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益「宅經濟」的遊戲產業
在疫市中狂飆。中國最大遊戲
展會ChinaJoy 上最新發布的
《2020年1-6月中國遊戲產業
報告》顯示，內地網絡遊戲用
戶規模已近6.6億人，期內遊
戲市場實際銷售收入1,394.93
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
增長 22.34%，增速提高13.75
個百分點。雲遊戲增速尤其迅
猛，上半年市場實際銷售收入
達4.03億元，同比增79.35%。
騰訊公司副總裁王波昨日在

表示，業界應該把握機遇，做
好遊戲產業的「新基建」，推
動玩法、研發、發行等整個產

業體系，實現大跨度的進化。
王波透露，今年騰訊將第一次
在ChinaJoy推出多款手遊的雲
遊戲試玩，並調集一支專門小
組，嘗試研發一款無法本地運
行、卻能跑在雲端的「原生雲
遊戲」，探索全新的玩法原
型。 ■■記者章蘿蘭 上海報道

中國雲遊戲收入增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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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住建局29日深夜發布「7．15」《關於進一步促進

我市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的通知》（下稱《通知》）新

政細則，對深戶社保、單身或離異等作出詳細規定。當中令

香港人關注的是，港人如果購買深圳熱點樓盤，需要在該市

購買社保或者納稅。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深圳報道

港人買深圳熱點樓盤需繳社保
政府房產新政細則出台 優先滿足無房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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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遏制市場炒作，深圳市7月
15日出台《通知》，29日深

夜又公布具體細則，明確新政節
點。在7月15日前的交易，按舊政
策執行；以網簽或定金支付時間界
定，定金可以是本人或直系親屬支
付。落戶未滿3年，但購房之日前
連續繳納5年及以上個人社保，可
購買一套商品住房；深圳戶口累計
斷繳3個月或以內，4年內繳納時
間滿36個月即可；非深戶社保連
續5年累計斷繳3個月或以內的、
但6年內累計繳納時間滿60個月即
可。

追溯3年離異記錄設限額
對於離異人士將在其購房之日前

3年內有兩次以上（含兩次）離異
記錄的，追溯 3年內所有離異記
錄，其擁有的住房套數按購房之日
前3年歷次離異時家庭總套數之和
計算。
去年11月6日，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領導小組會議在北京召開，香港
特首林鄭月娥會後公布，會議上通
過16項惠港新措施，其中一項就是
便利香港居民在大灣區內地城市購
買房屋。香港居民在粵港澳大灣區
內地城市購房，獲豁免所需的在本
地居住、學習或工作年限證明、以
及繳納個人所得稅及社保條件，使
香港居民享有與當地居民同等的待
遇，便利香港居民在內地學習、就

業，以及退休後在內地生活。

港澳台人士需遵從細則
至於港澳人士是否適用 7．15

《通知》，深圳住建局在細則中表
示，港澳台人士購房仍按照有關政
策執行，以家庭為單位限購一套，
無須繳納社保或者繳納個人所得
稅。但是，如果符合購房條件的港
澳人士申購熱點樓盤時，還需按照
《通知》第五條要求規定執行。
根據7月15日公布的《通知》第

五條「加強熱點樓盤銷售管理」，
文中提到，「對社會關注度較高、
預計購房人數較多的熱點樓盤，房
地產開發企業應當按照優先滿足無
房居民家庭購房需求的原則，並根
據在本市繳納個人所得稅或社會保
險時間長短等因素制定樓盤銷售方
案，嚴控認購人數，合理確定房源
和認購人數比例。樓盤銷售方案報
所在區住房建設部門備案。」

熱點樓盤定義暫未公布
即購買熱點樓盤時，購房者需在

深圳市繳納個人所得稅或購買社會
保險，否則不能購買。不過，對於
如何定義熱點樓盤，住建局暫時未
有提及。記者就此事詢問地產代理
業界人士時，美聯物業全國研究中
心主任何倩茹認為香港人不受影
響，仍按原來的政策要求。中原則
截至本報截稿時未有回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
海報道）疫情無阻內地房企拿地熱
情，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2020
年上半年中國百城地價報告》顯
示，上半年宅地價格同比上漲
10.2%，儘管漲幅收窄，但依然是
兩位數漲幅。從城市來看，部分經
濟條件較好的強三四線城市地價漲
幅甚至達三位數，一二線城市因一
線城市供地節奏快，亦刺激房企搶
地引發地價明顯上漲。

三四線漲幅超一二線
報告顯示，上半年全國100個城
市居住用地價格為每平方米6,176
元（人民幣，下同），同比漲
10.2%。其中，4個一線城市居住用
地價格為每平方米16,671元，同比
漲10.1%，北京和上海漲幅分別為
48%、23%。二線城市中，成都、
昆明和銀川漲幅為 61%、59%和

57%，皆屬於西部重點城市，地價
成本可控，很容易吸引房企積極進
入。三四線城市中，唐山、南通和
江陰等漲幅分別達203%、110%和
84%，此類城市屬於經濟條件較好
的強三四線城市。
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嚴

躍進表示，從土地市場的穩定發展
角度看，地價上漲過快城市勢必需
要積極管控，尤其是要嚴查違規資
金進入購地市場。

多市現搶地 高溢價普遍

廣東省玩具協會會長李卓明
表示，目前中國玩具出口金額
降幅逐步收窄，而疫情期間玩
具網銷不僅沒下降反而增長迅
速，預計未來玩具網銷的佔比
會進一步提高。他認為，強大
的產業鏈配套等優勢將促使中

國玩具業升級轉型，中國玩具
製造大國地位20年不會改變。
今年內地首個大型國際玩具專
業展「第32屆國際玩具及教育
產品（深圳）展覽會」將於8月
6日舉行。

■■記者方俊明 廣州報道

深圳下月舉行玩具展

經濟簡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外圍市場表現低迷，昨日A股也重
新陷入弱勢，滬深三大股指均震盪收
跌，上證綜指挫 0.23%，報 3,286.82
點。但交投依然活躍，量能維持在1萬
億元（人民幣，下同）以上。

兩市成交額維持逾1萬億
近來A股走勢猶豫，滬指未能一鼓作

氣成功向上突破關鍵點位。昨日盤中幾
次站上 3,300 點整數關口，最高觸及
3,312.45點，惟多空雙方經過數輪爭奪，
均是得而復失。截至收市，滬指報3,286

點，跌7點或0.23%；深圳成指報13,466
點，跌90點或0.67%；創業板指報2,743
點，跌 23 點或 0.86%。兩市共成交
10,937億元，北向資金淨流出42億元。
水泥建材、農牧飼漁以逾2%的升幅

領漲，電力、醫藥製造板塊也逆市漲超
1%，船舶製造重挫3%。和信投顧分
析，隔夜美聯儲宣布維持零利率不變，
稱新冠疫情構成相當大的風險，重申將
動用一切工具支撐經濟，美國經濟已經
成為市場上最大的一顆「定時炸彈」，
致使國際資本風險偏好下降，加速擁抱
避險資產，對中國市場構成一定壓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岑健樂）阿里巴
巴（9988）旗下電商平台淘寶昨日宣布
推出全新創意商家評選機制，以支持優
秀年輕造物者及小商家。評選機制將由
行業專家組成第三方評判團，對過去5
年參與淘寶造物節的特色商家評分，為
近200名商家頒發分成4個級別的數碼
獎章。這些商家的產品將登上淘寶具備
「千人千面」個性化推薦功能的「有好
貨」欄目內，以提高其知名度和曝光
率。
阿里巴巴集團首席市場官董本洪昨表

示，新評選機制旨在鼓勵原創性和創造
力。造物者通過參與淘寶造物節，可以
獲得全年的業務推廣資源，帶動業務及
客量增長。這也是集團致力於幫助小企
業及年輕造物者實現夢想、走向成功的
長期目標。
董本洪又表示，疫情爆發半年來，網
購變得更加普及，零售店舖也可利用網
店維持經營。他稱，淘寶造物節的目的
不是為賣貨，而是為鼓勵有創意的造物

者與消費者見面。若淘寶造物節對外拓
展，很可能選擇港澳，「希望這一天很
快到來」。此外，若是次移動式展覽成
功，將來造物節亦大可拓展至台灣及澳
洲等市場。

造物節商家遊走四市
今年淘寶造物節迎來5周年，因疫情

關係，將結合線上線下方式，傳遞「造
喚新生」的主題。自8月10日起一連4
日，淘寶將藉助平台上3D虛擬互動產
品「淘寶人生」搭建線上會場。淘寶用
戶可通過個人虛擬化身體驗六大主題的
線上展館，並與一眾明星的虛擬化身進
行互動。
今年另一創新在於參觀淘寶造物節的

用戶無須親身前往現場；取而代之的是
大會將嘉年華活動主動帶到他們身邊。
淘寶造物節的商家將開展公路之旅，由
杭州出發，親身前往成都、西安及武
漢，在4個城市與淘寶造物節的粉絲互
動交流。

淘寶推創意商家評選

滬指3300點得而復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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氫能首納穗能源系統
廣州市發改委昨天發布

《廣州市氫能產業發展規劃
（2019-2030）》，為內地首
次將氫能引入能源系統。根
據規劃，到2022年，環衞領
域新增、更換車輛中燃料電
池汽車佔比不低於 10%；公
交、倉儲及港口等領域燃料
電池汽車不低於3,000輛；建
設綠色氫能電綜合調峰示範
應用電站1座等。2025年初步
實現氫能規模化應用，培育

100家氫能及燃料電池相關企
業，實現產值預計600億元人
民幣以上。
另外，廣州將重點建設黃埔

氫能產業創新核心區、南沙氫
能產業樞紐、番禺乘用車製造
及分布式發電研發基地、從化
商用車生產基地和白雲專用車
生產基地。並成立近30人組成
的氫能專家委員會，建立頂級
智庫團隊。

■■記者敖敏輝廣州報道

天津銀行招聘行長
天津銀行（1578）日前發布
公告稱，現任董事長李宗唐因
年齡原因向董事會提交辭呈，
辭去董事長等職務。董事會會
議選舉孫利國為天津銀行董事
長、發展戰略委員會主任委
員、提名與薪酬委員會委員等
職務。行長孫利國接任董事長
一職次日，該行就面向社會公

開招聘1名行長、3名副行長。
選聘公告稱，將選聘1名行長
負責銀行日常業務的經營管
理；3名副行長，分管批發銀
行和金融市場業務、分管零售
銀行與業務營運及金融科技業
務、分管風險與內控合規及法
律事務各一名。

■■記者張聰 天津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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