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的真實、 準確、 完整，
沒有虛假記載、 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本公司於 2012�年 3 月 31 日在 《中國證券報》 、 《大公報》 以
及巨潮資訊網 （http://www.cninfo.com.cn�） 上公告了 《關於召開 2012
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的通知》 ， 鑒於本次股東大會將採用現場表
決與網路表決相結合的方式， 現將有關事項再次通知如下：

一、 召開會議基本情況
（一） 召集人： 公司董事會
經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第十六次會議審議通過， 決定召開公司

2012 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
（二） 會議召開的合法、 合規性： 本次股東大會會議召開符合有

關法律、 行政法規、 部門規章、 規範性檔和公司章程的規定。
（三） 會議召開的日期、 時間：
現場會議時間： 2012 年 4 月 17 日 （星期二） 14:30
網路投票時間： 2012�年 4 月 16 日至 2012�年 4 月 17 日。 其中：
1、 通過深圳證券交易所交易系統進行網路投票的具體時間為

2012 年 4�月 17 日上午 9: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5:00；
2、 通過深圳證券交易所互聯網投票的具體時間為 2012�年 4 月

16 日 15:00 至 2012 年 4 月 17 日 15:00 期間的任意時間。
（四） 會議的召開方式： 現場投票及網路投票相結合的方式。 公

司將通過深圳證券交易所交易系統和互聯網投票系統 （http： //wltp.
cninfo.com.cn） 向公司股東提供網路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東可以
在網路投票時間內通過上述系統行使表決權。

公司股東只能選擇現場投票和網路投票中的一種表決形式， 如
果同一表決權出現重複投票表決的， 以第一次投票表決結果為准。

（五） 出席對象：
1、 截至 2012 年 4 月 10 日下午收市時在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

責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記在冊的本公司全體股東。
上述股東可親自出席股東大會， 也可以以書面形式委託代理人

出席會議和參加表決， 該股東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東。
2、 公司董事、 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
3、 公司聘請的律師。
（六） 現場會議召開地點： 深圳市人民南路深房廣場 48 樓 A 會

議室。
（七） 股權登記日： 2012 年 4 月 10 日。
二、 會議審議事項
（一） 審議 《關於修改公司章程的議案》 ；
（二） 審議 《關於董事會換屆的議案》 ；
（三） 審議 《關於監事會換屆的議案》 ；
（四） 審議 《關於為深圳圳通工程有限公司提供貸款抵押擔保的

議案》 ；
（五） 審議 《關於為深房尚林花園專案施工總承包工程支付保函

提供信用擔保的議案》 。
以上議案內容詳見 2012 年 3 月 31 日巨潮網 （www.cninfo.com.

cn） 董事會決議公告、 監事會決議公告及對外擔保公告。
上述議案中第 （一） 項議案為特別表決事項， 需要經出席股東

大會的股東 （包括股東代理人） 所持表決權的三分之二以上通過。
第 （二） 、 （三） 項議案須採用累積投票方式逐項表決， 其中： 第
（二） 項議案中的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須分別進行累積投票選舉。

三、 參與現場會議的股東的登記方法
（一） 登記方式
1、 個人股東親自出席會議的， 應出示本人身份證或其他能夠表

明其身份的有效證件或證明、 股票帳戶卡； 委託代理他人出席會議
的， 應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證件、 股東授權委託書。

2、 法人股東應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託的代理人出席
會議。 法定代表人出席會議的， 應出示本人身份證、 能證明其具有
法定代表人資格的有效證明； 委託代理人出席會議的， 代理人應出
示本人身份證、 法人股東單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書面授權委
託書。

（二） 登記時間： 2012 年 4 月 16 日上午 9:00—12:00， 下午
2:00—5： 00

（三） 登記地點： 深圳市人民南路深房廣場 47 樓董事會秘書處
四、 參與網路投票的股東的身份認證與投票程式
在本次股東大會上， 股東可以通過深交所交易系統和互聯網投

票系統 （位址為 http://wltp.cninfo.com.cn） 參加投票， 網路投票程式
如下：

（一） 通過深交所交易系統投票的程式
1、 投票代碼： 360029
2、 股票簡稱： 深房投票
3、 投票時間： 2012�年 4 月 17 日的交易時間， 即 9:30-11:30 和

13:00-15:00
4、 在投票當日， “深房投票” “昨日收盤價” 顯示的數位為本

次股東大會審議的議案總數。
5、 通過交易系統進行網路投票的操作程式：
（1） 進行投票時買賣方向應選擇“買入” 。
（2） 在“買入價格” 項下輸入對應申報價格， 申報價格如下：

議案投票 序號 議案名稱 對應申報價格 （元）
總議案 全部議案 100

1 關於修改公司章程的議案 1
2 關於董事會換屆的議案 2
2.1 選舉周建國先生為公司第七屆董事會董事 2.01
2.2 選舉陳茂政先生為公司第七屆董事會董事 2.02
2.3 選舉鄧康誠先生為公司第七屆董事會董事 2.03
2.4 選舉張磊先生為公司第七屆董事會董事 2.04
2.5 選舉文利女士為公司第七屆董事會董事 2.05
2.6 選舉姜麗花女士為公司第七屆董事會董事 2.06
3 選舉獨立董事 3
3.1 選舉周含軍先生為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獨立董事 3.01
3.2 選舉劉全民先生為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獨立董事 3.02
3.3 選舉宋博通先生為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獨立董事 3.03
4 關於監事會換屆的議案 4
4.1 關於選舉莊泉先生為公司第七屆監事會監事 4.01
4.2 關於選舉王秀顏女士為公司第七屆監事會監事 4.02
4.3 關於選舉李雨霏女士為公司第七屆監事會監事 4.03

5 關於為深圳圳通工程有限公司提供貸款抵押擔保
的議案 5

6 關於為深房尚林花園專案施工總承包工程支付保
函提供信用擔保的議案 6

（3） 在“委託股數” 項下填報表決意見， 表決意見對應的申報
股數如下：

表決意見類型 委託數量

同意 1 股

反對 2 股

棄權 3 股

（4） 本次股東大會審議多個議案， 如股東對所有議案均表示相
同意見， 則可以只對“總議案” 進行投票。

如股東通過網路投票系統對“總議案” 和單項議案進行了重複
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為准。 即如果股東先對相關議案投票表
決， 再對總議案投票表決， 則以已投票表決的相關議案的表決意見
為准， 其他未表決的議案以總議案的表決意見為准； 如果股東先對
總議案投票表決， 再對相關議案投票表決， 則以總議案的表決意見
為准。

（5） 對同一議案的投票只能申報一次， 不能撤單。
（6） 不符合上述規定的投票申報無效， 深交所交易系統作自動

撤單處理， 視為未參與投票。
（二） 通過互聯網投票系統的投票程式
1、 互聯網投票系統開始投票的時間為 2012 年 4 月 16 日下午

3:00， 結束時間為 2012 年 4 月 17 日下午 3:00。
2、 股東通過互聯網投票系統進行網路投票， 需按照 《深交所投

資者網路服務身份認證業務實施細則》 的規定辦理身份認證， 取得
“深交所數位證書” 或“深交所投資者服務密碼” 。

3、 股東根據獲取的服務密碼或數位證書， 可登錄 http://wltp.cn-
info.com.cn 在規定時間內通過深交所互聯網投票系統進行投票。

（三） 網路投票其他註意事項
1、 網路投票系統按股東帳戶統計投票結果， 如同一股東帳戶通

過深交所交易系統和互聯網投票系統兩種方式重複投票， 股東大會
表決結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結果為准。

2、 股東大會有多項議案， 某一股東僅對其中一項或者幾項議案
進行投票的， 在計票時， 視為該股東出席股東大會， 納入出席股東
大會股東總數的計算； 對於該股東未發表意見的其他議案， 視為棄
權。

五、 其他事項
（一） 會議聯繫方式
聯繫人： 陳繼、 羅毅
電話： （0755） 82293000－4718、 4715
傳真： （0755） -82294024�������電子郵箱： spg@163.net
通訊位址： 深圳市人民南路深房廣場 47 樓 董事會秘書處
郵遞區號： 518001
（二） 股東 （或代理人） 與會費用自理。
（三） 若有其他事宜， 另行通知。
六、 備查文件
1．深圳經濟特區房地產 （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第

十六次會議決議。
2．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檔。
附： 股東大會授權委託書

深圳經濟特區房地產 （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12 年 4 月 13 日

股東大會授權委託書
茲委託 先生 （女士） 代表本人 （本公司） 出席深圳經濟特

區房地產 （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並行使
表決權。

委託人姓名及身份證號碼：
（法人股東營業執照號碼）
股東帳號:��������������������������������������持股數： 股
有效期限：
受託人簽名： 受託人身份證號碼：
委託人對下述議案表決如下： （請在相應的表決意見項下劃

“√”）

議案投票序號 議案內容
表決意見

同意 反對 棄權
1 關於修改公司章程的議案
2 關於董事會換屆的議案
2.1 選舉周建國先生為公司第七屆董事會董事
2.2 選舉陳茂政先生為公司第七屆董事會董事
2.3 選舉鄧康誠先生為公司第七屆董事會董事
2.4 選舉張磊先生為公司第七屆董事會董事
2.5 選舉文利女士為公司第七屆董事會董事
2.6 選舉姜麗花女士為公司第七屆董事會董事
3 選舉獨立董事
3.1 選舉周含軍先生為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獨立董事
3.2 選舉劉全民先生為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獨立董事
3.3 選舉宋博通先生為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獨立董事
4 關於監事會換屆的議案
4.1 關於選舉莊泉先生為公司第七屆監事會監事
4.2 關於選舉王秀顏女士為公司第七屆監事會監事
4.3 關於選舉李雨霏女士為公司第七屆監事會監事

5 關於為深圳圳通工程有限公司提供貸款抵押擔保
的議案

6 關於為深房尚林花園專案施工總承包工程支付保
函提供信用擔保的議案

如果委託人未對上述議案作出具體表決指示， 受託人可否按自
己意思表決：

□可以 □不可以
委託人簽名 （法人股東加蓋公章） ：
委託日期： 年 月 日

證券簡稱： 深深房 A、 深深房 B������������������������������������������證券代碼： 000029、 200029 公告編號： 2012-014
�����

深圳經濟特區房地產 （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提示性公告

北帝街限呎 九肚豪宅地區 將軍澳限量地

會展28樓沽3.75億歷來最貴

政府及市建局推三住宅地
政府決心循各渠道增土地供應，踏入

新財政年度，再有3幅住宅地皮釋放出來
。當中，市建局土瓜灣北帝街／木廠街
「限呎」 項目，即日起邀請財團遞交意向
，連同今日起招標的沙田九肚豪宅地、以
及將軍澳市中心 「限量」 地，三地供應料
逾420伙，估值合共逾17億元。

中資企業積極在港擴展業務，土地註冊處資料顯示
，香港聯合工程技術有限公司早前斥資近 3.75 億元，
購入灣仔會展廣場辦公大樓作總部用途，成交呎價2.27
萬元。據了解，是次交易為該廈歷來最貴的全層成交。

土地註冊處資料顯示，灣仔會展廣場辦公大樓 28
樓全層，上月底以3.7496億元成交，以該層樓面16518
方呎計算，成交呎價高達 2.27 萬元，是該廈歷來最貴
全層成交。新買家為香港聯合工程技術有限公司，據了
解，該公司屬中資企業在本港的子公司，主要從事道路
工程業務。

美聯商業營業董事羅仲英透露，該公司之前租用北
角嘉華國際中心樓面，1年前開始已物色合適樓面，是

次購入上述樓面作總部之用。
資料顯示，會展廣場辦公大樓49樓05室去年中以

4182 萬元成交，呎價達 2.53 萬元，成為該廈歷來最貴
的成交。不過業內人士指出，若以全層寫字樓計算，則
以是次成交的單位最貴。翻查資料，該廈對上一次錄得
全層成交在 2010 年 9 月，當時中石化以 2.31 億元買入
該廈25樓全層，呎價僅1.4萬元。成交造價理想，賣方
亦大賺離場，上手業主在 2003 年第三季入市，當時作
價僅 7200 萬元，轉手勁賺逾 3 億元，賺幅高達 4.02
倍。

舖位方面，細價舖位摸貨潮持續，市場再錄短時間
內多次轉手的成交個案。消息指，旺角上海街436號地
下 G 及 H 舖，面積 288 方呎，新近以 1720 萬元易手，
呎價59722元，賣方1個月速賺140萬元，賺幅8%。據
悉，連同今次成交，該舖去年11月起已3度轉手，4個
多月累積升值32%。

另邊廂，大角咀埃華街 1 號地下 A 舖，建築面積
380方呎，近日亦以1880萬元摸出，成交呎價49474元
。該名出貨的投資者在今年 3 月，才以 1680 萬元購入
舖位，是次轉售賺200萬元，賺幅12%。據悉，舖位由
恒生銀行租用，月租3.79萬元，回報率2.42厘。

此外，恒隆地產（00101）稱，高檔服裝品牌上海
灘的香港旗艦店，已於中環都爹利街1號開業，該舖樓
高3層，總樓面達1.5萬方呎。資料顯示，上海灘原先
租用中環畢打行多層3.2萬方呎樓面，但美國時裝品牌
A&F以月租700萬元搶租該舖，上海灘最後遷出該舖。

近年多番收購市區舊樓的恒地（00012），
於日前單日提出 6 宗強拍之後，昨天以底價
7270萬元，成功統一鴨脷洲大街70及72號舊樓
業權，折合每呎地價約4371元，發展商計劃把
項目與毗鄰地段一併重建，投資額約 4 億元，
合共提供60伙中小型住宅。

香港仔鴨脷洲大街70及72號地盤，位於鴨
脷洲大街西北面、即洪聖街及華庭街交界，地
盤面積約1980方呎，現有1幢早於1966年落成
的6層高商住大廈，地皮劃為 「住宅（甲類）2
」用途，地積比率約 8.5 倍，可建總樓面約
16830方呎。

恒地早前申請強拍該廈，項目底價7270萬

元，現場所見，除了恒地代表外，一名手持 3
號牌的女士亦到場觀摩，惟最終未有出手，項目
終由恒地以底價奪得，每呎樓面地價4371元。

恒地近年積極將毗連市場舊樓地盤合併發
展，該公司執行董事黃浩明於拍賣後亦坦言相
告，公司花了2至3年時間籌備以上併購項目，
計劃把物業與鴨脷洲大街62至68號合併發展，
總投資額4億元，涉及總樓面約5萬方呎，計劃
興建60伙中小型單位，他又稱，集團尚有多個
舊樓地盤陸續提出強拍申請，地盤分布於港島
及九龍區。

手持 3 號牌的林女士表示，鑑於發展商已
花了不少時間收購該地盤，似乎志在必得，所以

今次沒有出價競投，今次是抱着觀摩的心態到
場。她又認為，該項目成交價合理，南區樓市
前景向好，而未來遇到合適的舊樓地盤，又或
政府會再推出小型地皮，公司亦會作出研究。

第一太平戴維斯估值及專業服務董事總經
理陳超國指出，今年舊樓強拍申請已達31宗，
估計全年申請個案超越60宗，原因是強拍門檻
放寬後，發展商開始對強拍的申請過程深入了
解，明白失敗的風險不高，所以申請強拍的個
案自然增多，他又認為，申請強拍的發展商未
必如公開拍賣時般面對眾多競爭對手，因為發
展商已持有項目一定業權，在競投方面有較大
優勢。

恒地併鴨脷洲大街4地建60伙

▲黃浩明（舉牌者）表示，公司計劃把鴨脷洲
大街62至72號合併發展，興建60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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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市小陽春後筍盤被市場迅速消化，令市
場交投轉慢。土地註冊處數據顯示，本月首
11 日本港暫錄得 2188 宗二手住宅成交註冊，
較3月同期回落達17%。有物業代理預期，全月
註冊量將回落至7000宗水平，按月跌三成。

二手樓交投在農曆新年過後明顯轉活，不
過港置高級執行董事伍創業表示，踏入3月份
，市場已消化不少盤源，買家入市步伐亦略為
減慢。

該行資料研究部預期，全月二手註冊量將
跌穿1萬宗，回落至約7000宗水平。

不過數字雖然或按月回落約三成，但較今
年1月僅2705宗及2月3406宗，仍錄得逾倍升
幅。

按地區劃分，當中以新界區佔最多註冊，
暫錄 1191 宗，佔整體二手註冊 54%；其次為
九龍區，佔25%，暫錄543宗；至於港島區則
暫錄 454 宗，佔約 2 成。資料顯示，4 月暫錄
最多註冊的2個屋苑均位於新界區，分別為天
水圍嘉湖山莊及沙田第一城。

本
月
首
11
日
註
冊
量
降
17
%

多個新盤趁旺市谷客，恒地（00012）旗下沙田豪
宅名家匯亦不敢怠慢，樓盤新近開放複式示範單位，單
位意向價7000萬元。發展商稱，名家匯已售130伙，套
現30億元，平均呎價1萬元。

名家匯昨日首次開放2座32樓A室複式示範單位，
面積4300呎，連150呎平台及338呎天台，恒地營業部
副總經理鄧鳳賢表示，該單位屬4房全套房設計，裝修
費達500萬元，準買家可以預約方式參觀，單位意向價
7000萬元，呎價約1.63萬元。

鄧鳳賢稱，名家匯累售 130 伙，套現 30 億元，平
均呎價約1萬元，項目仍有20多伙待售，包括10多伙
分層、3伙洋房及8伙複式單位，當中洋房意向呎價1.8
萬元至2萬元，複式意向呎價約1.5萬元，所有單位已
包括車位及送釐印費。被問到旗下上環尚賢居，現時尚
餘10多伙，現階段不考慮加推優惠。尚賢居已售逾107
伙，平均呎價1.6萬至2萬元，套現15億元。

另外，金朝陽銅鑼灣曦巒計劃本周末加推，金朝陽
執行董事陳慧
苓表示，該盤
正獲一名本地
投資者大手洽
購，涉資數千
萬元，而該盤
位於銅鑼灣的
示範單位及售
樓處，耗資約
5000 萬元打造
，提供 2 個連
裝修示範單位
及 1 個清水房
，今天起正式
開放。

名家匯複式示位索7000萬

▲鄧鳳賢表示，名家匯複式示範單
位裝修費達500萬元

年初市場憂慮環球經濟欠穩，或會拖累本港商廈租
金大幅下跌。不過美聯工商舖（00459）數據顯示，指
標甲廈租金首季錄得逾6%升幅，3月份平均呎租達47.8
元，創有紀錄以來新高。該行預期，第二季各區商廈租
金及買賣價有望再升至少5%。

美聯工商舖行政總裁黃漢成表示，受惠於企業擴充
及新增公司數目增加，本港 12 幢指標商廈租金維持在
理想水平，現時核心區商廈空置率仍然維持在低水平。
市場上因租戶退租而需要新租客 「頂租」的頂租盤不多
，以中環及金鐘為例，目前 「頂租盤」數目僅 12 個，
涉及樓面只有 6.12 萬方呎，退租情況並不普遍。估計
第二季甲廈租金可望繼續上升，各區升幅均約5%。

黃續稱，投資者及企業入市步伐加快，第二季寫字
樓交投可望回升至700宗或以上水平，核心區及非核心
區商廈買賣價格，則估計分別按季上升5%及10%。

美聯九龍東方面區域營業董事李鎮龍稱，億京決定
拆售旗下觀塘敬業街55號31樓，據價單顯示，該層單
位呎價介乎7600至8000元。

指標甲廈租金首季升逾6%

即日起公開招標或邀意向的3幅住宅地

地皮位置

將軍澳第66C1區

沙田九肚第56A區（B5地盤）

土瓜灣北帝街／木廠街

用途

住宅乙類

住宅丙類

住宅（甲類）

地皮面積
（方呎）

4.68萬

5.03萬

8288

最高可建總樓面
（方呎）

25.76萬

5.03萬

7.47萬

估計樓面呎價
（元）

3800至4000

8000

5500

估值
（元）

9.8億至10.3億

4億

4.1億

為配合長遠住宅供應，市建局今年
來已推出2個住宅項目招標，昨天再就
土瓜灣馬頭角北帝街／木廠街 「限呎」
項目，邀請發展商提交合作意向書，截
止日期為4月20日。

據了解，該地盤鄰近傲雲峰，劃作
「住宅（甲類）」地帶，現有5幢建於

上世紀 50 年代的樓宇，將會重建成為
住宅大樓及低座商用平台。該地盤面積
約 8288 呎，可建總樓面約 7.47 萬呎，
商業樓面佔 1.25 萬呎，合共提供 92 個
住宅單位，當中一半單位面積必須為

500 呎以下的 「限呎戶」，美聯測量師
行董事林子彬估計，地皮每呎樓面地價
約5500元，市值約4.1億元。

與此同時，政府新財年首個季度推
出的4幅地皮，今天起陸續釋放，頭炮
為沙田九肚第 56A 區及將軍澳第 66C1
區用地，今日起一併招標，5月18日截
標。

當中，將軍澳第 66C1 區 「限量」
地規劃較大，其位置在新地（00016）
去年投得的用地旁邊，佔地 4.68 萬呎
，總樓面 25.76 萬呎，最少必須興建

310 伙，上限為326伙。另
一幅沙田九肚豪宅地，位
於嘉里（00683）等去年投
得的九肚地皮一帶，但此
地不設限量或限呎條款，
地盤面積約 5.03 萬方呎，
地積比率 1 倍，若以每伙
2000 呎計算，可以提供約
25伙。

美聯測量師行董事林
子彬表示，該 2 幅地皮各
具優勢，其中九肚地位處
豪宅地段，沒有限呎限量
條款，有潛力發展為獨立
洋房，對地價有一定的支
持作用，估計每呎地價約
8000 元；而將軍澳地皮方

面，參照該區過去幾次的賣地成績均理
想，預計今次亦可吸引各大型及中型發
展商參與，料每呎地價約 3800 元，兩
幅地皮估值合共13.82億元。

中原測量師行執行董事張競達則指
，將軍澳第 66C1 區地皮採限量設計，

相信會興建700 餘平方呎的上車盤，預
計市值 10.3 億元，樓面呎價 4000 元；
沙田豪宅地皮則位置一般，景觀比區內
其他洋房稍遜，加上地皮剪裁為長形，
有機會影響項目設計，預計樓面呎價約
8000元，估值約4億元。

▲市建局土瓜灣木廠街 「限呎」 地盤，將會重建為住宅大廈連低座商用平台

▲灣仔會展廣場辦公大樓28樓全層，上月底以呎價
2.27萬元成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