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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地編號

GX20(252/
211):
2012-263

GX21(252/
211):
2012-267

GX22(252/
211):
2012-268

宗地

位置

高 新
區
南部
園區

高 新
區
南部
園區

高 新
區
南部
園區

淨用地面積

（平方米）

20072.35
合30.1085
畝

48344.68
合72.5170
畝

87821.57
合
131.7323
畝

土地用途及

使用年限

城鎮混合
住宅用地
住宅70年
商業40年

城鎮混合
住宅用地
住宅70年
商業40年

城鎮混合
住宅用地
住宅70年
商業40年

淨用地拍賣

起叫價

（樓面地價）

4500元
/平方米

4500元
/平方米

4500元
/平方米

競買

保證金

（萬元）

6800

16400

30000

拍賣

出讓

時間

2012
年
12 月
19 日
上 午
10時

規劃設計條件

計入容積率

總建築面積

（平方米）

≤60217， 其
中 商 業 ≤
12043

≤145034，
其 中 商 業 ≤
29006

≤263464，
其 中 商 業 ≤
52692

建築密度

總≤40%，
塔樓≤22%

地塊一：總
≤30%，塔
樓≤22%；
地塊二：總
≤30%，塔
樓≤22%

總≤40%，
塔樓≤22%

建築高度

航空限高絕對海拔高程
549米（最高點相對地面
約60米）。規劃建築高
度100米

地塊一：≤航空限高絕對
海拔高程547米（相對地
面約59米），規劃建築高
度100米；地塊二：≤航
空限高絕對海拔高程552
米（最高點相對地面約
64米），規劃建築高度
100米

≤航空限高絕對海拔高程
540米（最高點相對地面
約52米）規劃建築高度
100米

綠地率

≥30%

≥30%

≥30%

規劃用地使用性

質

二類住宅用地
（兼容 20%的
商業）

二類住宅用地
（兼容 20%的
商業）

二類住宅用地
（兼容 20%的
商業）

持證准用面

積（畝）及

方式

30.1085
指標證書

72.5170
指標證書

127.3044
指標證書

成都市拍賣出讓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公告
成國土拍告(2012)45號

根據《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產管理法》、國土資源部39號令、成都市人民政府《關於進一步加強土地管理促進節約集約用地的通知》（成府發〔2008〕52號）、《成都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經營性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納入中心城區土地交易市場統一出讓的
通知》（成辦發〔2010〕71號）及《成都市國土資源局關於完善建設用地指標交易制度促進農村土地綜合整治的實施意見》（成國土資發〔2011〕80號）等相關文件規定，成都市國土資源局將在成都市土地交易市場（成都市高新區天府大道北段966號天府國際金融中
心7號樓），以拍賣方式組織出讓三宗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現就有關事項公告如下：

宗地位置示意圖

二、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組織均可申請參加競買，申請人可獨立競買也可聯合競買，但文件中有特
殊要求或法律法規對申請人另有限制的除外。
三、申請參加本公告多宗土地競買的，競買保證金只須按其中額度最高的一宗土地繳納。拍賣以增價方式競價，自由競價，
價高者得。競得多宗土地的競買人，在簽訂最後一宗地的《出讓合同》時方能將競買保證金轉作地價款。
四、本公告出讓宗地競得人須自行向成都電業局申請辦理供電配套相關手續，並承擔相關費用。
五、請競買申請人在2012年12月18日17時之前，憑相關報名材料及競買保證金到帳確認函到成都市土地交易市場招拍掛
窗口辦理報名手續，領取《競買應價牌領取單》。為規範流程和提高效率，請競買申請人於2012年12月17日前，持出讓文
件規定的相關資料到成都市土地交易市場招拍掛窗口提前申報。
六、須 「持證准用」 的競得人，在簽訂《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出讓合同》及《出讓合同補充協議》之前，應提交相應面積的
建設用地指標證書或繳納相應面積的建設用地指標價款。建設用地指標可通過農村土地綜合整治獲取，也可在成都市土地礦
權交易中心、成都農村產權交易所購買；建設用地指標價款按成都市公布的年度最低保護價繳納。（諮詢電話：
028-85987005、028-87050706）
七、本公告未盡事宜詳見出讓文件，並以出讓文件中附錄的行政主管部門的法定文件為準。請於2012年11月30日起到成都
市土地交易市場（天府國際金融中心7號樓3樓窗口服務區）領取出讓文件。
聯繫地址：成都市天府大道北段966號金融城7號樓 諮詢電話：028-85987887、85987883
詳情見：四川省國土資源廳網（http://www.scdlr.gov.cn）
成都市國土資源局網（http://www.cdlr.gov.cn） 成都市土地市場網（http://www.cdtd.gov.cn）

成都市國土資源局
2012年11月28日

一、拍賣出讓宗地基本情況：

零售業放緩打擊珠寶奢侈品銷售

周大福半年賺18億跌32%
面對本港零售銷售升幅持續放緩，珠寶奢侈品首當其衝。以多店

舖攻陷市場的周大福（01929），受黃金對沖虧損亦拖累毛利率，第二
季港澳同店銷售錄得雙位數跌幅，上半財年少賺32.2%至18.25億港元
，中期息6仙。六福集團（00590）半年淨利潤跌逾22%，只有5.58
億元。兩家公司管理層表示，將減少對黃金對沖的比例，周大福由原
先接近全數對沖，減至70%。

本報記者 李潔儀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星期五B2經濟責任編輯：余楚明

招商局集團即將進軍另類投資業務，新成立的招商局資本國
內營運總部設於深圳，而國際運營總部設於本港，目前資產管理
規模近200億元人民幣，並確定於下周一（3日）舉行揭牌儀式。

所謂另類投資，是指傳統的股票、債券和現金之外的金融產
品或實物資產，例如證券化資產、對沖基金、私人股本基金、大
宗商品、藝術品等。

事實上，招商局集團過去20多年在私募基金管理、風險投
資與資產投資、併購重組、資本市場及企業管理等，均有豐富的
資源及經驗，招商局資本將專注另類資產投資業務的營運及管理
平台。集團表示，公司擁有一流的管理團隊，以 「誠信、規範、
共享、卓越」為經營理念，以尊重及負責的態度對待商業夥伴，

致力於建立卓越穩定、互利共贏的戰略夥伴關係。
資料顯示，招商局資本將由傅育寧領軍，出任公司的董事長

，並由集團高層李建紅及李引泉出任公司副董事長職務。值得留
意的是，現任黑石集團大中華區主席梁錦松，獲邀加盟並出任公
司的非執行副董事長一職。

梁錦松任非執副董事長
此外，招商區亦成功向多家外資投行挖角，摩通證券（亞太

區）董事總經理張天偉，已加盟招商局資本出任首席運營官，而
高盛亞洲房地產組前董事總經理彭申，以及瑞信（亞太區）固定
收益部中國房地產融資部門前負責人陳軍余，均會出任招商局資

本董事總經理。內地媒體《新浪財經》引述招商局集團內部人士
指，招商局對進軍另類投資業務期望很大。

內地媒體引述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消息指，招商局資本共
註冊設立了三個法人獨資的有限責任公司作為運作平台。由招商
局輪船股份有限公司出資10億元，設立 「招商局資本投資」，
設立日期為2012年1月10日。招商局資本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分
別出資2億和5億元，設立 「招商局資本管理」及 「招商局資本
控股」，設立日期為2012年6月20日和8月8日。經營範圍包括
股權投資、投資興辦實業（具體項目另行申報）、企業管理諮詢
、投資諮詢（不含證券、保險、基金、金融業務、人才中介服務
及其他限制項目）。

業內人士表示，另類投資業務近期成為資本機構焦點，這與
近期資本市場的表現相關。過去，股票、債券等傳統金融產品主
導資本市場，在近兩年股市震盪中，尋找新的投資方式來對沖
風險，已成為各大市場機構在資本競爭中勝出的重要途徑。

周大福上半財年來自黃金借貸及對沖
的虧損約6億元，拖累毛利率跌2.7%。財
務董事鄭炳熙表示，有關對沖視為成本入
帳，對財務現金流並無影響，撇除相關因
素後的核心利潤，相等於經營現金流減少
12%。他解釋，由於對沖虧損將隨着產品
銷售而消除，扣除對沖因素後，集團全年
毛利率仍可維持28%至29%水平。

降低黃金對沖比例
鄭炳熙提到，由於集團有60%黃金存

貨來自中國，隨着市場供應有限，黃金借
貸及遠期合約主要依靠銀行界，一旦內地
金融政策逆轉，未能提供相應對沖額度，
將直接影響集團，故董事會決定把對沖水
平，由以往幾近100%減至70%。

另外，六福主席兼行政總裁黃偉常表
示，集團只有少量黃金對沖，已由最初佔
總黃金存貨 40%，降至目前約 12%至 13%
，未來將維持在10%至15%水平。

面對零售市道銷情放緩，兩隻珠寶股
亦難以倖免。周大福上半財年整體同店銷
售下跌 1.7%，其中港澳地區同店銷售，
由第一季跌 1%，到第二季錄得雙位數跌
幅。鄭炳熙表示，在 10 月黃金周後配合

集團的周年特惠銷售活動，同店銷售已回
復正數水平。

至於六福方面，港澳地區同店銷售基
本持平，去年同期為41.2%，中國同店銷
售增長則由 25.3%降至 12.6%。首席財務
總監兼公司秘書陳素娟解釋，由於去年基
數較大，導致10月至11月同店銷售下跌
2%，其中 10 月港澳地區同店銷售下跌
20%，惟11月份錄得20%增長。黃偉常補
充說，相信珠寶市場最差時候已過去，對
聖誕市道表現樂觀。

六福股價漲一成
截至 9 月底止，周大福存貨金額達

317.06億元，周轉天數較3月底急增86天
至299天。鄭炳熙指出，集團將暫停買入
高價珠寶，集中資源銷售流轉較快的產品
，預料全年存貨周轉天數將降至 240 至
250天。

周大福在收市後公布略遜預期的業績
，惟該股在盤中炒高 5.4%，以全日最高
10.86 元收市。六福中期業績優於預期，
刺激該股尾市追高至23.45元，收報23.15
元，狂升逾10%。

迪生創建半年少賺33%
迪生創建（00113）公布，截至2012年9月底止中期純利大跌33.84%至4136.1

萬元，每股盈利11.1仙，派中期息11仙。公司表示，在內地的TommyHilfiger授權
業務於去年7月終止，加上新投資項目初期錄得虧損，均影響上半年盈利基礎。

期內，營業額18.7億元，按年微升0.8%。其中，本港業務收入升18.2%至11億
元，台灣業務收入亦升9%至3.3億元，但內地業務收入則跌近38%至2.49億元。

今個財政年度至今，公司共開設48間新店，當中28間位於內地，6間位於本
港及澳門。公司現於亞洲區有323間店舖，計劃於本財政年度內，在內地再開設4
間新店，在澳門亦會新增1間。

截至9月底止，公司持有6.48億元現金淨額，公司表示，在穩健的財政狀況下
，公司定能面對全球極其動盪的經濟，並藉此優勢在任何經濟復蘇之情況下拓展，
以及把握任何非常有價值之投資機會。

長江生命科技（00775）昨宣布，以1.5億澳
元（約12.14億港元）收購澳洲本地市場最大產
鹽商─ Cheetham Salt全部已發行股本，這是
今年內長科第3項澳洲投資，預期可於2013年2
月底前完成交易。由於 Cheetham 在新西蘭持有
業務資產，是項收購有待新西蘭海外投資辦事處
審批。

Cheetham 成立於 1888 年，為澳洲本地市場
的最大產鹽商，每年生產約80萬噸原鹽及70萬
噸精鹽。

此外，Cheetham 持有租賃權及永久業權的
土地合共約 9320 公頃，計及長科旗下佔地 5700
公頃之葡萄園，公司於澳紐地區持有龐大的土地
，規模相當於香港島兩倍。截至今年6月底止年
度，Cheetham 的稅後淨溢利增長 29.9%至 434.3
萬澳元（約3515.1萬港元）。

長科於澳洲擁有強大的投資組合，現時是澳
洲最大專業草皮管理產品及服務供應商，及第二
大家居園藝產品及滅蟲管理供應商。公司亦是澳
洲最大營養補充品及保健藥物承造商之一，同時
為當地第二大葡萄園主。

和黃夥雀巢拓腸胃中藥
另外，外電報道，全球最大食品公司雀巢與

和黃（00013）旗下和黃中國醫藥科技成立一間合
資公司，開發以傳統中藥為基礎的的腸胃疾病藥
物。據悉，雀巢附屬公司雀巢健康科學與和黃中
國醫藥將各持有合營一半股權，合資公司名為
Nutrition Science，但未透露合作的投資規模。

周大福（01929）昨日宣布，現
年 87 歲的鄭裕彤，將退任公司非執
行董事，但留任名譽主席，自12月1
日起生效。周大福主席鄭家純表示，
其父辭任非執董與入院沒有關係，因
他早在 3、4 月時已說過辭任所有非
執董職務。鄭家純說，畢竟其父年紀
大，不想參加太多會議，所以退休擔
任名譽主席。他重申，其父目前健康
良好。

周大福珠寶由鄭裕彤的岳父周至
元創辦，其後由鄭裕彤接管至今。去

年 12 月 15 日，鄭裕彤成功把周大福
於港交所（00388）上市，令其身家
急增至千億元。今年 2 月 29 日，他
率先宣布退任新世界發展（00017）
董事會主席及執行董事職位，由其子
鄭家純接任。

今年 9 月 21 日，鄭裕彤中風入
院，至今未有公開露面。不過他最近
頻頻出售所持有的股份，包括本月中
多次減持銀基（00886）股份，合共
套現逾1.5億元。

招商局拓另類投資業

遠東發展66億待入帳
遠東發展（00035）董事總經理孔祥達表示，自從兩年

前把帝盛酒店（02266）分拆上市，集團未來會以 「兩頭馬
車」的發展策略，除了酒店及停車場業務，地產發展亦將踏
入收成期。他提到，約有 66 億元預售物業，將於未來 3 年
陸續入帳。

嘉利中期盈利增273%
嘉利國際（01050）公布，截至今年9月30日止中期業

績，純利按年大升273%至1343萬元，每股盈利0.67仙，不
派息。執行董事兼財務總監李樹琪表示，集團中期並沒有派
發股息，主要是希望保留資金作發展之用，並力爭全年度派
息比率維持不少於30%。

兩隻珠寶股半年業績摘要
（截至9月底止，港元）

分 項

收入

毛利率

同店銷售

股東應佔溢利

每股中期息

*為計及黃金對沖虧損 #為香港及澳門

周大福（01929）

經營數據

254.4億

26.4%*

-1.7%

18.25億

6仙

變化

+6.5%

-3.5個百分點

-63.6個百分點

-32.2%

不適用

六福集團（00590）

經營數據

59.2億

21.6%

41.2%#

5.58億

38仙

變化

+7.4%

-2.9個百分點

持平

-22.4%

-28.3%

鄭裕彤退任周大福非執董

長
科
12
億
購
澳
洲
最
大
鹽
商

周大福冀全年毛利率維持
約三成。圖為鄭家純

麗新爆爭產疑雲
本港老牌公司經過數十年的發展，不少創辦人年事

已高甚至離世，家族爭產傳聞時有發生。麗新製衣
（00191）昨日便有一則引人關注的人事變動。該公司
宣布非執行董事余寶珠已於周二（27 日）起，調任為
執行董事。

值得留意的是，年屆 87 歲高齡的余寶珠，為麗新
系創辦人林百欣二太，即為麗新發展（00488）主席林
建岳之母。雖然余寶珠於1999年12月起一直在麗新製
衣出任董事，但公司最終話事權，仍然是林百欣元配的
長子林建名。是次 「細媽」余寶珠出任影響公司營運的
執行董事職位，難免讓人揣測又起一宗爭產風波。

人稱「林伯」的林百欣有四位太太，外界一直盛傳各
房子女早在父親去世前，就為家產分配明爭暗鬥，最終
總值百億元的綜合企業集團麗新王國，由二房長子林建
岳掌管，而長房長子林建名、養子林建康及三房女兒林
明珠，只獲其他非核心業務，故市傳兄弟間一直不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