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8日下午，金中匯（天津）股權投資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舉辦的 「金中匯股權投資市場啟動大
會」在港隆重開幕。

金中匯董事長傅昌木在會上介紹，金中匯股
權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是經天津政府批准成立
的一家股權投資基金管理企業，註冊認繳資金達
五十億人民幣。金中匯以 「聚資本，助企業，享
價值，耀世界」為神聖使命，立志把公司打造成
「國際頂尖的資本管理和股權投資機構」，堅持
「誠信、專業、務實、創新」的核心價值觀，依

照 「誠以待人，嚴謹做事」的行為準則，保障投

資人的資金安全的同時，為投資人創造最大投資
回報。

金中匯投資領域涉及房地產、金融理財、高
新科技、IT互聯網、國際貿易等，如 「在建工程
項目收購、礦業開發、鎂業開發」等高成長高收
益項目，主要通過對非上市企業進行股權投資，
即通過上市、併購等方式，出售持股獲利。金中
匯投資於成長型的私有企業，對其注入資金、管
理等各方面的優勢資源，幫助其進行全方位的包
裝、整合後上市，然後獲得豐厚的投資回報，金
中匯目前已經完成了起步天津、立足深圳的發展
戰略規劃。

展望未來，傅昌木表示， 「我們創立了金中
匯這塊服務亞洲，面向全球的股權投資基金管理
平台，核心目的就是為了讓中國乃至全球中小型
企業中那些極具活力，極具創新思維，充滿激情
和遠大理想的優秀企業，通過我們的投資，包裝
與策劃，達到上市目標，從而為自身發展提供更
加廣闊的資金和市場舞台。我們衷心希望有志於
在全球資本市場創業的各位企業領袖與我們攜手
合作，共進共贏，共創輝煌！」

會上，金中匯董事長傅昌木與旭源科技董事
長彭燕昌舉行簽約儀式，中國國際投資與私募管
理研究中心授權金中匯為 「中國私募股權投資基
金示範基地」，雙方並舉行簽約授牌儀式。大會
亦邀請到業界知名嘉賓作主題演講，包括：金中
匯企劃總監胡諾凱講解公司運營模式和優勢解讀
、資深風投專家李秀文發表對金中匯作戰略風投
的講話、中國產學研合作促進會秘書長左金權和
浙江大學教授姚暨榮分別發表主講戰略講話、金
融專家王征主講流動資本論與股權解析等。

金中匯副董事長金路代表董事長傅昌木發
表講話

與會嘉賓共同為金中匯股權投資市場舉行啟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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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已於 2012 年 6 月 16 日、6 月 25 日在《中國證券
報》、香港《大公報》及巨潮資訊網上刊登了《海南珠江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關於召開 2012 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的通
知》以及《關於召開 2012 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通知的更
正公告》。公司 2012 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將以現場投票
和網絡投票相結合的方式進行表決，未能參加現場會議的股
東可通過深圳證券交易所交易系統和互聯網投票系統以網絡
投票方式行使表決權。為了維護廣大投資者的合法權益，方
便各位股東行使股東大會表決權，現將本次股東大會有關事
項提示如下：

一、召開會議基本情況
1、會議召開時間：
（1）現場會議召開時間：2012 年 7 月 2 日（星期一）

下午14：30分
（2）網絡投票時間：2012年7月1日～2012年7月2日

。其中：通過深圳證券交易所交易系統進行網絡投票的具體
時間為：2012 年 7 月 2 日 9:30—11:30 和 13:00—15:00；通過
深圳證券交易所互聯網投票的具體時間為：2012年7月1日
15:00—2012年7月2日15:00期間的任意時間。

2、現場會議召開地點：海南省海口市珠江廣場帝豪大
廈29層本公司會議室

3、召開方式：現場投票+網絡投票
（1）現場投票：股東本人出席現場會議或者通過授權

委託書委託他人出席現場會議。
（2）網絡投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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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全體股東
提供網絡形式的投票平台，股東可以在網絡投票時間內通過
上述系統行使表決權。根據公司章程，本次股東大會股權登
記日（6月21日）登記在冊的所有股東，均可通過上述投票
系統行使表決權，但同一股份只能選擇現場投票、網絡投票
或符合規定的其他投票方式的一種表決方式。同一表決權出
現重複表決的以第一次投票結果為準。公司股東或其委託代
理人通過相應投票系統行使表決權的表決票數，與現場投票
的表決票數以及符合規定的其他投票方式的表決票數一起計
入本次股東大會的表決權總數。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會
5、股權登記日：2012年6月21日
6、參加會議方式：公司股東只能選擇現場投票或網絡

投票中的一種表決方式。同時進行上述兩種投票方式進行表
決的，以現場投票結果為準；同一股東帳戶通過兩種網絡方
式重複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結果為準。

7、出席會議人員
1、截止2012年6月21日收市在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

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記在冊的本公司全體股東均有權出席，並
可以書面委託代理人出席會議和參加表決（該代理人不必是
公司的股東）或在網絡投票時間內參加網絡投票。

2、公司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
3、為本次會議出具法律意見書的律師。
二、會議審議事項
審議《關於授權董事長擇機處置公司持有西南證券股票

的議案》
議案內容詳見 2012 年 6 月 16 日《中國證券報》、《大

公報》及巨潮資訊網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公告
。

三、現場股東大會會議登記方式
1、具備出席會議資格的股東，請於2012年6月28日、

29日上午9：30─12：00，下午2：30分─5：00進行登記
，個人股東持本人身份證、證券帳戶卡及持股憑證，被委託
人持本人身份證、授權委託書及授權人身份證複印件、證券
帳戶卡、持股憑證，法人股東持法人營業執照複印件、法定
代表人證明書或授權委託書、股東帳戶卡和出席人身份證到
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證券部辦理登記手續。

2、外地股東可憑上述證件或文件的傳真或信函進行登

記。
公司傳真（0898）68581026
四、參加網絡投票的股東的身份認證和投票程序
（一）採用交易系統投票的投票程序
1、本次股東大會通過深圳證券交易所交易系統進行網

絡投票時間為2012年7月2日上午9：30—11：30、下午13
：00—15：00，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證券交易所新股申購業務
操作。

2、投票代碼：360505，投票簡稱：珠江投票
3、股東投票的具體程序：
（1）買賣方向為買入投票；
（2）在 「委託價格」項下填報本次股東大會的議案序

號，1.00代表議案1，以此類推，每一議案應以相應的價格
分別申報，具體如下表：

（3）在 「委託數量」項下，表決意見對應的申報股數
如下：

表決意見種類對應的申報股東

（4）對同一議案的投票只能申報一次，不能撤單；
（5）不符合上述規定的投票申報，視為未參與投票。
（二）採用互聯網投票的身份認證與投票程序
1、股東獲取身份認證的具體流程序
按照《深圳證券交易所投票者網絡服務身份認證業務實

施細則》的規定，股東可以採用服務密碼或數字證書的方式
進行身份認證。申請服務密碼的，請登陸網址：http//www.
szse.cn 或 http://wltp.cninfo.com.cn 的密碼服務專區註冊，填
寫相關信息並設備服務密碼，該服務密碼需要通過交易系統
激活成功後的半日方可使用。

申請數字證書的，可向深圳證券久息公司或其委託的代
理發證機構申請。

2、股東根據獲取的服務密碼或數字證書可登錄網址：
http://wltp.cninfo.com.cn互聯網投票系統進行投票。

3、投資者進行投票的時間
互聯網投票系統開始投票的時間為 2012 年 7 月 1 日

15:00—2012年7月2日15:00期間的任意時間。
五、其他事項
1、會期半天，出席會議股東的食宿及交通費用自理
2、聯繫辦法：
電話：（0898）68583723
郵政編碼：570125
公司地址：海口市珠江廣場帝豪大廈29層
聯繫人：董事會秘書 俞翠紅
特此公告。

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二○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附：授權委託書
兹委託 先生（女士）代表 先生（女士

）參加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臨時股東
大會，並代為行使表決權。

委託人簽名： 股東帳號： 身份證號：
持股數： 委託日期：
被委託人簽名： 身份證號：

證券簡稱：ST珠江、ST珠江B 證券代碼：000505、200505 公告編號：2012-026

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召開201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的提示性公告

議 案
議案 1《關於授權董事長擇機處置公
司持有西南證券股票的議案》

對應申報價（元）

1.00

表決意見種類
同意
反對
棄權

對應的申報股數
1股
2股
3股

峻瀅小檔案
地址

單位伙數
座數
樓層
單位面積

住客會所設施

管理費
預計完成日期
發展商

付款方法

將軍澳石角路8號
1,777伙（首期）
6座
38層
656-1,003方呎
室內外泳池、影視室、樂隊室、寵
物會所、兒童遊玩區、美容室等
每呎1.58元
2013年底
長實
建築期減2%，即供減5%；另設最
多20%二按及40年長命供款期

長實食尾糊半年套逾135億封王落
成
量
上
月
40
伙
年
半
新
低

峻瀅無懼風雨沽逾300伙
長實（00001）挾平盡全港新盤作號召

的將軍澳峻瀅，昨午風雨欲來下高奏凱歌，
首兩小時閃電沽逾200伙，市場消息稱全晚
沽逾300伙套逾15億元，銷情理想。發展
商稱即使掛8號波照舊開賣風雨不改。長實
靠峻瀅 「食尾糊」 ，為集團上半年賣1700
伙套現135億元封王。

本報記者 梁穎賢

資深投資
者 「波叔」鄧
成波再度沽貨
。市場消息指
出，波叔最新
沽出的舖位為
灣仔告士打道
219 至 220 號地
下 A 及 B 舖，
舖位面積 4584
方呎，另連閣
樓及外牆廣告
位 ， 成 交 價
9800 萬元，呎
價2.14萬元。

據悉，波
叔 在 去 年 以
7300 萬元購入
上 址 ， 持 貨 1
年轉手賺 2500
萬元。鄧成波
近日頻頻沽貨
，早前亦以逾
5 億 元 沽 出 荃
灣荃威花園商
場 ， 面 積 約
22.3 萬 方 呎 ，
以 及 125 個 車

位，5年間賺約3億元。
市場消息，新買家

為另一名資深投資者黃
海明，有指黃海明已開
價 1.1 億元放售該舖，較
購入價高12%。

另外，消息指中電
（00002）以 4100 萬元，
沽出屯門柏麗廣場 2 樓
239、250-251、253-256
號舖，面積 5000 方呎，
成交呎價 8200 元。舖位
現由遵理學校租用，月
租 16.5 萬元，新買家回
報達4.8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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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住宅落成量低企，數據顯示，上
月本港僅有40個私人住宅單位落成，首5
個月累計只有 2097 伙，按年減少逾五成
。不過，隨着相關部門加快推地步伐，多
個住宅項目上馬，首5個月動工量已超過
1萬伙，超越去年全年總數。

首5個月落成量減52%
屋宇署資料顯示，5月份本港僅有九

龍塘龍苑及山頂加列山道 10 及 12 號兩個
私人住宅項目落成，提供 40 個單位，屬
近18個月新低。若以今年首5個月計算，
私人住宅落成量亦僅 2097 伙，較去年同
期4353伙減少52%。

利嘉閣地產研究部主管周滿傑表示，
政府原先預期全年私樓落成量為11888伙
，惟現時私人住宅落成量不及原有進度的
一半，相信今年私樓落成量幾乎肯定不足
1萬伙。

不過，私樓供應短缺的情況未來很大
機會可以扭轉。周滿傑指出，政府自2010
年起積極增加土地供應，加上發展商積極
開發新界區土地儲備，令年初至今私樓動
工量急增。

9項目動工涉2256伙
數據顯示，5 月份全港共有 9 個住宅

項目動工，涉及 2256 伙。周滿傑稱，雖
然數字較去月同期減少 3%，但已連續 4
個月高於 2000 伙水平，為 1999 年 6 月以
來首次。至於首 5 個月累計動工量則達
10173伙，按年激增2.4倍，數字亦已超越
去年全年總數。

另外，屋宇署上月亦批出 16 份建築
圖則，當中只有1份屬商住項目。獲批圖
則 的 項 目 為 富 豪 （00078） 及 百 利 保
（00617）元朗洪水橋丹桂村限呎項目，
可興建36幢位於1層地庫上的3層高住宅
，以及 1 幢 4 層高分層住宅，項目亦有 1
座 2 層高會所。整個項目總住宅樓面
120456方呎。

二手市況仍然偏淡，但樓價指數再度破頂。中原城
市領先指數（CCL）最新報 104.6 點，按周上升 0.44%
，再創歷史新高。不過中原認為，指數升幅有限，而且
已連續6星期在現水平附近徘徊，即使再創新高亦未能
確認樓價已擺脫高位反覆徘徊的局面。

按地區劃分，港島區指數報 115.46 點，按周升
0.89%創歷史新高；九龍區指數報 101.99 點，按周升
0.59%。新界東及新界西指數則分別報 98.34 點及 84.14
點，分別按周升0.38%及跌1.02%。

中原料CCL再創高位 解構峻瀅好銷原因，
市場人士認為峻瀅平均呎
價 5300 元夠平，為近兩年

最平價新盤，10個買家幾乎10個都因平而入市，可見
開價合理，無論市況如何都可大賣；再者該盤份屬港
鐵沿線項目，距離港鐵站約10分鐘步程，也是買家捧
場的原因，加上現時低息，買家有閒錢也選擇投資相
對穩陣的磚頭，峻瀅入場門檻低，1房3房等如區內2
房價錢，絕對低賣兼有水位，預料回報可達 4 厘，故
受歡迎。

峻瀅開賣完全癱瘓將軍澳二手，據悉全城聚焦該
盤下，將軍澳區代理幾乎全部埋首峻瀅搶客，區內二
手無人理，據悉全區二手私樓吞蛋。而且該盤佣金有
2.5 厘，以整個樓盤總值超過百億元計，佣金總值 2.5
億元，代理勢必瞄準瓜分這舊肥肉。

又基於峻瀅消化大批購買力，部分港人趁長假
外遊兼撞正颱風襲港，未來 3 天假期睇樓量急跌。
根據利嘉閣地產研究部數據估算，平均每日僅有
1065 組客戶預約參觀單位，按周下跌 6.6%，連跌兩
周。

峻瀅熱銷勝在夠平

峻瀅歷來加推數量
批次
第1批
第2批
第3批
第4批
第5批

伙數
138
164
144
70
68

即供平均呎價（元）
5,315
5,326
5,371
5,293
5,247

峻瀅昨日個別成交

單位

1座23A室
1座43A室
2座7E室
2座7H室
3座43A室

面積
（方呎）

915
915
970
915
970

即供呎價
（元）
5,220
5,599
5,181
5,177
5,482

即供價
（萬元）
477.6
512.3
502.6
473.7
531.8

長實執行董事趙國雄表示，峻瀅昨午 4 時開始向
代理派貨，涉及約 100 個單位，初步反應理想，首兩
小時已沽逾 200 伙，雖然昨日打風，但買家無懼風雨
照到場揀樓，可見港人置業欲極強。現場尚有不少買
家在場等揀樓，稍後會逐步釋放單位，全日揀樓流程
順利，相當滿意銷情。而買家中夾雜內地及深水埗喜
雅向隅客，另有若干組買家購入兩伙。

有買家風雨無改照開賣
他續說，原先昨日只推200伙，見反應踴躍，7時

後已推出超過 200 伙，而尚餘已開價但未賣的單位，
有機會加價，同時不排除考慮加推單位應市。

他又稱，即使入夜後掛8號波，以及未來3天假期
持續高掛風球，只要有買家，峻瀅仍會照舊開賣，風
雨無改。

新政府即將上場，市場憂慮候任特首梁振英會推
冧樓市，趙國雄坦言 「識咗 CY30 幾年」，熟知對方
對樓市具使命感，本身又經歷過樓市高低潮，對樓市
有認識的特首是好事，即使有政治因素也是正面；另
規管一手昨日三讀通過，趙國雄強調作為發展商，絕
對支持所有提高透明度的措施，只要政府釐清細節，
發展商更易於執行。

峻瀅昨日四時正式開賣，據經紀表示，不少買家

憂慮心儀單位被搶走，紛紛提早到場，據悉早於兩時
已見準買家游翼，3時打後買家及經紀魚貫進場，分駐
各代理的包廳（各代理行於售樓處包場暫訂等候區）
，越夜越多人，估計高峰期有過千人聚集。經紀於場
內來回穿梭、街霸（俗稱即場兜客的經紀）也盡最後
努力拉客，場面熱鬧。

新世界2新盤合共沽5伙
市場人士表示，峻瀅揀樓流程，截至 8 時半左右

，基本上揀樓程序已完成，買家在場等解單及簽約，
其時已有超過300伙被揀，佔可供發售數目的52%，成
績理想，若非因部分買家因打風而延遲入市，相信銷
情更佳。

另外，除峻瀅外，個別新盤銷情不俗，新世界
（00017）旗下沙田溱岸 8 號及大坑春暉 8 號共沽 5 伙
，前者 1 座 2 伙高層 G 室面積 991 方呎，獲內地客以
879.1萬及892.3萬元購入，呎價8871及9004元；信置
（00083）大埔溋玥沽2伙。

話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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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籍買家讚售價合理
峻瀅平價成

功打入民心，幾
乎所有買家異口
同聲連外籍客也

被吸引。在港落地生根超過 20 年的印度籍買
家 Vijay，也被打動購入 3 座 1 伙 3 房戶自住，
Vijay 高度讚揚峻瀅環境佳、質素高、設計掂
，最重要乃售價合理。

排隊等揀樓的陳生，到過峻瀅現場實地視
察，認為環境理想，雖然略嫌位置偏僻，但重
要樓價平有水位，決定購入峻瀅投資；政府即
將換屆，陳生坦言對新政府沒有什麼期望，祈
求政府可盡力穩定經濟，以免出現大上大落，
又預期新特首梁振英不會對樓市落重藥調控，
對後市有信心。

買家心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