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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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公告的虛
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負連
帶責任。

一、交易概況：
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簡

稱 「本公司」或 「我司」）於2012年5
月 11 日召開了 2011 年度股東大會，審
議通過了《關於公司出售商業公司全部
股權和融發公司出售其持有的龍崗國商
企業有限公司股權的議案》（詳見2012
年5月12日刊登於《證券時報》、香港
《大公報》和巨潮資訊網的相關公
告）。

本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深圳融發投資
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融發公司」）已
分別與股權受讓方深圳樂安居房地產開
發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樂安居公
司」）簽署了《股權轉讓協議書》，將
本公司持有的深圳市深國商商業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簡稱 「商業公司」）
100%股權和融發公司持有的深圳市龍
崗國商企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龍崗
國商」）25%股權轉讓給樂安居公司，
合計轉讓金額為人民幣壹億貳千萬元整
（人民幣12,000萬元整）。

二、進展情況：
截止目前，商業公司和龍崗國商已

完成上述股權轉讓事項的工商變更手
續。股權轉讓完成後，樂安居公司已全
部持有商業公司 100%股權，並持有龍
崗國商25%股權，商業公司和龍崗國商
不再是我司的參股或控股公司。

截止目前，我司和融發公司已合計
收到股權轉讓款人民幣玖仟玖佰萬元整
（人民幣 9,900 萬元整）。樂安居公司
將按照《股權轉讓協議書》的付款進度
約定支付剩餘股權轉讓款。

三、出售股權對公司的影響
根據本公司的初步測算，預計本次

交易完成後，合計將為本公司增加投資
收益約人民幣10,500萬元，預計增加本
公司 2012 年度淨利潤約 10,500 萬元，
增加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約
9,300 萬元。此舉可改善本公司的財務
狀況，為公司的現有項目開發提供資金
支持。

四、備查文件目錄
1、深圳市龍崗國商企業有限公司

《企業法人營業執照》；
2、深圳市深國商商業管理有限公

司《企業法人營業執照》。

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12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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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關於獲得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

核准公開發行公司債券批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準

確、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於

2012 年 5 月 31 日收到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關於核准佛
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公開發行公司債券的批覆》（證監許
可〔2012〕725號），對公司向社會公開發行公司債券事宜批
覆如下：

一、核准公司向社會公開發行面值不超過8億元的公司債
券。

二、公司發行公司債券應嚴格按照報送我會的募集說明書
及發行公告進行。

三、本批覆自核准發行之日起6個月內有效。
四、本批覆自核准發行之日起至公司債券發行結束前，公

司如發生影響本次債券發行的重大事項，應及時報告我會並按
有關規定處理。

公司董事會將按照相關法律法規和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及
公司股東大會的授權，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內，實施本次公開發
行公司債券的相關事宜。

特此公告

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二○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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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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

富榮花園首錄500萬元貴過港灣豪庭

峰華邨260萬膺港島公屋王
本港樓市無視財爺開腔警告適時再出

招，全城 「盤荒」 下買家起勢轉搶公營房
屋，造就高價成交接二連三。消息指出，
柴灣峰華邨1個銀主盤單位，剛連地價以
260萬元易手，登上港島公屋王寶座，並
打入全港第3貴；另大角咀富榮花園，入
伙13年以來首破500萬元，貴過同區港灣
豪庭。市場人士認為，公營房屋較私樓低
水，大旺市時升勢急勁，受投資者追捧，
惟升得急跌得快，叮囑投資者及買家要平
衡風險，不宜過分高追。

本報記者 梁穎賢

二〇一二年六月一日 星期五B2經濟‧地產責任編輯：邱家華

政府大量增加土地供應，多達3幅貴重地皮緊
接招標，面對靚地任揀，發展商對 「奀地」明顯嫌
棄。昨天截標的市建局馬頭角北帝街 「限呎」項目
，只接7份標書，當中逾半參與者是中小型地產商
，其餘9間發展商均打退堂鼓，反應跟2月份同區
截標的浙江街項目大相逕庭。

近期多達3幅身價動輒數十億元的地皮應市，
包括港鐵（00066）大圍站、前北角邨東面地盤，
以及剛批予南豐的南區壽臣山青巒用地，面對多幅
優質地皮以供選擇，大型發展商無必藥石亂投，所
以寧願選擇性 「吸地」。昨天截標的馬頭角北帝街
／木廠街重建項目，早前吸引了 16 間財團遞交意
向，最終只有7間入標，參與率僅44%，比同區獲
得 10 份標書的浙江街項目遜色。據了解，已入標
發展商包括長實（00001）、信置（00083）、中國
海 外 （00688） 、 百 利 保 （00617） 、 嘉 華 國 際
（00173）、宏安（01222）及英皇（00163），其
餘9間已遞交意向的財團 「棄投」。

英皇國際地產部高級物業主任施穎怡於遞交標
書後謂，北帝街項目鄰近未來沙中線土瓜灣站，高
層單位更擁海景，項目規模較細，適合公司發展模
式，所以獨資競投。

百利保地產部總經理衛震聲入標後說，雖然北
帝街項目佔半數單位限呎，但區內對細單位有需求
，所以獨資入標。

宏安物業助理總經理楊桂玲於入標後坦言，北
帝街項目規模較小，預計吸引較多中小企發展商參
與，而憧憬未來鐵路發展，集團亦已獨資競投。她
又謂，集團已完成收購長沙灣營盤街140至146號
，項目涉及3個地盤，總樓面4.16萬平方呎，計劃
入則申建100伙，主打1房單位，項目最快明年賣
樓花，預計2015年落成。

▲英皇國際施穎怡表示，北帝街項目的規
模適合公司發展模式 本報攝

外圍金融市場波動，加上市場觀望政府出招遏止
樓價升勢，上月十大屋苑的二手交投急瀉超過三成，
僅388宗，為今年1月之後以來最少。業界預料，受
新盤推售及新特首即將上場等因素影響，6月份樓市
氣氛仍然觀望。

近日二手交投持續淡靜，中原地產統計顯示，5
月份十大屋苑合共錄得 388 宗成交，按月再跌 30.2%
，為今年1月之後成交量次低月份。其中，僅東涌映
灣園、紅磡黃埔花園及鰂魚涌太古城成交量上升或持
平，其餘 7 個屋苑交投全線報跌，跌幅介乎 11.7 至
42.9%。

中原地產亞太區住宅部總裁陳永傑認為，上月外
圍金融市場動盪，市場投資信心薄弱，加上政府有機
會再度出招遏止樓價升勢，令市場氣氛觀望，二手成
交持續縮減。不過樓價表現仍然硬淨，其中5個屋苑
成交呎價錄得輕微跌幅，跌幅介乎0.8%至3.5%。

據了解，雖然太古城等屋苑全月成交量大致持平
，但上月底市場氣氛已見轉壞。中原地產太古城東山
閣分行首席分區營業經理趙鴻運表示，太古城五月共
錄約42宗成交，與4月成交量相若；呎價則微跌2%
至10400元。不過他分析認為，屋苑月初成交速度本
來十分理想，惟月中起受港股下滑影響，屋苑交投明
顯放緩，上周末屋苑僅錄1宗成交。他指出，現時買
家以觀望為主，淡靜市況將持續一段時間。

至於成交量跌幅最大的藍田麗港城，全月只有
20宗成交，按月減少近43%。中原地產東九龍區區域
營業經理湛志強預期，6月樓市焦點仍落於一手市場
，區內二手交投將持平發展。

另外，同區有新盤推售在即的沙田區，成交量同
告萎縮。沙田第一城本月交投放緩，共錄約 53 宗成
交，按月跌 11.7%。不過屋苑呎價不跌反升，5 月份
再升2.2%至6565元水平。

十大屋苑交投急瀉逾三成

市場對東九龍的工商物業需求殷切，有發展商趁市旺推
售旗下項目。第一集團觀塘鴻圖道35號工貿項目最快下周
開價，呎價預料5000元起，標準樓層每層入場費約3000萬
元起。

第一集團董事霍偉良表示，旗下觀塘鴻圖道35號工廈
項目最快下周一開價，呎價預料介乎5000至8000元，每層
售價約由3000萬元起，整個項目預計可套現9至10億元，
項目總投資額則約4億至5億元。他續稱，項目未有正式名
稱，有意連命名權出售項目，展銷廳於上周開放以來，已有
100名準買家洽購，當中有大手準買家擬買入6至8層。

另外，項目設有兩組複式單位，屬區內少有設複式戶的
工廈，分別位於 31 至 32 樓及 33 至 35 樓，面積分別為 9610
及 9246 方呎。發展商考慮暗標形式接受買家入標，其中位
於31至32樓複式戶會先推出，或於6月初接受買家入標。

資料顯示，鴻圖道35號為第一集團首個物業發展項目
，項目由地下至2樓為寫字樓，5至35樓則屬工貿樓層，扣
除避火層等之後共有26層，標準樓層面積由5042至5687方
呎。市場消息透露，該廈大部分標準樓層均有準買家洽購。

另方面，雖然政府近年銳意發展東九龍，但補地價金額
高昂令發展商卻步。霍偉良稱，現時不值得考慮以購入工廈
地皮再補地價改作商業用途，未來反而會考慮勾地及競投政
府土地。他指出，雖然官地投資額較大，或達10億至20億
元，但程序相對較為簡單。他續謂，暫時未有下一個發展項
目，但將來有意發展豪宅物業。

至於旗下九龍灣第一集團大廈，目前全幢物業已經租出
，每年租金收入約 2000 萬元，目前未擬活化，亦暫未考慮
出售。

核心區舖位造價高企，投資者近月在非核心地區物色投
資機會。據了解，資深投資者蔡伯能5月份至少摸出5個非
核舖位，套現逾1.2億元，最新一個摸出的舖位為北角七姊
妹道地舖，成交價3200萬元。

非核心區舖位交投暢旺，據了解，資深投資者蔡伯能5
月份接連在非核心零售區摸舖獲利，套現逾1.2億元。中原
（工商舖）高級營業董事鍾浩文稱，上月蔡伯能摸出至少5
個舖位，其中最新一個摸出的舖位為北角七姊妹道16號地
舖，面積750方呎，剛以3200萬元摸出，呎價42667元。

鍾浩文透露，蔡伯能早前以5428萬元購入七姊妹道14
至16號舖位，現時14號舖仍在放售。據了解，蔡伯能上月
摸出的舖位還包括跑馬地成和道9號地舖、西環卑路乍街15
至15C號地下K舖等。

蔡伯能出貨同時亦密密買舖，消息稱，蔡伯能剛斥資
5990 萬元，購入灣仔駱克道 144 號地舖，建築面積 1000 方
呎，成交呎價5.99萬元。

另邊廂，市場消息透露，灣仔駱克道352號地舖，面積
1000方呎，剛由董姓資深投資者以5780萬元摸出，成交呎
價5.78萬元。董在3月購入舖位，轉售賺280萬元，賺幅5%
。另外，據土地註冊處資料，灣仔駱克道 519 號地舖以 1.7
億元成交，但僅為屬內部轉讓；早前以1.5億元易手的大角
咀形品．星寓1至2樓舖位，新買家則為香港兒童合唱團。

商廈市場方面，中原（工商舖）工商部助理營業董事蔡
鳴楚表示，觀塘皇廷廣場低層 C 室錄得 「摸上摸」獲利個
案，該單位建築面積972方呎，剛以650萬元成功摸出，呎
價6687元，賺幅12%，另外，該廈高層J室，面積1855方呎
，亦以1233.6萬元摸出，賣方8個月賺151.8萬元。

樓價升穿 97，財爺直指樓市處於冰火交界，警
告買家勿盲目高追，並會密切關注樓市發展，適時再
出招。財爺連番控市出口不出手，買家無有怕，二手
鬧 「盤荒」，紛起勢轉搶公營房屋。消息指出，位於
柴灣 「地標」歌連臣角旁的峰華邨，曉峰樓高層 10
室面積790方呎，屬銀主盤兼擁覽無敵墳景，剛連補
地價260萬元超高價轉售，呎價雖僅3291元，但售價
登上港島區公屋王寶座，並躋身全港公屋王第3位。

長安邨重登公屋王座
翻查資料，全港最貴公屋為青衣長安邨安江樓

1909 室，建築面積 626 方呎，每呎售價 4553 元，售
價285萬元重登一度失落的公屋王寶座，黃大仙下邨
龍澤樓 2003 室屈居次席，實用面積 396 方呎，作價
275.5萬元，平均實用呎價達6957元。

另方面，九龍最高身價居屋王的大角咀富榮花園
，9座低層1個694方呎單位，以500萬元連租約轉手
，呎價 7205 元，屬於屋苑入伙 13 年來首錄升穿 500
萬元的成交，呎價則並非屋苑新高。業主於2006年4
月連同補地價265萬元買入，是次易手賺近1倍。

此外，黃大仙下邨 2 座 1 個 802 方呎公屋單位，
剛以210萬元易手，呎價2618元。

利嘉閣地產研究部主管周滿傑分析稱，儘管今年
樓價升勢強勁，首 5 個月樓價已經累積約 9%的升幅
，增加市民大眾供樓負擔。不過，鑑於市民家庭收入
水漲船高，加上樓按息率因歐美曲線 「印銀紙」而下
跌，抵銷部分因樓價上升為供樓負擔的龐大壓力，故
此，一般私宅家庭每月樓按還款僅佔家庭總收入的
41.69%，只較去年底的40.70%上升不足1個百分點。

供款佔家庭收入近42%
根據該行統計所得，全港 25 個指標屋苑平均成

交呎價最新報約 6934 元，較去年年底的 6363.7 元上
升接近9%，不過，鑑於私宅家庭收入中位數由去年
第四季的2.9萬元，上升3.4%至今年首季的3萬元，
以及樓按年息由 2.5 厘下降至目前的 2.2 厘水平，抵
銷樓按還款增長的壓力，故此，私宅家庭供樓負擔僅
由去年底的 40.70%，輕微上升 0.99 個百分點至目前
的41.69%水平。

假設私宅家庭收入中位數以及樓按息率在今年內
維持不變，倘若樓價在現水平再升10%的話，私宅家
庭每月按揭還款佔家庭入息比例亦僅上升至 45.86%
，仍然處於50%以下的警戒水平。從這角度出發，目
前樓價雖高，但未虞泡沫出現。

鴻圖道35號呎價5000元進場

駱克道地舖呎價迫近6萬

十大屋苑5月份成交量
地區

藍田麗港城

鴨脷洲海怡半島

將軍澳新都城

荔枝角美孚新邨

鰂魚涌康怡花園

天水圍嘉湖山莊

沙田第一城

紅磡黃埔花園

東涌映灣園

鰂魚涌太古城

5月成交量

20宗

28宗

28宗

45宗

15宗

72宗

53宗

40宗

45宗

42宗

按月變幅

-42.9%

-42.0%

-41.7%

-35.7%

-35.0%

-13.0%

-11.7%

+8.1%

+4.7%

無升跌

政府申請縮細西鐵朗屏站（南）項目的規劃
申請，今天由城規會審議，據了解，規劃署認為
新方案改善了樓宇間距及通風，地積比率增至 5
倍亦無超出大綱圖的限制，所以不反對有關申請
，預計今天可順利通過。

政府早前向城規會申請，把元朗朗屏站（南
）發展規模大幅修訂，其中實用面積約 538 方呎

或以下的中小型單位擬由 99 伙大增 3.3 倍至 428
伙，佔總數720伙的59%，地盤面積大削43.6%至
9.03萬方呎，住宅樓宇由5幢減至4幢。規劃署認
為，鑑於新方案有多項改善措施，包括減少發展
規模、改善了樓宇間距、通風和綠化覆蓋率，雖
然地積比率由 4.55 增加至 5 倍，但未有超出大綱
圖的限制，所以不反對有關申請。

馬頭角北帝街重建項目資料

地點

地盤面積

總樓面

單位數目

意向書數目

入標數目

估值

每呎樓面估值

北帝街113至121、121A、
123號及木廠街8至10號

8,299方呎

7.47萬方呎

約 92伙（佔 50%單位面積
須為500方呎或以下）

16份

7份

4.1億至5.75億元

5500至7705元

朗屏站南增細單位料過關

北帝街奀地僅接北帝街奀地僅接77標書標書

新世界（00017）夥港鐵（00066）的沙田溱岸8號，傳
複式意向呎價2.3萬元。另九龍3盤搶客戰由九建（00034）
深水埗景怡峯先拔頭籌，發展商稱該盤首小時速沽50 伙，
套現2億元，經紀預料全日埋單可沽逾70伙。

沙田車公廟站上蓋溱岸 8 號，有 12 個複式單位，面積
2408至2894方呎，市傳參考火炭御龍山，意向呎價2.3萬至
2.5萬元，入場費約5538元；另8個相連1616至1932方呎，
意向呎價低於2萬元。昨日開放示範單位予代理及銀行參觀
，估計約 5000 人，今日正式公眾開放，發展商表示樓盤短
期內開賣，日內出價。市場消息指，溱岸8號1及5座全幢
已向代理派貨，但未有透露售價，代理可自行與客戶配對。

景怡峯拔頭籌售逾70伙
景怡峯奇兵殺出偷襲房協喜雅，經過一輪預留熱身後，

昨午正式開賣118伙，九建市務及銷售部總經理楊聰永表示
，景怡峯銷情理想，首小時已沽出50 伙，佔可供發售數目
的 42%，單位售價介乎 370 萬至 600 多萬元，初步套現 2 億
元。他稱，樓盤首階段的部署相當成功，次輪開賣有意推兩
房單邊單位。

市場消息指出，該盤開賣前夕雖遭英皇（00163）九龍
城御．太子截擊，惟影響不大，現場尚有不少買家等簽約，
延至8時許，整晚已沽出逾70伙。景怡峯昨開賣118伙，平
均呎價9966至10203元。

另方面，信置夥南豐的溋玥．天賦海灣繼續賣力催谷，
信置營業部總經理田兆源指出，項目4伙天池屋命名溋天大
宅，全屬4套房設計，其中1座A面積3117方呎最大。他又
稱，另有15組客考慮買入相連單位，打通4000方呎，市場
料涉價約4000萬元。項目有機日內開價。

田續說，溋玥示範單位過去兩日累接 4000 參觀人次，
70%對 3 及 4 房感興趣；另參觀中 15%屬內地客，預料該盤
內地買家比例最終可達25%至30%，較天賦海灣10%為多。

溱8複式意向呎價2.3萬

◀今年多
番破頂的
富榮花園
，售價更
首度升穿
500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