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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科 551 億接手廣信房產
獲穗老城區多塊地 百萬平米巨幅宅地最矚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廣信房產股權及債權拍賣 29 日在廣州南方聯合產權交易中心舉
行，多家地產大鱷激烈競逐，最後萬科以 551 億元（人民幣，下同）競得廣信的三大資產包，其中包括一
幅 1,500 畝（約 100 萬平方米）的巨型住宅地。萬科負責人表示，看好廣州中心城區發展持續改善。

此次拍賣的標的包括三部分：第一部
分為廣東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廣東

國投）持有的對廣東省信託房產開發公司
（廣信房產）的三項權益，分別為對廣信
房產的 100%投資權益、對廣信房產的債
權及相應利息，以及受讓大廈實業公司對
廣信房產的債權及相應利息。
第二部分為破產清算組接受廣東國際租
賃公司破產清算小組、廣信企業發展公司
破產清算組和廣東國際信託投資公司深圳
公司破產清算組委託，在本次拍賣中一併
出售該三家破產公司清算組分別持有對廣
信房產的債權。第三部分，為廣東國投持
有的對廣東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廣州房地產
分公司的100%投資權益。
上述全部債權和投資權益綑綁一併作為
不可分割整體構成本次拍賣標的，起拍價
為 446.77 億元。551 億元的成交價也是萬
科在存量市場上的最大手筆。
新華社報道指，廣信資產包中最吸引人
的是廣信房產原有的尚未開發地塊，包括
花地灣板塊、白鵝潭經濟圈、東山百貨大

樓一帶、文德路項目、越秀區東華西路、
榮華南項目，以及浣花路爛尾樓等，均位
於廣州老城區。《21 世紀經濟報道》引述
廣州業內人士認為，資產包中最有價值的
部分是廣信房產原有的未開發地塊，這些
地塊大多位於城市中心，按照現在的土地
價值來計算，身價已經大增近200倍。

城區地價升值200倍
其中備受關注的花地灣 1,500 畝商品住
宅用地，廣信房產 1998 年以 2.808 億元競
得，位於花地大道兩側，折合樓面地價僅
每平方米 218 元，也創下廣州市土地出讓
「招拍掛」的先河。現在距離花地灣兩個
地鐵站的廣鋼新城，樓面地價已達到每平
方米4萬元，上漲近200倍。

看好廣州發展前景
本次到場房企包括華潤、越秀、保利、
萬科、中海、恒大、碧桂園、華發和信達
9 家，競買席亦設置了 9 個，有單獨競
拍，也有聯合。最終萬科以 551 億元拍得

■拍賣會現場。

可成為香港專才北上發展的新領域。

文化旅遊項目成焦點
文化旅遊項目是一大亮點。主要包括由
華強集團投資 200 億元在杭州灣新區建設的
「美麗中國」文化小鎮項目，將依託已建成
運行的「東方神話」主題公園，和正在建造
中的「復興之路」主題公園。四川新希望現

廣東國投破產案近尾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
萬科拿下廣信房產資產包，標誌着歷時近
20 年的首宗非銀行金融機構破產案進入收
官階段。翻查資料，廣東國際信托投資公司
在 1980 年 7 月成立，1983 年獲得中國人民
銀行批准，成為非銀行金融機構。在當時全
國數百家信託公司中，廣東國投規模僅次於

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亦是國家指定的允
許對外借貸和發債的地方級「窗口公司」。
及後，由於廣東國投頻頻向海外市場舉
債，加上自身管理不善，遭遇亞洲金融危機
後，廣東國投出現了嚴重債務問題，於
1999 年申請破產，旗下的廣信房地產項目
被迫陸續轉手。

資金面平穩 A 股小反彈
面狀況已經無憂。

避稅需求催旺理財市場
目前擔任華界投資諮詢公司總經理的港
人葉毅堅，曾是擁有 9 年經驗的香港上市公
司資產管理師，如今亦赴上海，計劃在金融
文化、家族財富傳承等領域大展拳腳。他希
望能將香港的經驗帶到內地，為內地新富和
中產階級「高級定制」理財計劃。
談及日前人民幣出海依然受限，內地富
人環球資產配置仍有障礙時，葉毅堅坦言，
由於穩定匯率對國家而言十分緊要，相關政
策近兩年內或很難改變。實際上也有不少內
地客戶已經在海外佈局諸多資產。他提到，
曾遇過一位溫州客戶，在全世界有 130 多棟
房產卻不知如何打理，市場上諸如此類的理
財需求亦很旺盛。他還指，中國版 CRS 將
正式落地，合理避稅需求更可能催旺高級理
財市場。此外，雖然現時內地金融產品並不
成熟，但總會與時俱進，跟上發達市場的步
伐，內地財富管理將大有可為。

甬深投推會簽資 897 億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 者 茅 建 興 浙 江 報
道）在「深圳．寧波周」期間舉行的寧波
─深圳投資合作推介會暨項目簽約儀式
上，共簽約合作項目 33 個，總投資 897.4 億
元（人民幣，下同）。寧波市經合局相關負
責人說，此次「寧波周」活動達成的合作項
目投資額為近幾年來最多，簽約項目中現代
服務業項目投資額佔比超過九成。
簽約項目包括高級裝備、新材料和信息
技術等先進製造業項目 10 個，總投資 64.9
億元；特色小鎮、現代金融和現代旅遊等現
代服務業項目23個，總投資832.5億元。

資料圖片

較起拍價 446,772 億元溢價 23%。在競拍
結束後，萬科負責人回應稱，非常看好廣
州的未來發展前景，對其中心城區的持續
改善提升有足夠信心。「作為深耕廣州十
多年的城市配套服務商，萬科也期待與各
方攜手，依託自身專業能力，依法依規解
決廣信資產包中的歷史遺留難題，徹底消
除多年來盤踞在廣州城市發展中的頑疾，
為廣大市民提供更加優美的環境和更加完
善的配套服務。」

富貴閒人增 藝術品投資興起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 者 章 蘿 蘭 上 海 報
道）近年國內外藝術市場火爆，不少藝術品
的拍賣屢屢打破紀錄，買家多為內地的富裕
人士。有業界人士指出，如今內地「富貴閒
人」飆升，藝術品投資有望在未來三年內迎
來井噴式增長。
亞洲藝術品金融商學院創辦人范勇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高淨值人群對財富
配置通常有四個要求。首先是財富效應帶來
榮譽感，在此意義上，投資電影、藝術品，
與挖煤、蓋房子並不相同；其次是財富傳
承，如何將之留給後代；另外，對富豪而言
守財為先，故保值大於增值需求；第四，在
財富轉移繼承過程中，怎樣合理避稅。
在范勇看來，藝術品投資正符合上述需
求。他提到，如今不少產業滯漲，正是「富
貴閒人」時代，藝術品投資有望在未來三年
大幅增長，若將藝術品與金融業融合發展將
大有可為。不過，雖然需求旺盛，但內地相
關人才卻十分短缺，懂金融的不懂藝術，懂
藝術的又不懂金融。范勇認為，金融文化或

■花地灣目前多為臨時商舖和物
流點。
流點
。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 攝

代旅遊發展有限公司將投資 30 億元在鄞州
石家村和三里村建造文化旅遊小鎮，以及總
投資 40 億元的恒大溪口生態旅遊小鎮項目
等。
此外隨着寧波建設「一帶一路」綜合試
驗區步伐的加快，甬深兩地達成了更多的
「一帶一路」合作項目。中交城投控股有限
公司在奉化投資了兩大項目，即總投資 50
億元的「絲路揚帆」特色小鎮項目和總投資
30 億元在寧波設立服務「一帶一路」發展
的財產保險公司。
活動期間，浙江省委副書記、寧波市委
書記唐一軍與廣東省委常委、深圳市委書記
王偉中座談。唐一軍表示，希望寧波與深圳
兩市建立協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協同
推進製造業創新轉型、協同建造國際一流強
港，以及協同提升現代金融發展水平的交流
合作機制，走出一條合作發展、協同發展、
共贏發展的新道路。

煤炭權重股領漲

■滬綜指昨收報3,188點，升0.47%。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中證監澄清即將實施的《證券期貨投
資者適當性管理辦法》並未限制投資者的
交易自由，加上市場資金面平穩，A 股反
彈但力度有限。收市滬綜指上揚 0.47%，
深 成 指 與 創 業 板 指 則 分 別 升 0.58% 和
0.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山東
招遠在上海舉行的招商推
介會上傳出消息稱，復星
旗下的星景資本正積極與
招遠探討合作，成立 50
億元（人民幣，下同）規
模的 PPP 基金和股權投資
兩隻基金，支持招遠的基
礎設施建設及企業發展。
招遠市副市長李萬平表
示，招遠的黃金年產量及
已探明儲量均佔全國的十
■山東招遠招商推介會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章蘿蘭 攝
分之一以上，是全國首個
自產黃金超百萬両縣市，是名副其實的「金 業進行了洽談，達成投資意向高達 320 億
都」。事實上，招遠與上海合作由來已久。 元，簽訂正式合作協議的 5 家，項目總投資
今次在上海招商推介會上，招遠與 56 家企 57億元。

往年逢半年末時點，資金波動往往較劇
烈，市場利率也大幅走高。不過今年卻有
些反常。昨日央行已連續 5 日暫停公開市
場操作，自上周五以來，公開市場上累計
淨回籠 2,200 億元（人民幣，下同）。上
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Shibor）全線下
行，顯示流動性狀況較好，跨半年末資金

永隆料人民幣匯率已見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偉昉）近日
人民幣兌美元走勢強勁，繼周三升穿 6.8
水平之後，昨天繼續上升。永隆銀行司庫
蕭啟洪表示，相信因為內地需要資本流入
以支持經濟發展，或會扭轉人民幣跌勢；
預計匯率已經見底，未來一年不會跌穿
6.9 水平。截至昨晚 6 時，在岸人民幣匯率
為6.7803，上升227點子。
此外，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
（SWIFT）昨日公佈，5 月人民幣全球交
易使用量結束兩個月連跌，升至 1.61%，
環比上升 0.01 個百分點，排名回升至第六
位。

內地需資本流入支持

復星招遠傳設 50 億基金

中新社

兩市昨小幅高開，滬綜指在煤炭等權重
股帶領下震盪向上。雖然熱點此起彼伏，
但半年線附近壓力明顯，大市很快又掉頭
往下，之後整日處於窄幅波動走勢。截至
收 市 ， 滬 綜 指 報 3,188 點 ， 漲 14 點 或
0.47%；深成指報 10,511 點，漲 60 點或
0.58%；創業板指報 1,813 點，漲 5 點或
0.3%。兩市共成交 3,515 億元，較上一交
易日收窄約200億元。
進入 6 月煤炭價格持續上升，現再度高
於監管設定的每噸 500 元至 570 元的綠色
價格。業內人士普遍認為，7 月和 8 月煤
價仍看漲，但亦可能引發監管部門「出
手」。煤炭採選股領漲兩市，整體升幅近
2.5%。保險股緊隨其後，升幅亦近 2%。
船舶製造、國際貿易和工程建設等升幅居
前，多數行業分類均收紅，兩市僅包裝材
料、文教休閒、港口水運和貴金屬分類下
跌。
巨豐投顧認為，由於 6 月底流動性擔憂
低於預期，市場政策繼續趨緩，兩市反彈
趨勢得以延續，但兩市增量資金薄弱，上
攻動能不足，短期還有反覆可能。

蕭啟洪認為，內地經濟目前尚未完成轉
型靠消費推動發展，仍需要投資帶動。由
於同時進行去槓桿改革，銀行借貸因為資
本所限不能再擴張，資本因人民幣匯率下
跌而外流，令廣義貨幣供應量（M2）增
長持續下跌，影響對經濟的支持。為使

M2 不會過快下跌，內地需要吸引
資本流入，因此需要扭轉人民幣
下跌的趨勢。他認為，如果內地
有改變貶值趨勢吸引資金流入的
意圖，未來幾年人民幣匯率將再
次上升。不過，若人民幣匯率跌
穿 7 水平仍未見央行進行市場操
作干預，則表示內地沒有意圖或
能力令人民幣回升。

下半年美國料不加息
至於美國息口走勢，蕭啟洪指
美國經濟自第一季起開始放慢，
■蕭啟洪認為內地需要資本流入以支持經濟發展。
通脹、消費支出、工作時薪等數
他預期下半年美元保持平穩，美匯指數
據不太理想，下半年經濟仍需觀察，或會
拖慢加息進度。他傾向認為下半年美國不 在98點附近上落。歐洲經歷法國大選後的
能加息。根據聯儲局縮表計劃，首年縮減 政治不確定性減退，加上經濟有改善，預
3,000 億美元，其後每年縮減 6,000 億美 期歐元今年會在 1.1 至 1.15 水平上落。不
元，蕭啟洪認為幅度溫和，要至少 3 年才 過英國的不確定性因為脫歐安排或不利英
清理 2 萬億美元的超額存儲，對經濟的影 國經濟而上升，不建議持有英鎊，英鎊最
淡或見1.18至1.2水平。
響只會在兩三年後浮現。

山東首家民營銀行開業

■威海藍海銀行是內地第一家以服務海洋
經濟為特色定位的民營銀行。 山東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丁春麗 山東報
道）山東省首家民營銀行威海藍海銀行昨
天正式開業，該行也是全國第一家以服務
海洋經濟為特色定位的民營銀行。
藍海銀行由威高集團、赤山集團、迪
尚集團、青島福瑞馳科技公司、興民智
通（集團）股份公司、山東安德利集
團、煙台振華購物中心等 7 家民營企業

發起設立，註冊資本 20 億元（人民幣，
下同），7 家發起人企業業務涵蓋了醫
療器械、海洋產業、服裝產業、汽車產
業、零售商業、食品加工等產業。銀行
前三大股東威高集團、赤山集團和迪尚
集團分別出資 6 億元、4.5 億元和 2.5 億
元 ， 分 別 認 購 總 股 本 30% 、 22.5% 和
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