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 租 告 示
柯士甸道過境巴士總站車位招租

1.財政司司長法團（下稱 「財司團」）謹此誠邀香港境內現時之所有過
境巴士服務營辦商申請租用位於九龍柯士甸道8號之柯士甸道過境巴士總站
（下稱 「該總站」）的巴士車位。該總站之準確位置如附圖所示。

2.通過本次公開的邀請安排，該總站內的八(8)個巴士車位中的四(4)個
（即1至4號車位）將由2012年8月13日起以月租方式出租，租用協議為期
不多於十八(18)個月。每個車位的租賃費用定為每月港幣叁萬陸仟捌佰元。
各過境巴士服務營辦商均可申請租用該總站內的4個巴士車位中的一個或多
個。所有申請將於2012年5月10日（星期四）截止接收。逾期遞交的申請
恕不接受。若車位超額認租，則通過抽籤方式決定。

3.各申請人需提供證明，以證明其為香港境內現時之過境巴士服務營辦
商。

4.所有有意申請的過境巴士服務營辦商可於2012年5月2日至2012年5
月 8 日辦公時間期間到九龍柯士甸道 8 號聯
絡張小彥先生提取申請表格。

5.為免生疑問，請注意：本公司現為該
總站的管理，營運和維修保養承辦商，並獲
運輸署署長授權負責出租該總站巴士車位的
事宜。租用巴士車位的申請如獲得批准，申
請人須與財司團簽訂正式的短期租用協議。

粵港汽車運輸聯營有限公司

股票簡稱：魯泰A、魯泰B 公告編號：2012-014
股票代碼：000726、200726

魯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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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將有重大事項研究，
具有不確定性，為保護廣大投資者的利益，經公司向深
交 所 申 請 ， 魯 泰 A、 魯 泰 B （ 股 票 代 碼 000726、
200726）將於 2012 年 5 月 2 日起停牌一周，待相關事項
公告後復牌。

魯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2年4月28日

股票名稱：SST天海、ST天海B 編號：臨2012-014
股票代碼：600751、900938

天津市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本公司股改進展的風險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
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
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特別提示：本公司在近一個月內不能確定披露股改方案，請
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目前，本公司提出股改動議的非流通股股
東持股數尚未達到《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管理辦法》規定的三
分之二的界限。

一、目前公司非流通股股東股改動議情況
目前書面同意股改的非流通股股東持股總數尚未達到《上市

公司股權分置改革管理辦法》規定的三分之二的界限。
本公司未能進行股改的原因是控股股東尚未提出股改動議。
二、公司股改保薦機構情況
目前本公司控股股東尚未與保薦機構簽定股改保薦合同。
三、保密及董事責任
本公司全體董事確認並已明確告知相關當事人，按照《上市

公司股權分置改革管理辦法》第七條等的規定履行保密義務。
本公司全體董事保證將按照《股票上市規則》第 7.3、7.4

條等的規定及時披露股改相關事項。本公司全體董事確認已知
《刑法》、《證券法》、《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管理辦法》等
對未按照規定披露信息、內幕交易等的罰則。

以上特此公告，並提醒投資者注意。

天津市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5月2日

每呎7181元新高 較97貴4%
綠楊老而彌堅價再升綠楊老而彌堅價再升

二手癲價成交持續，年屆29的高齡屋苑荃灣綠楊新邨老而彌堅，1伙518方
呎單位剛以372萬元易手，呎價7181元破盡屋苑歷史新高，較97年高峰紀錄呎價
6910元再高4%，媲美港島鰂魚涌南豐新邨及柴灣杏花邨，新界樓市區價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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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價狂升帶挈多個藍籌屋苑陸續破頂，最新
輪到老牌屋苑綠楊新邨，L 座高層 2 室 518 方呎
，用家以372萬元承接，呎價7181元破盡屋苑新
高，較屋苑97年8月舊紀錄6910元再高4%。業
主 2010 年 11 月實施 SSD 前以 285 萬元購入，持
貨不足兩年賺31%。

造價足以購買南豐中層
翻查中原網頁，上述呎價足以購入南豐新邨

7 座中層 A 室兼有找，面積 692 方呎涉價 400 萬
元，呎價5780。同時可購入杏花邨低層4室，售
價473萬元，面積680方呎，呎價6956元。

另外，中原地產高級董事譚桂貞稱，將軍澳
維景灣畔10座高層G室678方呎，剛以481萬元
易手，呎價7094元創同類型新高。

中原地產青衣及珀麗灣區區域營業經理黃

國強表示，藍澄灣 6 座高層 H 室 638 方呎，作
價 348 萬元，呎價 5455 元，屬向荃灣海景單位
新高，並較一周前同類單位造價 343 萬元升 5
萬元。

此外，樓價急升盤荒持續，連租約盤頓成搶
手貨，各屋苑連租約盤成交頻現，天水圍栢慧豪
園更單日連錄兩宗無樓睇的連租約交投。

中原地產嘉湖銀座助理區域營業經理黃海表
示，栢慧豪園單日連錄兩宗 「無樓睇」的連租約
成交。屋苑5座高層A室648方呎兩房，望中央
公園及西部通道，投資者以270萬元連租約購入
，呎價4167元，現月租7400元，回報約3.3厘。
原業主於 10 年 10 月以 213 萬元購入，持貨約 1
年半，轉手帳面獲利 57 萬元，單位升值 27%。
另一個案為2座低層C室658方呎，望公園景，
255萬元易手，呎價3875元，買家為長線投資者

，單位現時月租 6800 元，租約將滿，若按市值
月租7300至7500元計，預計回報將上調至3.5厘
水平。原業主於2010年3月以184萬元購入上址
，持貨約兩年，轉手帳面獲利 71 萬元，單位升
值39%。

匯星壹號連約沽850萬
中原地產灣仔星域軒分行經理翁梓軒表示，

灣仔盤源缺盤，連租約單位也有人吼，匯星壹號
錄投資客入市，為低層A室665方呎兩房，望街
景，連租約作價850萬元，呎價約12782元，現
租約月租 2.1 萬元，租金回報率約 3 厘。原業主
於06年以456萬元購入，帳面賺394萬元，單位
升值約86%。

利嘉閣地產皇牌屋苑元朗教育路二行（A組
）經理莫家進表示，YOHO Midtown 5 座高
層H室兩房，573方呎，獲長線投資者連租約以
360萬元承接，呎價6,283元，料租金回報率約3
厘。據悉，原業主2010年2月以284.9萬元購入
，帳面獲利75.1萬元，單位升價26%。

今年五一黃金周僅有貨尾盤推售，加
上內地調控措施影響內地客入市取態，今
年五一黃金周新盤成交量較去年大幅減少
。綜合市場消息，新盤市場約錄 23 宗成
交，較去年急挫七成，其中僅3伙由內地
客購入，涉及資金約6000萬元。

五一黃金周未有全新盤登場，新盤銷
情按年銳減。綜合市場消息，新盤市場約
錄 23 宗成交，較去年 49 宗急挫七成。當
中，內地調控措施影響內地客入市態度，
一手成交中僅3伙由內地客購入，涉及資
金約 6000 萬元。包括恒地（00012）旗下
大埔比華利山，內地客購入湖景道雙號屋
，面積 4092 方呎，涉價約 3700 萬元，呎
價4092元；該盤昨沽3伙，過去數日售出
33幢洋房，項目僅餘2幢標準洋房及5座
皇宮屋。

另近日重推的嘉里（00683）黃大仙
現崇山昨沽12伙，內地客購入1座低層B
室，涉價約750萬元。以及華懋九龍城御
．豪門，內地客購入高層D室，1214呎，
售價1528萬元，呎價約1.26萬元。

嘉里執行董事朱葉培稱，現崇山現樓
示範單位預料可在5月中開放，預料7至8
月入伙，但暫時未考慮加價，而特色單位
亦未打算推出。

發展商估計整日參觀人次約 2000 人
，現時所見，睇樓客以本地人為主，過往
黃金周撐起新盤市場的內地客未見蹤影。
嘉里物業代理市務總經理吳美珊認為，現
時內地客來港較以往方便，不一定要待黃
金周才來港買樓。

另外，英皇國際（00163）執行董事
張炳強認為，礙於內地實施調控及香港樓
價爆升，最近來港置業的內地客明顯減少
，期內買家80%由本港用家主導，加上內
地客較鍾情新盤，今個五一黃金周以貨尾
居多，形成內地客放棄南下置業。

他又稱，旗下3個貨尾盤西環維壹、北角JAVA及西灣
河港島．東18，尚餘25個貨尾待售，因應銷情理想決定將
一籃子如送釐印等優惠延至本月底。

此外，世紀21灝天地產董事徐錦豪表示，該行昨日促
成信置大埔天賦海灣成交，區內換樓客斥約3100萬元掃入
20座頂層C及D室連天台單位，望內園景，面積分別1318
及 1141 方呎。另信置（00083）大埔承峰亦售出 1 伙，為 3
座中層W室1267方呎，作價918萬元，呎價7246元，買家
為港人。

樓市爆升過後，購買力開始萎縮，據土地註
冊處資料，4月截至27日，一、二手住宅買賣僅
約 8000 宗，預計全月只有 8500 宗，按月大減
25%，樓市已呈乾升狀態。

香港置業高級執行董事伍創業表示，4月首
27 日，一、二手住宅買賣約 8030 宗，預料全月
錄約8500宗，比3月份約11504宗下跌25%以上
。儘管4月份住宅註冊錄按月跌幅，但仍是過去
10 個月來次高。若以一、二手住宅劃分，兩者

註冊量同錄跌幅。二手住宅註冊量7207宗，比3
月份的10066宗回落約28.4%，其中逾1000萬元
註冊量更逆市上升，期內共錄152宗逾1000萬元
二手註冊宗數，比3月份的107宗攀升42%。

不過，綜觀4月份實際市況，二手交投未有
大幅回升，隨着該批交投將於5月份登記，預料
5月份二手住宅註冊量將橫行發展，維持約7000
宗水平。一手住宅截至 4 月 27 日，合共錄得約
823宗註冊量，比3月份的1438宗大挫40%。

值得留意，隨着市況淡靜兼樓價回升，價值
200萬元或以下的買賣亦回落，導致此類登記個
案每況愈下，甚至跌穿 1000 宗水平，情況已經
維持3個月。美聯物業首席分析師劉嘉輝表示，
4月截至27日，價值200萬元或以下的細價樓錄
1408宗買賣登記，比3月份2052宗減少31%。

若以私樓計算，期內，200萬元或以下二手
登記最多的屋苑為荃灣中心，此類銀碼佔該屋苑
月內總登記數字約40%，以16宗登記居第2位的
屯門豫豐花園及天水圍嘉湖山莊，其比率分別為
44%及 15%，至於荃灣荃德花園則佔達 94%，並
以15宗緊隨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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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居於荔枝角
的王先生稱，對
800 至 1000 方
呎的單位有興趣
，但參觀現崇山
示範單位後，暫
未打算入市。他
預期，短期樓價
將會上升，但長
遠將會下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