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大酒店

（0045）行政總裁郭敬文昨日於股東大

會後表示，香港半島酒店首季出租率跌

4個百分點至71%，可出租客房收入按

年跌7%，反映本港營商環境普遍轉弱。

不過平均房租比較穩定，較去年同期只

下跌2%，預計仍有能力保持業務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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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參股公司股權被凍結後續進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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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內容提示:
●江西立成景觀61%股權沒有辦理工商過戶手續，尚未支付61%股權轉讓款。
●江西立成景觀股權已被法院凍結，根據《江西立成景觀建設有限公司61%股權轉讓協議》（下稱「股權

轉讓協議」）的相關約定，本次重大資產重組存在終止的風險，公司將根據事態的發展，履行必要的程序。
公司於2016年4月27日披露了關於參股公司股權被法院凍結的公告（編號：臨2016－026）根據國家工商

行政管理總局「全國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查詢得知吉安市萬源泰投資有限公司（下稱「萬源泰」）持有
的立成景觀41%的股權被江西省鷹潭市中級人民法院（下稱「鷹潭法院」）凍結【執行裁定書文號（2016）
贛06執保13號】，本公司已委託律師對相關司法文書進行查詢。公司於2016年5月11日收到被委託律師調取
的上述【執行裁定書文號（2016）贛06執保13號】鷹潭法院裁定書。

一、被凍結股權的後續安排
公司已與萬源泰取得聯繫，要求其提供該事件最新進展情況，並委託律師與鷹潭法院保持溝通，掌握最新

動態。同時，公司將根據法律規定，依法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二、重大資產重組可能存在的風險
吉安市萬源泰投資有限公司、杭州啟鳴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江西省天地頤投資有限公司分別

持有立成景觀41%、10%、10%的股權，前述主體合計持有立成景觀61%股權被大慶法院凍結，同時萬源
泰持有的立成景觀41%的股權也被鷹潭法院凍結。目前已造成立成景觀61%股權無法辦理過戶手續，根據股
權轉讓協議的相關約定，本次重大資產重組存在終止的風險，公司將根據事態的發展，履行必要的程序。

公司將持續關注該事項的進展情況及其對立成景觀和公司的影響，並及時進行信息披露，同時公司將從維
護上市公司及投資者權益的角度出發，及時有效採取應對措施。敬請廣大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

特此公告。
上海中毅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6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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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名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收到上海證券交易所問詢函並回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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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6年5月11日收到上海證券交易所問詢函
(上證公函【2016】0486號)，接到來函後公司高度重視，根據問詢函相關要求，在規定時間對所問詢事
項逐一進行回覆如下：

一、2016年4月26日，公司公告向中植集團關聯公司收購中程租賃100%股權；4月29日和5月10日，
公司先後兩次公告中植集團關聯公司從二級市場累計購買公司股票達10%，請公司結合前述媒體質疑，
核實相關交易及股票買入行為發生之前，公司及相關交易各方是否就該等事項存在統一的協議安排。

回覆：經向公司董事會和實際控制人核實，相關交易及股票買入行為發生之前，公司及相關交易各方
對該等事項不存在統一的協議安排。

二、請公司及實際控制人核實，與中植集團及其一致行動人是否就公司後續經營等可能影響股價的重
大事項存在合作協議。如有，請及時披露。

回覆：經向公司董事會和實際控制人核實，公司和實際控制人與中植集團及其一致行動人不存在就公
司後續經營等可能影響股價的重大事項存在合作協議。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6年5月12日

半島首季出租率跌至71%
營商環境弱 客房收入挫

大酒店昨日公佈 2016 年第一季度業
績，期內其他亞洲地區出租率為

67%，下跌1個百分點；平均房租則增長
12%至2,444元；平均可出租客房收入按年
亦上升10%至1,631元。歐美半島酒店方
面，出租率為57%，增長1個百分點，平
均房租下跌3%至5,142元，平均可出租客
房收入跌2%至2,933元。

泰業務趨穩 日需求大增
郭敬文認為，首季業績合乎預期，反映

酒店業季節性的狀況及香港市道疲弱。至
於集團今年年初表現參差，主要由於業績
受王府半島酒店及芝加哥半島酒店翻新工
程所影響，集團將會繼續推動業務收入增
長及控制成本。他又稱，樂見其他亞洲地
區的平均可出租客房收入及平均房租上
升，主要因為泰國政局轉趨穩定，令曼谷
半島酒店出租率有所改善。東京半島酒店
採取房租增長的策略，加上日圓貶值吸引
海外遊客到訪日本，令需求增加，帶動平
均房租上升。
對於「五一」小長假期間的表現，郭敬

文坦言「不太好也不算差」。現階段的客
戶傾向較遲訂房，在行程開始前短期內才
作出入住決定，因此較難預測下一季度的
入住率和客房收入。集團主席米高嘉道理
則表示，香港經濟發達，交通便利，是大
家心目中的購物天堂，亦是全世界最安全
的地方之一。他對本港旅遊前景持有樂觀
的態度，表示集團未來會從多個方面努力
提升營業額。
此外，集團會根據市場情況和客戶的需

求調整客房價格，且推出相應的優惠。郭

敬文表示，在適當的季節或假日會推出優
惠活動，吸引客戶，提高酒店入住率，但
客房價格主要還是按市場環境的走向決
定。

適時推優惠 不減薪裁員
他續指，集團正在各方面開源節流。在

採購方面節省成本，盡量購買可持續發展
的產品，但並不意味着會減薪或裁員；將
會組織團隊或進行職位結合，人盡其用，
提高員工的工作效率。

大酒店首季業績撮要

香港半島平均房租
香港半島平均可出租客房收入
香港半島出租率
住宅出租率
商場出租率
辦公室出租率

製表：記者 周曉菁

2016年首季

5,017港元
3,568港元

71%
94%
93%

100%

2015年首季

5,123港元
3,832港元

75%
92%
95%
99%

變幅

↓2%
↓7%

↓4個百分點
↑2個百分點
↓2個百分點
↑1個百分點

■左起：大酒店營運總裁包華、行政總裁郭敬文、主席米高嘉道理、財務總裁馬修。
周曉菁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偉昉）九龍倉
主席（0004）吳天海昨指，公司內地物業
市場成績理想，受房地產整體市場暢旺帶
動，今年首4個月物業銷售額達到110億元
（人民幣，下同）。

成都物業租金媲美上海
此外成都的國際金融中心和購物商場出

租業務，以及香港聶歌信山項目銷售表現
良好，吳天海表示有能力維持公司業績適

度增長。
吳天海透露單是4月物業銷售額已有44
億元，超出預期1倍，打破歷年紀錄，公
司將在8月重新部署售樓策略。他又指出
九倉在成都持有兩個出租項目，租金可與
上海水平相比。成都國際金融中心是中國
西部的重點商場，今年第一季商戶零售增
長16%，有助帶動租金收入上升。
九倉在成都持有的奧特萊斯（Outlet

mall）商場是內地最大面積的商場之一，
銷售額亦增長了十多個百分點。今年7月
長沙的奧特萊斯將會開幕，面積比成都大
25%，現時已有100個租戶簽約，佔總面積
約50%。不過吳天海表示，雖然內地市場
增長快速，但基數較低，要提高增長動力
還需要靠香港業務。
香港物業市場方面，今年共售出兩幢與

南 豐 合 資 的 聶 歌 信 山 （MOUNT
NICHOLSON），售價合共15.7億港元。
吳天海指物業已建成，賣出後即可今年入
賬，補充集團其他方面承受的業務壓力。

他表示超級豪宅在市場上的供應少，每當
有新物業推出皆供不應求。若有足夠的需
求，會推出更多單位。九倉3月向母公司
會德豐（0020）購入會德豐大廈收租，吳
天海指出租物業是集團的核心業務，對擴
充有一定興趣，惟現時中環未有適合的物
業供應，與會德豐亦未有其他交易。

奇妙電視已完成重組
今年3月吳天海曾表示會檢討旗下九倉

電訊及有線寬頻（1097）等業務，不排除
出售有線寬頻或引入其他公司合作。他表
示3月宣佈後早前曾有初步接洽，但未有
出價；現時檢討尚未完成，對出售業務沒
有既定立場，亦沒有時間表。電訊盈科
（0008）旗下免費電視ViuTV已在4月開
台，問及現時牌照申請進程，吳天海表示
奇妙電視的重組已經完成，申請資料經已
提交政府，通訊管理局短期內或向行政會
議提交報告，惟發牌最終需視乎行會決
定。

■吳天海指，九倉有能力維持公司業績適
度增長。 張偉民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政府發出
的兩條電訊服務頻譜將於2021年到期，和
記電訊（0215）行政總裁黃景輝昨於股東
大會後表示，政府正考慮3個方案，分別
是全部讓現有電訊商續牌；全部取回所有
頻譜再拍賣；以及保留20%頻譜、其餘

80%重新拍賣。他希望政府可以全部讓現
有電訊商續牌，因拍賣頻譜將會大大提高
其營運成本，影響公司繼續為市民提供
「平、靚、正」的電訊服務，屆時不排除
會將成本轉嫁給消費者。
黃景輝指，目前香港730萬人口有4個流

動網絡電訊商已
經不少，2015年
流動服務用戶已
達到1,674萬，滲
透率達228%，即
平均每人擁有兩
個電訊戶口，競
爭非常劇烈，所
以不認同政府讓
現有電訊商續牌
會造成寡頭壟斷
的 局 面 。 他 補
充，如果頻譜太

分化，會令電訊服務速度受到影響。
他指出，如果政府採用第二及第三個方

案，即於頻譜使用期屆滿後取回重新拍
賣，將會對電訊商及用戶造成多個負面影
響，如流動通訊服務受到影響，政府透過
拍賣頻譜徵收極高昂費用，影響股東利
益，亦令消費者百上加斤。另外，電訊商
亦會減少投資到先進科技及創新服務的資
源，難以提供具吸引力的月費計劃。他續
指，在無違反競爭法和相關法律的前提
下，不排除會聯同其他三家電訊商，向政
府倡議採用續牌方案。
通訊局正進行兩次公眾諮詢，第一輪諮

詢將於下周三（18日）截止，第二輪諮詢
將於今年第三季進行。當局將於明年11月
公佈最終決定。若決定拍賣頻譜，將於
2018年舉行。
另外，問到何時恢復無限數據服務，黃

景輝表示要視乎市場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施虹羽 澳門報
道）澳門昨發佈「博彩中期檢討」，對於
市場關注是次報告會否影響賭牌續期，經
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昨回應指，政府會在
過去的工作基礎上繼續推進，審慎有序，
並參考國際經驗。他希望公眾將關注點放
在如何促進博彩業健康發展。
是次研究報告是由經濟財政司司長辦公
室於去年委託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展開。
研究內容從四個範疇、九個方面，檢視博
彩營運商履行合約和經營狀況，分析博彩
業發展對經濟、中小企營商環境、社會及
民生的影響，以及博彩與非博彩元素聯動
效應、博彩中介人發展及現狀等內容。

加快研究中央信貸資料庫
研究報告指出，已按計劃開展修訂中介
業務相關規例。其中，提高博彩中介人
（俗稱疊碼仔）的准入門檻將是修法的內
容之一。另外，為降低在娛樂場內依法進
行借貸活動的信貸風險，博彩監察協調局
將繼續與業界保持密切溝通，加快研究構
建符合法律要求「中央信貸資料庫」的可
行性方案。
梁維特在新聞發佈會上回答本報記者提問
時指出，對於當前特區政府無論是在施政報
告或是《五年發展規劃》草案中，均提及加
大力度推動博彩業健康發展，引導業界由
「做大」向「做精做強」。所謂的「做精做
強」，即從原來的博彩毛收益依賴貴賓廳轉
而發展中場，不再追求金額上的單數增長。
加強博彩業與非博彩業的聯動關係，拓展
「以體驗式家庭項目」為主的非博彩元素，

提升非博彩收益的比重。塑造具有特色的宜
遊、宜樂環境，增強行業的國際競爭力，促
進「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
另一方面，過往政府在考慮各博企在賭枱
的分配工作方面，更傾向於中場方面的賭枱
比例，這不僅讓營運商看到政府引導博彩業
發展的方向，亦希望藉此培育一批新的客戶
群。他又重申博彩業「做精做強」的基礎在
於要堅持「優質誠信」發展。

中介人審查料第三季完成
鑑於去年發生的多起關於博彩中介人

「着草」事件，是次報告中特別新增一項
關於博彩中介的發展和營運狀況，包括博
彩中介人進出市場的隨意性大，對博彩企
業的議價能力過大，博彩中介人的放貸問
題，代客保管款項、存碼、吸收投資或存
款，「賭枱底」及利用互聯網或電話進行
賭博等。
博彩監察協調局局長陳達夫表示，今年

2月，博監局已啟動對全澳博彩中介人的
審查，檢視他們有否嚴格遵守「指引」的
各項要求和建立完善的財務會計制度，預
計6個月內完成。截至目前，博彩監察協
調局已完成約50%的博彩中介人（超過80
個）實地審視。初步結果顯示，「指引」
推行後，業界的守法意識有所提高，大部
分中介人亦已按規定適時製作財務報表，
並與各博企保持更緊密的聯繫。對於未符
合要求的博彩中介人，當局已即時向其作
出提醒並重申法律的相關要求。「指引」
的審查結果將作為准照續期的考慮因素之
一，亦將作為完善現行法律法規的參考。

澳門研提高「疊碼仔」准入門檻 吳天海：九倉有能力適度增長

和電冀到期頻譜自動續牌

■黃景輝指，目前流動服務的競爭非
常激烈。 張偉民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