)

260.47億

54.21億

8.13億

0.25

不派息

無提供

年變幅

↓18.7%

↓33.3%

↓60.8%

--

--

融創(1918)

金額(元)

203.11億

28.57億

32.98億

0.97

0.194

800億

年變幅

↓8.2%

↓34.2%

↑2.35%

↑2.1%

↑21.2%

龍湖(0960)

金額(元)

474.23億

130.15億

89.88億

1.54

0.357

620億

年變幅

↓7%

↓3.7%

↑7.6%

↑25.7%

↑14.8%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多個一
二線城市先後出台新政調控熾熱樓價，
多間內房紛變陣應對。有內房企稱，暫
不會進入三、四線城市投資，但一致認
為一線城市樓市價有支持。同時，他們
也未有因為內地調控而下調今年的銷售
目標。
恒大地產（3333）主席許家印在昨天業
績會上預計，今年內地樓市會出現「量價
齊升，庫存下降」，因為近年土地供應、
房地產投資、新開工面積都有下降，而消
費則的成交面積卻有增長。他又指，一線
城市土地供應有限、需求量龐大，樓價很
難下跌。又稱公司樓盤性價比高，「根本
不存在（樓價）往下調。」

綠城：全力去庫存
綠城中國(3900)的物業銷售毛利率由
2014年的23.5跌至去年的18%，行政總裁
曹舟南昨天表示，主要受到內地三、四線
城市拖累，集團訂下明年底完成三四線城
市去庫存及退出該些地區為目標，再加上
透過控制成本，料有助提升毛利率。
他強調，降價非首選策略。曹舟南又

說，今年兩會之後，內地出台不少扶持樓
市的政策，惟由於一線城市如上海的樓價
仍上漲，故出台調控措施屬正常，又稱
「不會對公司及今年的行業發展帶來影
響」。

融創：看好旗下樓盤
至於融創中國(1918)主席孫宏斌指，為

控制部分城市樓價過熱，內地當局推出政

策是正常做法，預計北京有機會跟隨推出
類似調控，屆時主要影響在於銷量而非售
價，樓市將逐步回復正常。他又對旗下樓
盤有信心，相信銷量及售價不會受政策影
響。而集團未來或增加藉併購方式拿地，
不過未來拿地仍會小心謹慎，以控制風
險。
龍湖地產（0960）首席執行官邵明曉
說，集團未來會繼續集中發展一、二線

城市，暫不考慮進入三、四線城市。

龍湖：新政有利市場
對於深圳及上海近日加重調控力度，

首席財務官趙軼說，相信政策目的是推
動市場健康發展，並不代表中央的房地
產政策改變，並稱房地產仍是不可取代
的板塊，未來一些過熱的市場料將回復
平穩。

據悉，「湖畔天下」為長實在上海
嘉定CBD南翔核心菁英湖板塊打

造的近 60 萬方國際湖畔小區，該期
「格蘭匯」是長實今年首度在上海推
出的項目，其中部分河畔公寓售價平
均逾3.2萬元/平米。
長實地產投資公司董事郭子威表
示，現場逾千名買家爭相認購「格蘭
匯」，本周末將隨即開放「格蘭匯」
英式連城大宅示範單位給準買家參
觀，並將積極研究相應優惠計劃，配
合隨後的推售。

「格蘭匯」英式連城大宅樓高3層兼
有地下室，地上建築面積約190-220平
方米、地下60至80平方米，間隔為4房
4套3廳。

瑞房無憂豪宅銷售前景
另外，瑞安房地產繼春節後在滬推

出均價高達8萬元的瑞虹新城六期項目
之後，日前宣佈上半年再推七期豪宅
項目。雖然上海樓市政策收緊，但瑞
房方面表示對於最新豪宅銷售前景無
憂。

據悉，瑞虹六期項目推盤時期恰逢為
上海樓市熱潮巔峰，均價8萬元的豪宅
在一日內被認購一空，瑞房有意乘勝追
擊，宣佈5、6月再推七期項目。新盤總
建築面積額約15.5萬平方米，由5幢高
層住宅、2幢疊加別墅和部分沿街商舖
組成。
曾有分析指上海樓市新政或將影響樓

市購買力，但瑞虹新城助理總經理楊軍
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瑞虹高端項
目極具性價比，包含高質量精裝修在
內。很多購房者都是瑞虹的「回頭

客」，料新盤推出首先會吸引一批老客
戶認購。

業界：豪宅供應不充足
瑞房未有透露新盤價格，但業內人士

表示，去年四季度和今年前兩個月的數
據顯示，「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的豪
宅單價都已超過10萬元，雖然新政會為
過熱的樓市去火，但目前豪宅供應量並
不像年初預期的那樣充足，供應相對稀
缺，如果有新增供應豪宅入市，市場依
然會釋放被抑制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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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向來
「百足咁多爪」的內房恒大地產
（3333），擬儲足彈藥力攻其地產以外的
業務。截至去年底集團已有1,640億元
（人民幣，下同）「揸手」，創歷年新
高，計劃今年會併購各地的項目及公司。
恒大地產昨天公佈截至去年底全年業

績，期內純利按年跌17%至104.6億元，
主要受到匯兌收益虧損拖累。至於營業額
為1,331億元，按年升19.5%。每股盈利
0.713元，派末期息0.38元。去年底集團
的借款為2,969億元，借款錄得匯兌虧損
28億元，集團指，預期今後集團外匯風
險將可控，因而不會對財務狀況產生重大
影響。

今年銷售目標2000億
期內，集團全年錄得2,013億元合約銷

售額，再度刷新歷史紀錄，按年增長
53.1%，並超出原定目標 1,800 億元達
11.8%。至於今年目標則定於 2,000 億
元，集團主席許家印稱集團沒有想過當行
業的一哥，不過以往銷售均超額達標，有
信心今年亦同樣達成。

望業務擴至金融領域
截至去年底，集團的現金儲備達1,640

億元，按年大增175%創歷年新高，連同
未動用之銀行融資額度1,545億元，集團
擁有可動用資金3,185億元。集團副主席
夏海鈞指，藉着巨額儲備集團今年會併購
優質地產項目或公司，主要在一、二線城
市，以達至跨越式增長。集團亦盼藉併購
擴展金融業務，以取得銀行、證券、信託
等牌照。
許家印又提到，集團在2013年左右採

取「三四線包圍一二線」的策略，目前在
一二線、及三四線城市的投資額比例分別
約72%及28%，而未來會繼續加重對一二
線城市的投資比例。

內房暫不投資三四線城市

■郭子威(右)表
示，現場逾千名
買家爭相認購
「格蘭匯」。圖
為「格蘭匯」行
政公館火爆開盤
現場。

都市麗人聚焦三四線城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萃華）內

地貼身衣物企業都市麗人(2298)昨公
佈全年業績，純利按年升26.99%至
5.4億元（人民幣，下同），每股盈
利28.33分；派末期息11港仙，去年
派10港仙。
期內，集團收入49.53億元，按年

升23.6%；經營利潤6.89億元，按年
升19.8%；受惠於銷售渠道及產品組
合不斷改善、進一步整合行業供應鏈
以及繼續鞏固規模經濟效應，毛利率
42.7%，按年升3.6個百分點。集團去
年存貨周轉天數由78天增加至92.5
天。
集團去年不包括收購品牌之門店，

淨增加1,032家零售店，其中888家為
特許經營店，144家為自營店，集團
行政總裁鄭耀南昨表示，今年開店有
兩大核心策略，一方面擴展滲透渠
道，於滲透率較低的西南及華北地區
開展分店，同時會將華東及華南地區

作銷售渠道優化。
他指，今年會重點發展三、四線城

巿，主要增設社區店、專賣店等，以
「都巿儷人」及「自在時光」兩個品
牌為主。他又表示，目前整體市場租
金下調，開店壓力不大，相信加盟商
對開店有更大信心。
至於資本開支預算，集團副總裁兼

首席財務官余振球表示，集團今年資
本開支預計為2.5億元，主要用於建設
天津物流中心、開設直營店及完善信
息系統，而天津物流中心已於去年4
月動工，預計可於2017年開始營運。
上海迪士尼即將開幕，集團與華特

迪士尼集團於去年訂立合作協議，鄭
耀南指，印有迪士尼卡通人物的貼身
衣物已推出市場，於內地十分熱賣，
未來迪士尼卡通人物產品不只印於兒
童貼身衣物，亦會用於成人貼身衣
物，他指，與華特迪士尼集團合約到
2018年，有信心可以續約。

海昌：主題公園不構成惡性競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上海迪士尼樂園
將於6月開張，內地的主題公園備受關注。在內地
主打海洋主題公園的海昌控股(2255)，旗下「上海海
昌極地海洋公園」正在興建，與滬迪士尼相距僅約
22公里。海昌行政總裁王旭光昨天稱，公園預計於
2017年落成，估計人均消費（門票及非門票）約
300元（人民幣，下同）。
對於與其他主題公園短兵相接，王旭光並不擔心

構成惡性競爭，並引香港迪士尼和海洋公園、以及
美國奧蘭多有多個主題公園為例，相信可達至協同
效應。他又指，現時上海迪士尼園門票約499元，
與早前預計的水平相若。

部分主題公園門票提價逾5%
首席財務官李昕補充，上海海洋公園總投資額為35

億元，計劃今年投入6.5億元，預計到年底公司淨負債
率由去年底約34%增至約50%水平，但仍屬健康。王
旭光說，該園內計劃興建一間酒店；至於旗下其他主
題公園，預計年內部分門票會提價5%至10%。
公司日前公佈，去年全年營業額錄14.17億元，按

年跌7.5%；毛利7.87億元，按年升16.8%。每股盈利
5.77分，不派息。股價昨天收報1.68港元，跌1.8%。

中石化今年資本開支減10.6%

中遠太平洋加快海外佈局
香港文匯報訊 中遠太平洋(1199)副總經理陳鏗表
示，經濟放緩對進出口貿易造成一定的影響，但目
前已轉趨穩定。他指船公司經營困難令集團運費率
受壓，但船公司聯盟出現改變，對集團帶來正面影
響，相信在中遠集團及中海集團重組後，競爭力將
有所提升，市佔率亦會繼續增加。
陳鏗承認，目前製造業正在轉移，由過往的珠三

角地區轉移到內地內陸地區及東南亞地區，但強調
轉移過程未如想像中快及多，故未對集團造成影
響。
他續指，兩大集團重組後，集團將加快海外佈局

速度，例如會投資非洲及南美等地，而在投資海外
碼頭時，將考慮碼頭所在位置是否位於主要航線樞
紐及其投資回報率等因素。
該公司去年賺3.82億美元，同比升30.36%。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石化(0386)公佈
2015年全年業績。儘管國際油價下跌影
響上游業務，中石化去年淨利雖較2014
年下跌30.2%，至324.38億元(人民幣，
下同)但仍優於市場預期。每股盈利
0.268元，董事會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
0.06元。
市場早前預計，該公司去年全年利潤
約 276 億元。期內，該公司營業額

20,188億元，同比減少29%。

淨利按年跌三成惟勝預期
儘管油價下滑對中石化上游業務構成

負面影響，不過另一方面，原油成本降
低令該公司煉油與化工業務獲益。得益
於原油價格下滑，該公司去年煉油毛利
為318.1元/噸，同比增長105.1元/噸。
中石化董事長王玉普在業績報告中稱，

去年公司的煉油和化工業務按市場需求
優化生產，調整結構，業績明顯增長，
成為公司盈利的重要支柱。
中石化稱，計劃2016年資本支出為

1,004億元，比2015年的1,122.49億元減
少10.6%。資本開支重點用於涪陵頁岩
氣二期、川氣東送增壓擴能工程及管
道、儲氣庫建設；推進鎮海、茂名等煉
油優化改造等。

2015年中石化的原油產量為3.495億
桶，同比下跌4.7%；其中境外為5,313
萬桶，同比增長 6.6%。天然氣產量
7,347.9億立方英尺。2016年，公司計劃
生產原油3.32億桶，其中境外5,800萬
桶；計劃生產天然氣8,650億立方英尺。
此外，公司計劃2016年加工原油2.38億
噸，生產成品油1.49億噸，與去年的
2.36億噸及1.48億噸相若。

■恒大地產主席許家印(中)表示，今年銷售目標定
於2,000億元，以往銷售均超額達標，有信心今年
亦同樣達成。 蘇洪鏘攝

■海昌海
洋公園執
行董事王
旭光(左)。
蘇洪鏘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