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培養40餘萬名各類人才
1912年，在開封的河南貢院舊址上，河南大學前身——河南

留學歐美預備學校應運而生。百年來，河南大學先後培養了40餘
萬名各類人才，為推動社會發展、科技進步、經濟建設和教育振
興作出了卓越貢獻。特別是近年來，學校在提高辦學層次、教育

質量、學術水平和擴大辦學規模、辦學空間、對外開放等方面
實現了跨越式發展，進入省部共建高校行列。

2011年，河南大學在標誌一流大學辦學水平的重要指標
上取得了歷史性突破，成為中原地區具有重要影響的育人

高地、集聚高地、創新高地和服務高地。河南大學的發
展得到了國務院和河南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視，在

《國務院關於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設中原經濟區的指導
意見》中，明確提出要 「支持河南大學創建國內一

流大學」，河南省還印發實施《百年名校河南大
學振興計劃（2011-2020年）》。

高起點謀劃學校發展
關愛和說，對河南大學來說，這

既是重大機遇，更是重大責任。建
設國內一流大學是國家從中原

經濟區建設的角度對河南
大學提出的發展目標和

發展要求，符合國
家區域經濟布局

發展的需要，符合中原父老鄉親對植根中原文化沃土的高等教育
資源的期盼，也符合河南大學近年來高水平大學建設的實際。

河南大學是一個有理想、有追求、有品格、有擔當的大學，
在百年的發展歷程中，鍛造了自強不息、百折不撓的精神品格，
鑄就了寵辱不驚、沉着穩重的辦學風格，具備成為著名大學的環
境和條件。目前，《河南大學 「十二五」事業發展規劃（2011—
2015年）》已經出台，《〈百年名校河南大學振興計劃〉專項規
劃（2011—2020年）》即將印發實施。

關愛和說，這兩個規劃站在創建國內一流大學、實現百年名
校振興的高度，認真總結了學校 「十一五」期間的發展成就，分
析了存在的問題和面臨的機遇，明確了學校建設和發展的指導思
想、戰略目標和戰略重點，提出了今後一個時期的發展任務和保
障措施，為學校快速發展繪就了清晰的藍圖，是指導學校今後一
個時期辦學興校的綱領性文件。

着力提升社會服務能力
中原經濟區的建設，要有人才的支撐，需要科技，需要教育

。關愛和說，全力服務中原經濟區建設，是河南大學義不容辭的
責任，也是實現百年名校振興的必由之路。中原經濟區的建設，
也給一百年來植根中原文化沃土的河南大學帶來勃勃生機。

河南大學集中力量編制《河南大學服務中原經濟區建設行動
計劃（2011-2020）》，發揮高校人才和智力優勢，為中原經濟區
建設提供有力支撐。關愛和說，根據中原經濟區建設需要，逐步
建立與中原經濟區新興產業、傳統優勢產業、高新技術產業發展

相適應的人才培養體系。
《行動計劃》提出，要精心打造育人高地，充分發揮 「人才

庫」作用，為中原經濟區建設培養高素質人才；精心打造集聚
高地，充分發揮 「引擎器」作用，為中原經濟區建設集聚優質
資源和創新要素；精心打造創新高地，充分發揮 「動力源」作
用，為中原經濟區建設提供先進技術支撐；精心打造服務高地
，充分發揮 「思想庫」作用，為中原經濟區建設提供決策諮詢
和文化引領。

全力以赴辦好百年校慶
9月25日，河南大學將迎來建校一百周年盛典。關愛和說，

百年校慶是學校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我們要通過百年校慶，
把展示辦學成就和謀劃學校發展結合起來，和創建 「國內一流、
國際上有較大影響的高水平綜合型大學」的發展目標結合起來。
通過百年校慶活動，動員各方面的力量，集中方方面面的智慧，
加快國內一流大學建設步伐，使河南大學以新的姿態跨入新的百
年。

關愛和說，下一步，我們將邀請各級領導、各界嘉賓及廣大
校友參加百年校慶，舉辦一系列高層次學術活動。通過百年校慶
活動，動員各方面的力量，集中方方面面的智慧，加快國內一流
大學建設步伐，使河南大學以新的姿態跨入新的百年。

坐落於古都開封的百年學府——河南大學今年將迎來百歲華誕。在全國兩會期間，全國
人大代表、河南大學黨委書記關愛和接受本報專訪時說，在新的起點上，加快創建國內一流
大學，全力服務中原經濟區建設，是河南大學義不容辭的責任，也是實現百年名校振興的必
由之路。我們必須堅持融入國家戰略、融入中原發展、融入行業進步，瞄準一流大學的建設
目標，精心打造四個高地，為中原經濟區建設提供堅強有力的人才、技術和智力支持。

本報記者 楚長城

百年河大創建一流大學 全力服務中原經濟區建設

河南大學今年將迎來百歲華誕

二手反價至癲，新盤再成買家寵兒，
發展商乘機趁旺加價。長實（00001）過
去周末 「突然」 撻着的大圍極尚．盛世，
上周六加推的84伙即日加價5%，即供平
均呎價調升至 8877 元；另嘉華國際
（00173）牽頭的黃竹坑深灣9號順勢調升
加幅，由原先5%增加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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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百萬元放盤掃清

極尚．盛世撐起過去周末一手樓市，並成為大贏
家，長實把握良機跟二手風反價。長實地產投資董事
郭子威表示，集團看好後市，極尚．盛世於上周六推
出的1座84伙，決定即日加價5%，加價後即供平均
呎價8877元，最低呎價8253元，面積912至1030呎
，即供價754.8萬元起。該盤昨晚分3度加推44伙，
其中7伙平台戶，呎價8941至10848元。

盛世獅子山景將亮相
極尚．盛世金山景僅 388 多伙，至今已推出 300

多伙，市場預計餘貨會於日內盡推出，至於尚餘數百
伙的獅子山景單位，會同場亮相，預計在市場搶購潮
下，餘貨可於短期內沽清。

另外，嘉華國際董事（營業及策劃）陳玉成表示
，集團牽頭的深灣9號計劃4月初重新開賣，目前尚
餘91伙可供發售，洋房及頂層複式各佔11伙，標準
戶少於 70 伙，觀乎近日豪宅市況暢旺，該盤成交保
持穩定，決定 4 月重推時，售價加幅由原先加 5%，
擬定進一步提升至8%，預料標準戶加價5%後，平均
呎價約2.1萬元，入場費要3200至3300萬元。

至於頂層複式單位，計劃重售時會以1至2伙作
號召，意向呎價 3.5 萬至 4.5 萬元，以單位面積 3100
至 3400 呎計，入場費逾 1 億元。另洋房暫時未有部
署。預計該批單位市值近60億元。

嘉岶薈添食呎價2.8萬
同系的跑馬地半山嘉岶薈，連同上周六獲預留的

5A及6A室，項目至今沽出6伙，陳稱最新部署推出
8B 室，連花費 800 至 1000 萬元裝修出售，意向呎價
2.8萬元，涉資約1.01億元。他續說，剛過去該盤錄
35枱貴賓參觀，其中6枱積極洽購，部分對上述單位
感興趣。

此外，市場消息指，新世界（00017）尖沙咀名
鑄亦有機會月內加價，加幅約 3 至 5%，加價後呎價
約近2萬元。

豪宅及新盤旺場，未有新盤面世的信置（00083
），唯有繼續推售旗下貨尾捕捉商機。營業部總經理
田兆源表示，旗下何文田雅麗居約 13 伙交吉戶，日
前推出發售，面積約800至2100呎，剛以呎價1.05萬
元沽出1伙尚餘12伙呎價約8500元至1.2萬元。

另外，同系太子道西雅閣花園超過 40 伙交吉或
連約單位，亦計劃短期內推售；九龍帝景居兩個複式
單位繼續以呎價1.5萬元推售。而早前拆售的柴灣灣
景園累售70伙，平均呎價約7000元。

屯門站上蓋傳周內命名
信置牽頭的白石角天賦海灣，即日加推兩個連平

台特色戶，單位為 21 座 1A 及 1B 室，面積約 1496 及
1450 呎，連 400 及 260 呎平台，售價約 2015.2 萬及
1874.5萬元，呎價約1.3萬元。

至於全城期待的新地（00016）矚目巨獻屯門站上
蓋，消息稱最快周內公布命名，取得售樓紙後即推，
市傳意向呎價7000元起，高層特色單位勢過萬元。旺舖市道熾熱，成交頻湧現。廣東道兩個樓上舖剛以

9800 萬元易手，相對業主購入價 390 萬元勁賺 9400 萬；另
有業主剛以 4000 萬元摸出中環擺花街地舖，持貨大半年微
賺380萬元。

土地註冊處資料顯示，尖沙咀廣東道14號及16號1樓
舖，面積約1200方呎，新近以9800萬元易手，業主分別於
1996 年及 1998 年 350 萬及 140 萬元購入，持貨超過 10 年易
手，業主勁袋9410萬元。該舖現時由浴足租用。

利嘉閣（工商舖）地產聯席董事郭永康表示，受惠2月
市場氣氛轉好，擺花街52至60號地下4號，原業主於上年7
月時以約 3670 萬購入，今年 6 月 1 日成交前，以近 4000 萬
元摸出，微賺380萬元。利嘉閣（工商舖）地產高級市場部
經理衛德倫表示，2月份商舖買賣登記約166宗，成交金額
約31.55億元，按月分別上升近1%及12%。登記宗數是自去
年10月份錄得的168宗後連續5個月成交宗數不超過180宗
，而成交金額則是繼去年8月份後首次重上30億的水平。

廣東道兩樓上舖9800萬易主

日前可供試勾的沙田馬鞍山落禾沙地皮，昨日刊登草擬
章程，地皮規定作限量發展，最多可建463伙，市場料每呎
值約 4500 至 5000 元，地皮估值約 25 至 28 億元，料恒地
（00012）試勾機會高；另西貢碧沙路及鴨脷洲海旁道兩幅
住宅地本周五截標，料兩地估計約27.35億元。

沙田市地段第574號落禾沙地皮，據草擬賣地章程顯示
，地皮佔地約 15.5 萬方呎，可建樓面約 56.2 萬方呎，設 90
米高度限制，規定限量用地，最多可建463個單位，平均面
積約 1200 方呎，市場估計 4500 至 5000 元，地皮約值 25 至
28億元。上址原屬恒地落禾沙項目的第7期，由於政府不欲
透過換地程序批予該財團，遂以勾地形式拍賣，遂預計坐擁
上址龐大發展的恒地，對該皮必虎視眈眈，試勾再擴大版圖
機會高。

另鴨脷洲及西貢兩地周五截標，韋堅信測量師行估價部
董事林晉超表示，鴨脷洲洲徑及鴨脷洲海旁道的交界，地盤
面積為3.28萬方呎，可建總樓面22.9萬方呎。地皮沒加入限
呎或限量因素，相信發展商將會把項目打造為分層式豪宅，
另設地庫停車場。鄰近可作比較的發展項目如深灣軒、南灣
或深灣 9 號等，預料上址約值 22 億元，每呎樓面地價 9573
元。而西貢碧沙路地盤面積為近 8.2 萬方呎，可建總樓面
3.27萬方呎，樓高3層。林晉超認為該地盤的發展密度低，
並有海景，較適合作檔次較高的花園洋房類別的發展項目，
由於所牽涉的金額不算很大，相信不少中型發展商也樂意參
與競投，估計5.35億元，每呎樓面地價1.6萬元。

上車天堂屯門區及天水圍，經過小陽春一輪急衝
，200萬元以下放盤較1月減少34%，其中100萬元放
盤僅餘4個，全屬公屋單位，私樓全無供應，可謂近
10年罕見。

屯門 「主場」祥益地產統計，截至 3 月 12 日，
屯門區內100萬以下放盤單位僅餘4個，全屬良景邨
等公屋單位，單幢私樓及居屋最平上車價也要120萬
元。而100萬至150萬放盤約179個，150萬至200萬

則有 735 個，200 萬元以下放盤 918 個，若連同天水
圍的95個在內，200萬以下放盤僅得1013伙，較1月
1539伙縮34%。祥益地產總裁汪敦敬表示，從上述數
據顯示，屯門區內上車盤 「買少見少」，現時200萬
以下放盤單位餘下約千個，其中100萬上車盤僅餘4
伙可算絕跡，亦為近10年少見無百萬盤的現象。

區內上車盤持續減少，相信與最近樓價急升，加
上業主對屯門站上蓋物業即將開售的期望帶動下，區

內樓價明顯上升，不少業主反價。祥益地產營業董事
謝澤銘表示，樓價狂升及業主憧憬屯門站即將開賣，
業主乘機坐地起價，其中嘉湖山莊一期 11 座高層 F
室576呎，業主原叫價220萬元，已與買家達成共識
，豈料在買家 「計數」的數分鐘內反口要價225萬元
，雙方最終以223萬元成交，呎價3871元。

相反用家起勢於屯門站上蓋出售前搶閘入市，買
入等升值兼恐買貴樓，近期該區成交增60至70%。

全球首三位最貴優質寫字樓
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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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香港

倫敦

東京

2011年每方呎月租金

98.18港元

93.81港元

81.2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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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郭 子 威
（右）乘勢加
價，旁為營業
經理曹皎明

萊坊：港甲廈租金貴絕全球
香港的寫字樓租金已經超越倫敦，成為全球

寫字樓租金最高城市。倫敦地產研究公司萊坊報
告指出，2011 年位於香港中環的甲級寫字樓租
金勁升 28%，每方呎年租金升至 97.11 英鎊（約
1178.27港元，即是平均每呎月租98.18港元）。
香港寫字樓租金狂升，凸顯全球金融業重心向亞
洲轉移，令到亞洲甲級寫字樓空置率降低，而香
港寫字樓租金升幅為全球成熟金融中心之冠。

至於 2010 年排首位的倫敦，去年跌至第二
位，每方呎年租金為92.50英鎊（約1125.72港元
，即平均呎月租93.81港元）。

事實上，亞洲市場的重要地位，可從北京寫
字樓租金猛漲中表現出來。2011 年北京寫字樓
租金狂升 46%，每方呎年租金升至 36.27 英鎊
（約439.96 港元，即是平均呎月租36.66 港元）
，為全球第 19 位寫字樓租金最昂貴城市。內地

與香港的寫字樓租金升幅，與大多數歐洲市場形
成強烈對比。歐債危機衝擊對寫字樓租賃需求，
2011 年下半年，歐洲寫字樓租賃停頓下來。就
算在倫敦，這個被視為歐債危機之下物業投資者
避險地，甲級寫字樓需求 2011 年上半年仍在增
加，但到了下半年開始呈疲態，去年年底每方呎
年租金92.50英鎊（約1121.40港元，即是平均呎
租93.36港元）。

雖然亞洲市場需求增長強勁，但萊坊的報告
警告，對於一些過分依賴金融服務業的城市在
2012 年的寫字樓需求料放慢。相對地，三藩市
是美國表現最佳寫字樓租賃市場，需求來自科技
公司，當地甲級寫字樓租金升了24%，每方呎年
租金達到37.75美元（約24.42英鎊、約295.94港
元，即平均呎租24.66港元）。

美國其他地區，如曼哈頓的升幅亦顯著，上

升一成二，至每方呎年租金64.36美元。
其他主要的地區包括有新加坡、巴黎、日內

瓦和悉尼等，以及兩個近年發展得十分蓬勃的新
興寫字樓地區──莫斯科和澳洲柏斯，其中柏斯
更是首次打入十大位置，該地近年因西澳經濟發
達而租金急升，空置率大跌。

▲2011年位於香港中環的甲級寫字樓租金勁升
28%

落禾沙限量地料28億 盛世提價5% 深灣加8%

▲鴨脷洲地皮面積3.28萬方呎，市場估值22億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