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米南、盧靜怡 廈門、廣州報道）雖然多個城市陸續推出樓市調控措

施，不過依然無阻發展商造「地王」的熱情。昨天福建省廈門市土地拍賣創下一次性出讓6幅住

宅商業地塊、招攬60多家知名地產商參與競拍、一天誕生5地王的歷史紀錄；而廣州市黃埔區

一幅地塊的樓面價，幾乎達到周邊在售房價的兩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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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商造王 樓面價貴房價一倍
廈門日拍6地誕5地王 廣州遠郊地樓面價2.7萬

廈門昨天共售6幅地，總成交價達到
171.64億元（人民幣，下同）。在

上午的拍賣中，位於遠離廈門市區灌口鎮
的集美J2016P01地塊，佔地4.27萬平米，
總建築面積8.53萬平米。經過一個多小時
的154輪鏖戰，最終由禹洲地產（1628）
以28億元競得，溢價率高達184%，折合
樓面價每平米32,825元，連續刷新廈門三
個地王歷史紀錄，成為廈門全市最新的單
價地王，比2014年廈門市核心區地王的每
平米30,940元作價高出近2,000元。

廈門總成交價逾171億
廈門市同安區的T2016P01地塊和翔安
區的X2016P03地塊，則分別被泰禾集團
與萬科地產（2202）競得。其中泰禾獲得
的同安地、以樓面價每平米30,097元成為
該區域新地王。
而下午拍賣的另外三幅地塊，競價場面
異常火爆激烈。其中，2016XP04地塊最
終被融僑集團以42.18億元拿下，樓面價
達每平米38,345元，禹洲地產上午還沒捂
熱的廈門全市單價地王紀錄隨即被改寫，

溢價率139.66%。
據悉，此次廈門市出讓的6幅住宅商業

地塊全部位於島外三個區，總面積約29萬
平米，起拍總價約70億元。至全場拍賣完
畢，共誕生了五個地王，廈門島外樓面價
格全面突破每平米3萬。

中冶置業36億奪廣州首地
另一邊廂，廣州市繼上周拍出全市地

王後，昨日再成功出讓黃埔區新地王項
目。經歷 28 家房企 200 多輪激烈競價
後 ， 位 於 廣 州 開 發 區 的 長 嶺 居
CPPQ-A2-1地塊，最終由中冶置業集團
以總價36.79億元收入囊中，折合樓面價
每平米27,273.5元，溢價241%，一舉刷
新了黃埔地王紀錄。
記者了解到，黃埔蘿崗周邊房價樓面在
1.4萬元左右，「麵粉貴過麵包」戲碼再
次上演。
地塊位於廣州開發區長嶺路以北，土地

面積為6.7萬平米，容積率較低。地塊起
拍價為10.79億元，起始樓面地價每平米
8,000元，不設最高限價。今次力壓群雄

拿下新地王的央企中冶置業，此前也在全
國各地拿下多塊地王項目，黃埔新地王是
中冶置業首次進軍廣州之作。

業界料新地王或虧本
合富輝煌分析，地塊距離地鐵21號線長
平站1.2公里，周邊有豐富景觀資源，屬
於優質地塊。儘管如此，對於此次外來企
業中冶置業以超過周邊在售樓盤一倍的樓
面價拿下地塊，不少業內人士還是感到詫
異。
「目前長嶺居板塊周邊項目樓價約為每

平方米1.3萬到1.7萬元，而此次地價已經
到每平方米2.7萬元，貴足一倍。」克而
瑞信息集團廣州機構研究總監曾英傑預
計，該項目未來推出市場樓面價至少需每
平方米4萬元才能保本，但他對以該區域
市場能否消化每平方米4萬元的樓價表示
存疑。
方圓地產首席市場分析師鄧浩志認為，

新地王可能虧本，「按照最近地價比在售
房價高10%的規律，目前新地王項目如果
24個月內上市，根本沒盈利可能。」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盧海濤）中
渝置地（1224）副主席及董事總經理林孝
文昨日在中期業績公佈會上指出，由於二
三線城市樓價低並且稅務多，導致公司在
二三線城市的付出和回報不成正比，事倍
功半，所以未來在收購方面，會把更多眼
光投入國內一線城市和海外市場，兼顧國
內市場的發展的同時也有計劃打入國際市
場。
他說，公司在內地一線城市和香港、東
京、倫敦等地都有考察，但是目前價格並
不合適，深滬地價都很高，他續稱，寧花
時間等待也不會冒風險出手，「只能買對
不能買錯。」每個購入項目的毛利率都希
望有30%左右。不排除與各個當地的住宅
用地及商業用地發展商合作。

已售達州西安部分項目
投資者關係主管陳綺華指出，目前達
州、西安兩地產項目中，已賣出一部分。
兩個項目毛利率約16%，平均售價每平米
約4,000元人民幣，下半年仍繼續預售，
但沒有具體的銷售目標。
目前公司的貸款已經付清，並且有現金

61 億港元，
資金暫時也有
用於投資債
券。
在談及中渝

置地主席張松
橋購買萬科股
票的話題，林
孝文表示「這
件事都是市場
未經證實的傳
言，而公司並
不了解張松橋
本人有無購買
萬科的股票，
公司也不會跟
隨張松橋投資購買。」

合景維持加快推盤方針
另外，合景泰富（1813）主席及執行

董事孔健岷出席業績記者會時表示，一
線城市推出限購令非新鮮事，認為一、
二線城市政策波動性較低，而集團業務
聚焦在該等城市，影響因而較小。他指

集團致力在取地後6至8個月即推盤，維
持快速周轉的方針，相信能有效避開政
策風險。
今年公司斥資130億元人民幣，投得8
塊住宅地，上半年已完成全年220億元銷
售目標的52%。他形容上半年取地價格合
理，承認一線取地較難，而現時不設全年
投地預算，視乎銷售表現而定。

中渝置地擬發展海外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丁春麗 濟南報
道）萬達集團昨天與濟南市政府簽約，投
資630億元（人民幣，下同）建設濟南萬
達文化體育旅遊城，該項目是萬達集團目
前規劃水平最高的項目，也是其在全國投
資的超大型項目中唯一一個加入體育元素
的項目。

新增體育運動主題
濟南萬達城是萬達集團在內地的第13個

超大型文旅項目，位於濟南東部的歷城
區，佔地290公頃，建築面積530萬平
米，其中文化體育旅遊投資310億元，規
劃有萬達茂、室外主題樂園、冰籃合一
館、酒店群、大型舞台秀、酒吧街六大內
容。僅酒店區就有3座渡假酒店，包括1
座六星酒店，2座五星酒店。

每年料接待遊客2000萬
該項目計劃 2017 年開工，2021 年開

業，預計年接待遊客2,000萬人次。
濟南萬達城最大特色，是增加了體育

運動主題，建有世界一流10,000個座位
的冰球、籃球合一的大型體育運動場
館，可實現籃球場和冰球場的快速互
換，既可舉辦重大國際賽事，也可作為
職業冰球俱樂部、職業籃球俱樂部的比
賽主場，還將引入徒步山水遊、極限戶
外運動、自行車、足球運動訓練學校等
體育運動主題。

萬達630億建「濟南萬達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北京報道）
近期上市公司收購戰頻發，少數公司擬修
訂公司章程給收購人設置障礙。證監會新
聞發言人張曉軍昨天表示，上市公司章程
中涉及公司控制權條款的約定需遵循法
律、行政法規的規定，不得利用反收購條
款限制股東的合法權利。

上交所關注伊利章程
張曉軍稱，近期交易所已發出監管問

詢，相關證監局約談公司有關人員，要求
公司通過信息披露，充分、有針對性地解
釋相關條款設置的合法性、正當性和必要
性。證監會將依法監管上市公司收購及相
關股份權益變動活動，發現違法違規的，
將依法採取監管措施。
經歷萬科收購事件後，同樣股權分散的

伊利股份近日擬修訂部分公司章程，為惡
意收購設置防護欄，包括要求股東在持有
公司股份達到3%時就要及時向伊利董事
會書面通報，並在通報後兩個交易日內不
得買賣公司股票；以及之後每增加或減少
3%都需及時通報，否則該股東將不能行
使股票表決權等。
不過，該舉措被上海證交所發函問
詢。
談及欣泰電氣的退市工作，張曉軍表

示，根據相關執法程序，中證監將欣泰電

氣移送公安機關，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他
指出，根據深交所相關規定，創業板沒有
重新上市相關安排。

欣泰將移送公安機關
欣泰電氣退市後將進入股轉系統掛牌

轉讓，不能在交易所交易。針對先行賠
付的問題，他說，證監會正在制定相關
規範指導文件，對賠付範圍、對象等進
行規範，指導文件將在後續聽取市場各
方的意見。
另外，證監會又指，國泰君安在保薦
金徽酒IPO項目過程中，向證監會提交
的會後事項承諾函中未如實說明發行人
2015年利潤分配情況，對發行人實施分
紅事項未主動向證監會履行告知義務，
因此對金徽酒及國泰君安採取了出具警
示函的行政監管措施，並對該項目的兩
位簽字保薦代表人採取「6個月不受理相
關保薦代表人具體負責的推薦」的行政
監管措施。

■證監會表示，上市公司章程中涉及公司
控制權條款的約定需遵循法律、行政法規
的規定。 資料圖片

證監：控制權條款需依法規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宏 山東報
道）山東省委副書記、省長郭樹清昨日在
濟南舉行的「全省企業家隊伍建設工作會
議」上表示，要正確看待企業家的缺點和
錯誤，「充分考慮過去的複雜背景，正確
看待過往的問題，區分不同情況得出合情
合理的結論」。
這是山東首次以省政府名義召開企業家

隊伍建設會議。郭樹清表示，一段時間以
來，社會上出現了對企業家的負面看法，
甚至出現了完全否定企業家積極作用的觀
點。「這是完全錯誤的。」他說，不可否
認，企業家如同其他社會人群一樣，也有
缺點和錯誤，也有違法違紀現象。但是，
這絲毫不能否定企業家在經濟發展中所做
的重大貢獻。

在市場經濟作用無可替代
即使是對那些違法犯罪的問題，也要做

歷史的客觀分析和全面的公正評價。要正
確看待企業家的缺點和錯誤，「充分考慮
過去的複雜背景，正確看待過往的問題，
區分不同情況得出合情合理的結論，這樣
我們才能凝聚共識，才能集聚巨大的正能
量」。
郭樹清指，改革開放以來，企業家在市場

經濟中發揮着無可替代的關鍵作用。山東的
發展同樣得益於企業家的辛勞智慧和努力，
他們敢闖敢幹，敢為天下先，期間數不清的
企業家白手起家，他們原來就是普通農民、
工人或基層幹部，但是敏銳地捕捉住市場機
遇，不斷進行技術和商業模式創新，把產品
從產業鏈的最低端做到高端甚至最高端。

「山東企業家能吃苦」
郭樹清說，山東企業家普遍具有強烈的

社會責任感和深深的家國情懷，始終不忘
帶動地方鄉親共同致富。山東省的企業家
的最大特點是能吃苦，能吃常人不能吃的
苦，能受常人受不了的罪。
「我理解的企業家精神是永不滿足，不
斷創新，追求卓越，實現完美。」郭樹清
表示，當前山東正處於轉型發展的關鍵時
期，希望企業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把創
新作為企業發展的第一動力，提高精細化
管理水平，樹立良好社會形象，進一步提
升個人素養。山東將為企業家構建「親」
「清」新型政商環境，營造企業家成長的
良好社會氣氛。

郭樹清：正確看待企業家缺點和錯誤

■圖為山東省委副書記、省長郭樹清。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G20前夕，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派發
「定心丸」，強調現時銀行間市場流動性
充裕，完全可以支持各個市場。A股昨日早
市聞風走強，滬深兩市雙雙高開，可惜後
勁乏力，滬指沖高回落，最終僅以漲1點的
微弱升幅為本周收官，深成指則漲14點。
兩市成交共錄得4,752億元（人民幣，下
同），較周四收窄逾300億元。

兩市成交共4752億
據彭博社報道，易綱昨在參加中國普惠

金融國際論壇前接受採訪時表示，現銀行
間市場的流動性是充裕的，完全可支持各
市場，中央銀行會繼續採用公開市場操作
等一系列的措施保證市場流動性的充裕和
平穩。對於日前央行重啟14天逆回購操
作，引發市場猜測。易綱解釋稱，14天逆
回購只是多了一個選擇，此舉將更利於市
場的發展和流動性的充足。
受此消息影響，滬深兩市昨日雙雙高

開，此後量子通信板塊和無人駕駛概念相
繼走強，帶動市場全面復甦，個股普遍上
揚，滬指高見3,088點。午後，隨着近期活
躍的高送轉概念普遍下跌，人氣逐漸降

溫，連累滬指震盪走低，並一度翻綠，尾
市略略上行勉強收紅。
截至收市，滬綜指報3,070點，漲1點，
或0.06%；深成指報10,693點，漲14點，
或0.14%；創業板指報2,189點，升9點，
或0.42%。兩市成交共錄得4,752億元，其
中滬市成交1,763億元，深市成交2,989億
元。盤面上，園林工程、PPP模式、量子通
信、環保工程、免疫治療、醫藥製造板塊
漲幅居前，其中園林工程升近5%、醫藥製
造板塊升近1%。
綜合全周表現計，三大股指均乏善可

陳，滬綜指、深成指、創業板指分別累計
下跌1.22%、1.65%、0.67%。

人行派「定心丸」滬A平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
道）昨日，深圳市政府正式對位於寶安區
的新會展中心代建代運營權，以及配套的
11宗商業用地進行公開邀標。萬科、華
潤、保利、招商蛇口及華僑城聯合體等四
家房企參與競標，由於涉及到技術標評

判，當日並未現場開標。深圳國際會展中
心用地位於深圳市寶安區大空港範圍內，
南至海雲路，北至會展二期用地，西至濱
海大道，東至市政道路，用地面積125.5萬
平米，規劃總建築面積91萬平米，使用期
限50年。

深圳新會展中心地塊公開邀標

■本周滬綜指、深成指、創業板指分別累計
下跌1.22%、1.65%、0.67%。 中新社

■左起：投
資者關係主
管陳綺華、
副主席及董
事總經理林
孝文、執行
董 事 梁 振
昌。
盧海濤 攝

■廣州連續兩周拍出新地王，26日出讓的長嶺居地塊溢價241%，地價貴過周邊樓價。圖為廣
州一樓盤。 盧靜怡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