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於市場將有三個新盤同時銷售，新
地副董事總經理雷霆表示，三個新

盤位於不同地區，會吸引多些買家睇樓，
對樓市有益。他又稱，匯璽將於日內開
價，最快下周銷售，售樓書今日會上載至
一手住宅物業資訊網。昨日發展商開放匯
璽實用面積359方呎的一房示範單位予傳
媒參觀，他指，單位寬敞舒適，是首置及
收租客的恩物。

MONTEREY提供二按
會德豐地產常務董事黃光耀表示，將軍
澳南MONTEREY周一已上載樓書，短
期內公佈價單，首張價單推出不少於186

伙，首批主力推出第5、6座單位，並會
提供多種戶型，同時會安排多元化付款辦
法，亦會提供二按安排。示範單位於本周
末正式開放予公眾參觀。
黃光耀指出，市場對項目反應理想，命
名後接獲不少查詢，當中60%為區內客、
另有20%為港島客、其餘20%來自九龍及
新界區。他指，市場氣氛樂觀，項目定價
會參考二手市況及同區新盤，集團部分新
盤單位售價已加價1%至3%，並有承接。

維港頌挑戰港島東新高價
長實於北角的維港頌亦計劃月內推售，

長實地產投資董事黃思聰指，項目有24
伙位處1座B室四房雙套臨海樓王單位，
實用面積1,594方呎，單是客飯廳面積逾
400方呎，料有關單位將挑戰港島東海景
呎價新高，反映單位質素。他指，該盤月
內上載樓書及開放示範單位，共設5個示
範單位：4個無改動單位及1個連裝修單
位，包括上述四房樓王單位在內。

嘉匯提價2%加推128伙
嘉華國際總經理（香港地產）溫偉明表

示，啟德嘉匯昨提價2%加推128伙，包
括首度推出的第3座低座大樓單位，折實

價由656萬至2,137萬元，3月12日推售
48伙。同時，該盤將早前已出價單其中
24伙售價上調，平均加幅約2%。他指，
嘉匯截至前晚已累積售出584伙，套現逾
56億元。以售出單位計算，大手買家（購
2伙或以上）佔約40%，比以往樓盤為
高。
溫偉明又稱，政府應檢討樓市政策，提
供土地供應之外，亦要開放市場，始終投
資者有錢在手最終都要買樓投資，市民亦
可以租樓。政府不可以只顧幫市民上車，
亦要令樓市平均發展。
恒基地產於大坑的雋琚售出38樓A單位，

面積558方呎，成交價1,897萬元，實用呎
價34,005元，創項目新高。而系內多個項目
上調售價，雋琚部分單位加價3%、馬頭角

迎豐部分單位加價3%至4%、何文田加多利
軒部分單位加價1%至3%。而西半山天匯將
23、29、35及37樓A單位加價2%至5%。
其中，37樓A單位，面積2,476方呎，加價
5%後，價單售價為1.54億元，呎價62,309
元，該單位已兩度加價，累積加幅逾8%。
上述4伙連同附有租約的17樓A單位，於下
周一起發售。

敦皓7279萬沽特色戶
豐泰地產投資於半山干德道的敦皓昨再

沽特色戶，單位為29樓C室，實用面積
1,591方呎，四房連雙平台設計，連車位
成交價7,279萬元，呎價45,753元，創項
目自開售以來成交價新高。據悉買家為香
港人，作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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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張美婷）三個新盤包括馬鞍山星漣

海、南昌站匯璽及將軍澳MONTEREY有機會今日齊開價，新盤大混戰

一觸即發。同一時間，貨尾盤也不甘後人，啟德嘉匯昨提價2%加推

128伙，何文田加多利軒部分單位加價1%至3%，西半山天匯23、

29、35及37樓A單位亦加價2%至5%。

三盤爭開賣 貨尾搶加價

地產新聞特 刊

香港文匯報訊 中原經紀人指數CSI連續兩
周高企於80點水平以上，最新報88.61點，為歷
史新高。中原地產研究部高級聯席董事黃良昇昨
日指，下周聯儲局議息，相信經紀人會繼續保持
樂觀情緒，預計樓價將會持續加快上升。
早前CSI由65.96點連升三周至86.40點，再
次進入80點以上的繁榮區間，並連續兩周高
於80點。上一次CSI進入繁榮區間是由英國
脫歐第二周開始，由52.40點低位連升四周至
86.34點，其後持續15周高企於80點以上，同
期樓價累升約一成。
中原經紀人指數CSI是中原地產前線經紀的

意見調查，100點完全睇好，0點完全睇淡，
50點是睇好或睇淡的分界。

中原經紀人指數破頂

■新世界及恒地持有何文田祐滿街祐滿樓逾
98%業權。

香港文匯報訊 新九龍內地段第6563
號九龍啟德第1L區2號地盤將於本周五
（10日）截標。美聯測量師行董事林子彬
看好賣地成績，參考區內之前地皮成交，
預計新地皮以每呎樓面地價約13,000元，

估值約71.65億元。
九龍啟德第 1L區 2號地盤面積約為

102,064方呎，該行估計可建樓面面積約
551,138方呎。林子彬認為，過去區內已
有多幅地皮以逾萬元樓面呎價批出，當中

不乏內地財團青睞，是次推出的啟德區地
皮規模屬1L區中規模最大，位處前排，
料獲不少發展商入標爭奪。其中，已投得
1L區1號及3號地皮的海航集團估計將較
進取，以統一1L區內的發展。因此，該

行對地皮估值約為71.65億元，每呎樓面
地價約13,000元。
他又指，隨區內仍有10幅地皮將於下

個財政年度推出，故啟德區將成為未來市
區地皮供應的重鎮，以及市場焦點所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新世界及恒
地持有逾98%業權的何文田祐滿街15至25號
祐滿樓將於今日上午進行強制拍賣，底價為
4.13億元。物業為1幢於1973年落成的7層高
舊樓，鄰近何文田山一號、培道中學及小學
等，物業至今樓齡已44年，設有兩條公共樓
梯，將以交吉出售，並將以其現況出售。
物業地盤面積6,567方呎，位於「住宅 (甲
類) 」地帶，以地積比9倍計算，最高可建樓
面約5.91萬方呎。
第一太平戴維斯估值及專業顧問服務董事總

經理陳超國表示，中資積極投地，帶動舊樓業
主叫價進取，令併購重建增加成本及難度。但
本地發展商在競投政府土地時，如果不及內地
發展商樂觀，仍可能重燃對舊樓併購的意慾。

何文田祐滿樓今強拍

中資效應 啟德新地皮估值72億

加價新盤一覽
項目 加幅

啟德嘉匯 2%

何文田加多利軒 1%至3%

西半山天匯 2%至5%

大坑雋琚 3%

馬頭角迎豐 3%至4%

■長實地產投資董事黃思聰(右)指，北角維港頌計劃月內推售，向海四房單位將挑戰港
島東海景呎價新高。

成都高新區建設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系列報道之二

創新機制全球攬才創新機制全球攬才 高科技成果高科技成果井噴井噴
去年年底，四川藍光英諾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 「藍光英諾」）向全球發布，成功將 3D
生物打印血管植入恆河猴體內並實現血管再生，標誌
着幹細胞應用技術取得新突破，將引領人類邁入再生
醫學和精準醫療新時代。

在成都高新區這塊13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每天
都有這樣的前沿成果誕生。

自主創新策源地
去年，藍光英諾利用恆河猴自體脂肪間充質幹細

胞製成3D生物打印 「墨汁」，成功打印出具有生物
活性的人工血管。該公司先後在30隻恆河猴體內植入
3D生物打印血管，實驗動物術後存活率為100%。

今年內，該公司將正式啟動3D生物打印血管臨
床試驗。這標誌着幹細胞應用技術領域的重大突破，
將引領人類邁入組織製造、器官修復的再生醫學和精
準醫療新時代。

藍光英諾的研究成果，引起國際高度關注。2月
22日至26日，美國田納西大學健康中心副校長史蒂文
．古德曼攜7名教授訪蓉，表示將在成都共建校區和
心血管專科醫院，推動3D生物打印人才臨床培訓和
應用成果轉化。

其實，類似藍光英諾這樣的創新故事，每天都在

成都高新區發生。
去年6月，成都準星雲學公司開發的 「準星智能

評測及學習平台」亮相 「十二五」科技成果展，它還
將參加今年數學高考，該研究項目被列入國家863課
題；去年8月，成都優途科技研發的 「掌聲．mSon-
ics MU1」正式投用，將給千千萬萬患者帶來便利和
實惠，並被列入國家 「十三五」重大科研項目；美幻
科技研發的地震預警領域系列標準，填補了國內空
白……

當今世界，誰制定標準，誰就擁有話語權；誰掌
握標準，誰就佔據制高點。成都高新區十分重視科技
創新和標準化、品牌化戰略，去年7月正式啟動國家
技術標準創新基地建設。

2016年，成都高新區新增國際標準、國家標準、
行業標準131項，萬人有效發明專利達146件，位居全
國前列。

科技成果轉化場
今年2月10日，全球第二大晶圓代工廠格羅方德

12吋晶圓廠在成都高新區動工建設。整個項目累計投
資將超100億美元，一期建設主流CMOS工藝12吋晶
圓 生 產 線 ， 二 期 建 設 格 羅 方 德 最 新 的 22FDX03
22nm FD-SOI工藝12吋晶圓生產線。

22FDX03 22nm FD-SOI生產工藝是格羅方德最
先進技術之一，可廣泛應用於各類移動終端、物聯
網、智能設備、汽車電子、5G無線基礎設施等領域。
根據IC Insights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底，12吋晶圓
佔據全球晶圓產能的 63.1%，到 2020 年將增加至
68%，市場潛力巨大。

這只是國際高科技成果在成都高新區轉化的一個
典型案例。

去年1月6日，全球領先的醫療科
技企業美敦力，在該區建設下一代探
頭增強型胰島素泵系統項目；去
年 11 月 18 日，英特爾 ATT 高端
測試技術項目在該區投產；西門
子的全球 「數字化工廠」，在該
區轉型升級。

為何這麼多的國際巨頭選擇在成都高新區實施科
技成果轉化？據悉，除優良的政務環境、完整的產業
鏈和廣闊的市場等因素之外，這裏聚集的大批高素質
「工匠」，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在成都高新區西部園區有一家寶利根精密模塑有
限公司，是一家享譽全球的精密模具製造商。

億萬次大型計算機CPU的核心基座，約為 「蘋果
6」那般大小，厚度不到2毫米，上面布滿了6800個小

孔，間距僅為0.1毫米，該公司的工人們需在中間灌
滿塑膠，難度可想而知。

寶利根精密工業董事總經理席剛介紹，公司近年
來培養出一批高素質的 「工匠」，在2015年全國技能
大賽技壓群雄，一舉奪冠。

讓 「工匠精神」遍地開花，成都高新區特設 「技
能大師項目」，每年給予一線高技能人才特殊津貼或
獎勵，並配套建立了一批技能大師工作室。

去年 3 月，諾貝爾生理學醫
學獎得主傑克．邵斯達克與成都
高新區共建的大核酸研究院正式
揭牌；去年12月，以諾貝爾獎得
主邁克爾．畢曉普名字命名的癌
症研究所落戶成都天府國際生物
城；去年 9 月， 「新蜀腫瘤」國
際標準生物治療中心實驗室掛
牌，諾貝爾獎得主國際科學交流
協會提供支持，理查．羅伯茨教
授和傑克．邵斯達克教授出任首
席科學家。

去年 9 月，2004 年諾貝爾化
學獎得主阿龍．切哈諾沃、2008
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馬丁．查爾菲、2009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阿達．尤納斯等6位諾獎得主集體訪蓉，
出席第三屆諾貝爾獎獲得者醫學峰會細胞醫學論壇暨2016首屆腫瘤免疫預防與精準治療高峰論壇，並
推動大核酸領域全球頂級會議永久落戶成都國際生物城。

中國工程院院士於俊崇和放射性藥物專家李茂良攜手在成都高新區進行核技術
「抗癌」攻關，國際生物醫學材料領域泰斗張興棟院士在成都天府國際生

物城建設生物醫學材料示範園……
截至2016年底，成都高新區聚集國家 「千人計劃」

人才 102 人，四川省 「千人計劃」人才 281
人。園區企業超 8 萬家，科技型
企業1.27萬家，外資企業超
1000 家，世界 500 強企業
115家。

藍光英諾科研人員為恆河猴植入藍光英諾科研人員為恆河猴植入33DD生生
物打印血管物打印血管

寶利根精密工業工廠技工正在測量精密零件寶利根精密工業工廠技工正在測量精密零件

英特爾成都工廠英特爾成都工廠

格羅方德格羅方德1212吋晶圓廠奠基吋晶圓廠奠基

諾獎得主蓉城創業

諾獎得主畢曉普癌症研究所揭牌諾獎得主畢曉普癌症研究所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