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請酒牌啟事
百樂會

現特通告：吳少祺其地址為九龍窩
打老道8號1座38樓E室，現向酒牌
局申領位於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
35-35A金巴利中心2字樓A室百樂
會的酒牌。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
於此啟事登報之日起十四天內，將
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
九龍深水基隆街333號北河街市
政大廈4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3年5月3日

證券簡稱：匯麗B 證券代碼：900939 編號：臨2013-011

上海匯麗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屆董事會臨時會議決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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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海匯麗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於2013年4月25日以傳真、電子郵件及專人送達
的方式發送第六屆董事會臨時會議通知。本次會議於2013年5月2日上午以通訊
方式召開。本次董事會會議應到董事15名，實到15名。公司監事及高級管理人
員列席會議。本次會議召開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及有關法律、法規的要求。
經與會董事認真審議表決，形成以下決議：

審議通過《關於取消委託貸款的議案》。
2013年4月25日，公司接到上海匯麗塔格板材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塔格板

公司」）通知，因其資金需求緊迫並且相關委託貸款手續辦理時間較長，塔格
板公司擬通過其他融資渠道更快地獲得相關資金支持，希望取消實施委託貸款
事宜。

公司決定同意塔格板公司相關請求，取消實施2013年4月18日第六屆董事會
第七次會議審議通過的《關於向關聯公司上海匯麗塔格板材有限公司提供委託
貸款的議案》，並恢復執行2013年3月13日第六屆董事會第六次會議審議通過的
《關於公司使用階段性閒置自有資金購買金融機構理財產品的議案》。

獨立董事發表了獨立意見，認為取消本次委託貸款事宜，未損害公司及其
股東，特別是中小股東的利益。

此議案為關聯交易，關聯董事金永良、王建申、張峻、崔海勇、王邦鷹、
詹琳、范德忠迴避表決。非關聯董事表決如下：

同意8票，反對0票，棄權0票。

上海匯麗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13年5月3日

中央政策組
招聘高級研究主任和行政主任（研究支援）

（非公務員職位空缺）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中央政策組現公開招聘高級研究主任和行政主任（研究支援）。
中央政策組就公共政策事宜向行政長官及政府高層官員提供意見。作為政府內部的 「智囊」

，中央政策組須就不同範疇進行政策研究、分析不同政策方案及了解民情。

職位（1）－高級研究主任

入職條件：（a）持有（i）本港大學或海外頒授的榮譽學位（成績良好）（尤以社會科學學位為佳
），或具同等學歷；或（ii）本港大學或海外頒授的深造學位（尤以社會科學學位為佳）（持有本
港或海外大學頒授的博士學位更佳）；（b）在取得學位後，具備不少於五年與學術或地區研究、
公共政策或公共事務相關的研究或工作經驗；（c）對公共事務和政策有強烈興趣；以及（d）具
良好的人際及溝通技巧，積極主動、獨立及有責任感。
職責：（a）進行特定研究計劃，並支援中央政策組就香港或內地的政治、社會、經濟事宜及／或
民意和輿論及新媒體進行研究；（b）擬備參考資料摘要、專題分析和報告；以及（c）籌組專題
小組和研討會。
薪酬：月薪$41,000 - $52,000（視乎入職時所取得的學歷程度及具備的相關工作經驗而定）

職位（2）－行政主任（研究支援）

入職條件：（a）持有本港大學或海外頒授的榮譽學位（成績良好），或具同等學歷；（b）在香
港高級程度會考中國語文及文化、中國語言文學或中國語文科取得C級或以上的成績，及在香港高
級程度會考英語運用科或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Advanced Level） （GCE A Level
） English Language科取得C級或以上的成績，或具備同等學歷；（c）在取得學位後，具備不少
於四年擔任行政／管理職位的工作經驗。如申請人曾擔任研究行政工作、處理研究撥款申請及／
或於高等教育界別有工作經驗，可獲優先考慮；（d）勤奮進取、有強烈的責任感及能獨立工作；
（e）具良好人際技巧；（f）擁有優良的組織能力、籌劃及分析技巧，並能於壓力下工作；以及（
g）熟悉電腦應用及精通普通話者更佳。
職責：（a）監督及管理屬下研究撥款組和項目組的工作；（b）策劃及統籌研究撥款計劃；（c）
為研究撥款計劃的策劃和行政工作提供行政和運作上的支援，包括邀請研究申請和處理撥款安排
；（d）處理研究申請；（e）統籌及聯絡學科小組組員及外部評審員，以評核研究申請，並籌備
小組會議；（f）執行對受資助研究項目的監察工作；（g）處理市民、申請者及受資助單位的查詢
；以及（h）協助籌辦研討會和活動。
薪酬：月薪$37,780
註：我們曾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八月，九月和十一月招聘高級研究主任，當時曾填交申請表
格〔G.F.340（6/2012修訂版）〕的申請人無須就同一職位重新遞交申請。
聘用條款︰獲錄用者將以非公務員合約條款聘用，合約為期兩年。
福利︰獲錄用者如圓滿履行合約、而期間一直表現理想兼行為良好，可獲發約滿酬金。該筆酬金
，連同政府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的規定為受聘人向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所作的供款，將
相等於合約期所得底薪總額的15%。根據《僱傭條例》的規定，按適當情況，可享有休息日、法
定假日、年假、產假、侍產假及疾病津貼。
申請手續：申請人須填妥申請表格〔GF340（Rev.3/2013）〕，並擬備求職信和詳盡履歷。申請
表格可於民政事務總署各區民政事務處及勞工處就業科索取，或從公務員事務局網站（www.csb.
gov.hk）下載。填妥的申請表格、求職信和履歷，連同僱主推薦信副本和證明文件副本，須於截止
申請日期或之前送達下址，並請於信封面寫上所申請的職位名稱。申請人如欲申請多於一個上述
職位，須就每一個職位遞交一份申請。申請人如獲選參加面試，通常會在截止申請日期後約六至
八個星期內接到通知。如申請人未獲邀參加面試，則可視作經已落選。
查詢地址：香港添馬添美道2號政府總部26樓中央政策組，行政主任。
查詢電話：2810 2380
截止申請日期：二零一三年五月十六日

附註︰
（1）申請人於獲聘時必須已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
（2）作為提供平等就業機會的僱主，政府致力消除在就業方面的歧視。所有符合基本入職條件的

人士，不論其殘疾、性別、婚姻狀況、懷孕、年齡、家庭崗位、性傾向和種族，均可申請本
欄內的職位。

（3）如果符合訂明入職條件的應徵者人數眾多，招聘部門可以訂立篩選準則，甄選條件較佳的應
徵者，以便進一步處理。在此情況下，只有獲篩選的應徵者會獲邀參加招聘考試╱面試。

（4）政府的政策，是盡可能安排殘疾人士擔任適合的職位。殘疾人士申請職位，如其符合入職條
件，毋須再經篩選，便會獲邀參加面試╱筆試。

（5）持有本港以外學府╱非香港考試及評核局頒授的學歷人士亦可申請，惟其學歷必須經過評審
以確定是否與職位所要求的本地學歷水平相若。有關申請人須郵寄修業成績副本及證書副本
到上述查詢地址。

（6）在使用求職者所提供的個人資料時，有關人員會嚴格遵守中央政策組個人資料政策的規定。
假如接到有關要求，中央政策組會即時提供上述政策的文本。關於此事，可與中央政策組文
書主任（總務）聯絡（地址見上文），或以傳真方式（號碼：2537 9083）提出要求。

（7）本招聘廣告所載的職位空缺資料，也可於互聯網上的香港政府一站通內閱覽，網址如下
：http://www.gov.hk。

持貨兩月 業主賺埋唔夠畀稅

兆禧苑首宗加辣SSD蝕讓

二〇一三年五月三日 星期五B3經濟‧地產責任編輯：邱家華

旺角兩幅GIC地申改住宅
政府全方位覓地發展，陸續把 「政府、機構或社區」（

GIC）用地改劃住宅，最新涉及旺角豉油街及新填地街2幅
蚊型GIC用地，規劃署向城規會提出建議，把2地改為 「住
宅（甲類）」用途，預料合共可以提供約113伙，而2幅地皮
均已納入政府的2013/14年度賣地計劃內。

規劃署擬議修改旺角分區計劃大綱圖，建議把旺角豉油
街與上海街交界2幅土地，一併改劃為 「住宅（甲類）」用
途。其中豉油街與上海街交界地皮，佔地約6728方呎，地盤
呈長方形，鄰近長沙街休憩處，周邊建築物以低至中密度住
宅連地舖為主，現時為臨時停車場，受到2010年旺角區增加
建築物高度限制影響，這幅GIC用地被增設2層的高限。然
而，規劃署指出，考慮到地皮周邊環境，而且地皮暫時未有
確實用途，為滿足未來居住需求，加上以住宅發展可與周邊
環境協調，遂提出把地皮改劃為住宅用途，在參考旺角區其
他 「住宅（甲類）」地盤後，地皮擬以最高7.5倍（純住宅
）或9倍（混合式）發展，至於2層的高限則改為100米（主
水平基準以上，下同），若以平均單位面積約538方呎計，
地皮料可提供93伙。

至於旺角新填地街322及324號地皮，同屬GIC地帶，佔
地3046方呎，現臨時作為水務署工程用途，地盤亦呈長方形
，毗鄰以低至中密度的住宅連地舖為主，地盤已被納入了2
層高度限制，規劃署亦擬議改劃 「住宅（甲類）」用途，地
積比率分別7.5倍（純住宅）或9倍（混合式），至於2層的
高限則改為80米。鑑於這幅地皮太細，建議以小型住宅單位
發展，但實際可建數目視乎發展布局而定，保守估計可建最
少20伙。

尚悅樓書料一周內上載
一手冰封，其中有1個新盤銷售當中的恒地（00012），

旗下15個貨尾將全速趕製樓書，預料元朗尚悅可於1周內上
載，同系3個新盤亦有機趕次季上馬。

恒地營業部總經理林達民稱，公司負責銷售的15個貨尾
項目會盡快上載新樓書，其中元朗尚悅料可在未來1星期內
上載。雖然買家要適應不再使用建築面積，但普遍歡迎新例
，又認為新例生效前不少發展商促銷樓盤消耗市場一定購買
力，影響近日一手銷情，相信未來購買力恢復後銷情會好轉
。他補充，新例下要24小時派樓書，考驗發展商的人手安排。

至於公司旗下新盤部署，林達民稱麗東酒店重建項目、
界限街項目及落禾沙項目等，料可在今年第二季登場。

若然尚悅趕及1周內上載樓書，可供發售樓盤再多一個
，可供選擇單位數量亦有增加，尚悅現時約餘1300伙。

此外，據一手住宅銷售網頁顯示，粉嶺逸峯5座25樓F室
，於5月1日登記以即供價391.416萬元售出，根據網頁顯示
，該盤由周一開賣至5月1日累售7伙；另傳該盤5座中層D室
昨 日 沽 出 ； 而 太 古 地 產 （01972） 的 何 文 田 DUNBAR
PLACE盛傳低層C室昨日沽出。

傳投資者棄購英娛廣場中層
工商舖市場受政府出招影響，短炒成交驟減。市場消息

稱，有投資者原先以9500萬元購入荃灣英皇娛樂廣場一層樓
面，惟近日已取消交易。

市場消息稱，荃灣英皇娛樂廣場中層全層，面積8903方
呎，在今年1月27日獲買家以9500萬元購入，但有傳該買家
近日決定棄購有關樓面。據悉，再對上一位業主在去年10月
斥7380萬元購入該樓面並已 「上會」承造按揭，見有投資者
以高價洽購樓面才沽出物業，隨交易取消，短短3個月內
速賺逾2000萬元的好夢告吹。

此外，市場盛傳元朗大馬路雙號地舖至1樓，總面積
3000方呎，獲買家出價洽購1.08億元。

另邊廂，市場對新商廈物業反應不俗，恒地（00012）
夥協成行發展的黃竹坑道21號環匯廣場，開售至今共售出11
層樓面及26個車位，套現10.26億元。早前有傳藝人陳奕迅
購入其中一層，發展商僅稱，有演藝界人士購入。

另外，發展商有意推售原先打算保留作收租用途的樓面
，亦不排除將全層樓面分拆以散單位形式出售，有機會加價
3%至5%。發展商昨加推15樓全層，建築9770方呎，訂價
8402.2萬元，呎價8600元，與早前推出的16樓全層呎價8650
元相若。

政府加快批則以確保未來住宅供應，今年3月獲
批圖則共21份，按月爆升1.6倍，屬今年最多。當中
，以長實（00001）豪擲116.5億元投得的中半山波老
道豪宅地王最矚目，項目准建5幢18至22層住宅，附
設1幢4層會所，總住宅樓面43.56萬方呎；而國連順
集團或有關人士持有的薄扶林碧荔道37及39號，則獲
批建6幢3層洋房。

屋宇署今年3月共批出21份建築圖則，比2月份的

8份多出逾1.6倍，比今年1月份的16份增31%，屬今年
來最多，若與去年平均每月批出約16份比較，今年的
批則步伐明顯加快。至今3月份的圖則申請，合共22
份（包括首次遞交及修訂），按月增加10%。

3月批21份圖則飆1.6倍
據該署資料，上述21份已批圖則中，以長實於

2011年在賣地場投得的波老道21、23及25號最矚目，
項目准建2幢18層、1幢21層及2幢22
層住宅，另設1幢4層康樂設施，整個
項目建於3至4層地庫之上，涉及住宅
樓面共43.56萬方呎，屬區內近年罕
見的大型豪宅項目。該地皮為長實擊
退信置（00083）、嘉里（00683）及
南豐等大型財團，以高開價約22.6%
奪得，每呎樓面地價約26763元，長
實副主席李澤鉅於投得地皮後表示，
現時 「一級靚地」賣少見少，波老道
屬傳統豪宅區，位於霧線以下，將來
落成後不捨得出售，或將大部分單位
用作收租用途。

除了波老道外，多個港島區項目
亦獲批則。國連順集團或有關人士持
有的薄扶林碧荔道37及39號獲批修訂
圖則，項目准建6幢3層洋房，項目建
於1層低層地下以上，總住宅樓面共
2.09萬方呎。

恒生銀行將莊士敦道142號恒生
莊士敦道大廈，以及莊士敦道130至

136號龍門大酒樓舊址合併重建，今次再獲批則，准
建1幢27層商住大廈連康樂設施，住宅樓面5.79萬方
呎，商業樓面1.74萬方呎，與2011年批出的圖則相若
，但樓層則減少了1層。

赤柱大街藍屋准建酒店
同時，美麗華酒店旗下赤柱大街88號藍屋，獲准

興建1幢10層酒店連商業物業，總樓面共8190方呎。
而包氏基金或有關人士持有的大坑蓮花宮西街11、
11A、13及13A號，則建1幢27層酒店連商業物業，總
樓面共2.49萬方呎。

另外，東亞銀行主席李國寶及相關人士持有多年
的旺角洗衣街78至88號舊樓地盤，准建1幢26層商住
大廈連康樂設施，項目建於1層地庫之上，住宅樓面
約4.65萬方呎，商業樓面約1.01萬方呎。資料顯示，
李氏等早於2011年透過強拍、以底價1.36億元統一洗
衣街78及80號舊樓業權，而毗鄰的82至88號，則於99
年以1.12億元購入，整個地盤合併後佔地約6600方呎。

政府連環為樓市加辣致樓市交投氣氛薄弱，業
主對後市心灰意冷不惜陸續減價離場，一名買入屯
門兆禧苑僅兩個月的業主，在飽食驚風散下嚇得 「蝕
住走」。

驚弓之鳥持貨心態薄弱
中原地產大興花園分行市務經理陳漢文表示，兆

禧苑E座高層5室，建築面積462方呎，實用面積338
方呎，向南享少海景，業主今年2月透過自由市場以
204.83萬元買入自住，豈料買入不久撞正政府加辣，
樓市氣氛持續轉差，估計業主又看過長遠房屋策略督
導委員會成員預期樓價可能大跌的報道後，更加憂心
言論成真，頓成驚弓之鳥，越想越驚下持貨心態薄弱
，為免夜長夢多寧盡快甩身，單位原先叫價220萬元
，買家還價即減12萬元，最終208萬元沽出單位，低
同類單位市價約5%，建築呎價4502元，實用呎價
6154元。

陳漢文稱，業主今次沽貨帳面實賺約3.17萬元，
然而單位屬加強版 「辣招盤」，持貨不足2月沽出單
位，需繳付20%的SSD即涉約41.6萬元額外印花稅，
另同經紀佣金及其他使費，業主 「賺埋都唔夠蝕」，
來回實蝕超過40萬元，蝕幅達20%。

對於業主何以要急住走，陳漢文稱業主未肯透露
，但作為經紀則再三提醒業主出貨要畀SSD變相蝕錢
，業主表示知情但仍堅決出貨。該名業主年約60歲，
未算很老但又非持重貨要減磅，業主於2月一炮過買
入上址，故不存在財務壓力，而且沽貨後業主表示 「
有其他地方住」，故對其慘蝕也感莫名其妙，但相信
今次蝕讓純粹特殊個案，大部分買家會想清想楚才入

市，相對持貨力較強，不會觸發蝕讓潮。
美聯物業柴灣杏花邨分行首席高級營業經理李聖

智表示，杏花邨42座低層4室，建築面積約648方呎，
實用約547方呎，鑽石形廳，2房連露台望內園景。業
主最初叫價較進取約648萬元，議價後，最終以約598
萬元，略低於市價成交，建築及實用呎價9228元及
10932元。

太古城高層1000萬易手
中原地產副區域營業經理張光耀表示，太古城怡

山閣高層E室，實用及建築689及788方呎，3房望山
景，剛以1000萬元易手，實用呎價14514元，建築呎
價12690元。原業主於1999年以330萬元買入，帳面獲
利670萬元，單位升值達2倍。

二手註冊量逾4年新低
政府連環出招，樓市交投由盛轉衰，代理資料顯

示，4月份整體物業註冊量只有4382宗，創自2008年
11月3786宗後新低，為1991年以來逾22年的第4低，
較3月6841宗劇插約36%，其中二手註冊只得2464宗
破底。

美聯物業首席分析師劉嘉輝表示，4月一手私樓
註冊量按月跌約22.3%至844宗，連續兩個月不足千宗
。至於二手住宅市場，同期註冊量則下挫約30.9%至
2464宗，全月跌至自1996年有紀錄以來單月最少。

另方面，隨2月下旬新辣招出台後對非住宅物
業打擊進一步反映出來，4月份註冊量按月跌勢加劇
，月內工廈、寫字樓、商舖、純車位及其他物業註冊
量合共約879宗，按月急挫約59.9%。

波老道大型豪宅獲批則

樓市瀕死，代理叫苦連天，日日傳裁
員的利嘉閣，近乎全面撤出上水粉嶺區，
僅保留粉嶺明都一間分行；另港置一份調
查顯示，旗下前線近20%經紀無單開面臨
轉行，以及地產代理8大商會聯署要求政
府解辣以助業界。

成交急劇萎縮，代理收益急插，幾乎
間間代理也傳過裁員執笠消息，傳得裁員
最多的利嘉閣，昨日又傳全線撤出上水粉
嶺區，總裁廖偉強澄清未有全面撤出，區
內3間分行有2間到期不續約，仍保留粉嶺
明都1間撐場，預期九龍區無盈利的分行
要裁員10%至15%，直至分行能轉虧為盈
，該行近日已有100名經紀自然流失，佔
整體員工約2%。

另邊廂，據香港置業進行的全港代理
從業員心態報告指出，逾65%代理收入比
「出招」前縮水，有逾半代理更不排除轉

行，反映現時代理行業 「無啖好食」。
香港置業高級執行董事伍創業表示，

現時本港地產代理從業員已突破37001人
，惟預計4月份整體物業註冊量僅4500宗
，屆時逾8個代理爭一張單，代理生態將
面臨前所未見的嚴峻局面。為了解行內環
境，該行於4月中至下旬進行《全港首份
地產代理從業員心態調查報告》，成功收
回451份有效問卷，結果顯示近70%受訪
從業員估計淡市將超過3個月，達65%受
訪代理收入較 「出招」前明顯縮減，當中
36.2%代理收入下降逾10%，有20.9%代理
收入減少5%至10%；收入維持 「平穩」者
佔26.1%，能在逆市收入不跌反升之從業
員僅佔8%。同時，在淡市之下，有超過

50%受訪從業員不排除轉行，呼籲政府從善如流刪除
「辣招」，以免令業界掀起失業潮。

此外， 「地產代理業界聯席會議」指出，政府連
番辣招衝擊物業市場，對香港將造成3輸，第1輸是樓
市及香港經濟受到嚴重損害；第2輸是香港市民在物
業市場得不到應有的權益，包括上車換樓，改善住屋
環境及投資物業權利；第3輸是香港地產業及相關行
業，極度受傷害，估計地產代理行業未來將有10至
20%的公司倒閉、將有10至20%的從業員失業，而最
壞的事，若然此低潮持續，相信將會有更多倒閉及失
業出現。最後，業界期望政府接納業界建議的意見，
從善如流，不要過度干預香港物業市場，適度而為。

今年3月份批出建築圖則
獲批圖則項目

中半山波老道21、23及
25號

薄扶林碧荔道37及39號

灣仔莊士敦道130至136
、138、140及142號

赤柱大街88號藍屋

大坑蓮花宮西街11、11A
、13及13A號

中環士丹利街30、30A及
32號

旺角洗衣街78號至88號

規模

5幢18至22層住宅（
另設3至4層地庫）

6幢3層洋房（另設1
層低層地下）

1幢27層商住大廈

1幢10層酒店及商業

1幢27層酒店及商業

1幢25層商業

1幢26層商住大廈（
另設1層地庫）

住宅樓面
（方呎）

435,553

20,921

57,928

─

─

─

46,470

非住宅樓面
（方呎）

─

─

17,430

8,190

24,949

38,023

─

發展商
或申請人

長實

國連順集團或
有關人士

恒生銀行

美麗華酒店

包氏基金或有
關人士

投資者兼資深
馬主李榮翰

東亞銀行李國
寶或有關人士

▲

長實中半山波老
道地王准建5幢18
至22層住宅

▲兆禧苑錄得
加強版SSD後
全港首宗蝕讓
「辣招盤」

樓市成交急冰封，業
主陸續劈價出貨一於 「走
得快好世界」 ，一名憂樓
價暴跌的居屋業主，越想
越驚青，把心一橫將購入
僅兩個月的屯門兆禧苑，
寧被政府抽稅20%，也要
狂蝕逾40萬元跳車，屬政
府去年10月實施額外加強
版印花稅（SSD）後，首
宗第二代SSD兼蝕讓的 「
辣招盤」 。

本報記者 梁穎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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