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尚宜首輪銷售的30伙，原定周六展開，因天氣原因
順延至周日揀樓。消息稱，項目全盤截至周日上午約
11時多僅花90分鐘已火速沽清。大鴻輝集團執行董
事曹展康表示，項目折實入場費242.88萬元起，早前
截收850個認購登記，超額認購逾27倍，集團日後會
繼續供應更多迎合市場需要的住宅項目。

本月一手銷售料達2000宗
中原地產亞太區副主席兼住宅部總裁陳永傑表示，

尚宜開價吸引，屬現時市場罕有 200 餘萬元新樓供
應，銷情已有一定保證，加上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及新
界北都會區新發展，加強了出席客戶信心，中原出席
率達八成。

美聯物業住宅部行政總裁布少明表示，受天氣影響
延期一天發售的尚宜，全數推出30伙單位，該行客戶
出席情況踴躍。他認為，施政報告大力推動新界北發
展，對樓市起刺激作用，而本月亦有多個新盤應市，
一手成交量料按月升至逾 2000 宗水平。二手樓市方
面，近日不少買家睇好後市發展，率先入市置業，預
料本月成交量亦回升至約4500宗。

日出康城LP10再售44伙

南豐將軍澳日出康城LP10昨日以價單發售158伙，
全日售出44伙，套現約6.8億元。LP10年初至今5次
銷售，一共售出722伙，佔全盤893伙逾80%，套現近
83億元。

其他尾貨方面，會德豐地產、信和置業(083)、嘉華
國際(173)、世茂房地產(813)及爪哇(251)合作發展，位
於長沙灣荔盈街 6 及8 號的維港，周日售出 2 伙單
位。會德豐地產的油塘新盤KOKO HILLS則售出6伙
單位，合共套現7526.1萬元。

星凱‧堤岸加推2號價單
中洲發展位於沙田火炭的新盤星凱‧堤岸昨日宣布

加推2號價單。中洲置業營銷策劃總監楊聰永指出，
價單2號涉及134伙，包括33伙1房、29伙2房、19伙2
房連工作間、17伙3房及36伙3房連工作間，扣除最高
15%折扣優惠後，折實售價由638.8萬至2352.8萬元，折
實呎價 16053 元至 24964 元。由於是次推出單位主要
為中高層，扣除景觀樓層因素後，屬原價加推。

利嘉閣十大屋苑假日二手交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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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屋苑交投單位數徘徊
【香港商報訊】記者呂希蘊報道：受颱風 「獅子

山」影響，剛剛過去的施政報告公布後首周末(9日至
10日)，十大屋苑交投均下跌。利嘉閣地產總裁廖偉
強表示，該行十大指標屋苑交投量連續3個周末處於
單位數。不考慮天氣影響，近期一手新盤依然為市場
焦點，而二手樓市則處於高位爭持，預計待多個新盤
推出將帶動市場氣氛，買家慢慢適應新的價格，可逐
漸走出拉鋸局面。

綜合利嘉閣地產分行網絡數據，在過去的周末日十
大指標屋苑僅錄3宗二手成交個案(美孚新2宗、嘉
湖山莊1宗)，較前一周的8宗減少63%，創去年2月
以來88個周末新低。

美聯十大藍籌屋苑上周末僅錄2宗成交，較對上一
個周末約7宗大跌約71.4%，創自2018年12月22日至
23日的周末之後近33個月新低。美聯物業住宅部行
政總裁布少明稱，難以預測的天氣嚴重影響二手睇樓

及買賣活動，致令周末成交創近年新低，惟風球除下
後重新開售的新盤反應理想，購買力持續湧入港樓。

港置：二手交投穩中求進
根據香港置業旗下分行截至周日下午 3 時統計，

港、九及新界十大二手指標藍籌屋苑於周末兩日合共
錄4宗成交，走勢持平，連續3周徘徊單位數。該行
稱，天雨無阻新盤客的入市意欲，相信10月一手市
場將保持熱鬧，而隨樓市政策日趨明朗之下，二手
樓市交投將穩中求進，全年二手成交量更有力挑戰近
6萬宗，創9年新高水平。

中原地產統計，十大屋苑周末僅錄1宗成交，為美
孚新。中原地產亞太區副主席兼住宅部總裁陳永傑
表示，施政報告後本港樓市日趨明朗，市民入市意欲
增強，但近期一、二手樓市成交明顯加快，相信之後
樓市活動會隨即重拾正軌。

【香港商報訊】記者鄭珊珊報道：本周美國及內地
有多項經濟數據將相繼公布，市場認為短期內資金仍
將保持充裕，恒指或因此受惠，周內有望重上25000
點。

美國股市上周五(8日)反覆偏軟，三大指數微跌，
十年期債息升上1.6厘。上周美國新增非農業就業數
據增速低於預期，市場對聯儲局將立即開始縮減購債
規模的疑慮升溫。展望本周，周三聯儲局將公布9月
份會議紀要，市場仍揣測何時「收水」。另外，美國將於
本周三晚公布9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初請失業金
數據和生產者物價指數(PPI)，以及最新的零售數據。

另一方面，本周三內地將公布9月份消費者物價指
數(CPI)和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兩大數據，分析指物
價方面，受能耗雙控影響，工業品漲價壓力加劇。從
工業品走勢來看，9月工業品價格呈現出普漲態勢。
動力煤、焦煤、焦炭庫存仍處低位，需求仍然強勁。
因此，市場憧憬央行會因應實際情況適度降準。

內房銷售放緩
展望本周股市表現，駿達資產管理投資策略總監熊

麗萍接受本報採訪時預測，美股市場將延續走勢反覆
態勢，而香港因憧憬央行放水，港股有機會回穩，以
24200 點為支持位，上限則為 25000 點。至於內房本
周表現，熊麗萍表示， 「唔推介」。儘管近來，部分
內房股出現反彈，但新公布的9月份銷售數字，顯示
房地產銷售增速緩慢。目前內房板塊整體股價受壓，
有炒家認為可以趁低入市，她的建議是， 「買來博反
彈」無妨，不過整體上 「唔推介」。

新數據接踵而至
恒指或重上25000點

責任編輯 黃兆琦 韓濠昕 美編 劉樹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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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報告利好新界北樓市

復星旅遊度假村
國慶入住率大升

上周五表現最佳的5隻ADR
ADR

股份名稱

中國人壽

銀河娛樂

恒生銀行

中信股份

招商銀行

港股
代號

2628

027

011

267

3968

ADR股價
(美元)

8.72

5.16

18.145

5.32

39.035

升跌
(%)

+4.682%

+1.976%

+1.824%

+1.721%

+1.707%

相對股價
(港元)

13.577

40.171

141.261

8.283

60.779

【香港商報訊】美聯物業首席分析師劉嘉輝指出，若按季度計算，
今年第三季二手公屋合共錄436宗登記，較第二季急升約169.1%，並且
打破2019年次季287宗高位，創下有紀錄以來季度新高，箇中原因受
新一批白居二入市帶動。

據美聯物業房地產數據及研究中心綜合土地註冊處資料顯示，9月二
手公屋(包括已補地價的自由市場及未補地價的第二市場)註冊量錄71
宗，較8月135宗回落約47.4%，並創3個月新低。

若以金額劃分，今年第三季二手公屋註冊量，以300萬元或以下表現
最突出，錄293宗，按季急升約211.7%，無論宗數抑或升幅均為各類之
冠。逾300萬至400萬元季內錄120宗，按季亦升約160.9%。至於第三
季逾400萬元二手公屋註冊量走勢平穩，錄23宗，按季微升約4.5%。

若以今年第三季二手註冊量最多的10個公屋劃分，當中以北區華明
及鴨洲利東宗數最多，錄23宗登記雙雙居首；其次為黃大仙東
頭，錄 20 宗登記；此 10 個公屋中，新界區佔一半，4 個位於九龍
區，僅1個位於港島區。

Q3二手公屋創季度新高

【香港商報訊】記者呂希蘊報道：復星旅遊文化集
團(1992)最新公布，十一國慶黃金周假期期間，集團
核心業務Club Med中國度假村、三亞亞特蘭蒂斯、
托邁酷客生活方式平台各指標再創佳績。具體包括期
內營業額、接待遊客數、入住率、平均每日床位價格
等，相較於2019年均大幅領跑行業。

其中，三亞亞特蘭蒂斯7天平均入住率為93.9%，
總接待人次超14.8萬人次，按可比口徑恢復至疫前同
期的86%，營業額按可比口徑恢復至2019年國慶假期
的95.2%；Club Med中國八家度假村的7天平均入住
率為74%，均超過2019年國慶期間水平，其中北戴河
黃金海岸度假村、北京延慶度假村、安吉度假村7天
平均入住率分別高達92%、83%和84%。

此外，新開業的Club Med(地中海俱樂部)麗江度假
村開業伊始，首開約150間房入住率便錄得80%。此
外，公司旗下一站式度假生活服務場景化平台托邁酷
客(Thomas Cook)生活方式平台，截至國慶假期末，
該應用的累積下載量達約200萬人次。

據攜程(9961)發布的《2021年國慶假期出遊總結報
告》顯示，國慶期間各地迎來補償式出遊熱潮。據國
家文化和旅遊部資料中心測算，受教育部建議就地過
節倡議和局部地區性疫情影響，2021 年國慶假期期
間，全國國內旅遊總人次達5.15億，按可比口徑恢復
至疫前同期的70.1%。國慶出行的火爆帶動國內旅遊
收入實現復蘇。國慶期間國內旅遊收入達人民幣
3890.61億元，按可比口徑恢復至疫前同期的59.9%。

上水尚宜90分鐘沽清30伙
【香港商報訊】記者鄭珊珊報

道：在施政報告公布後首個周
日，雖然受颱風影響，但當風球
一落下市民便蜂擁前往售樓處。
大鴻輝旗下上水新盤尚宜，以細
銀碼成功吸引到買家，全數單位
即日 「一Q袋清」 。其他發展商
周末推出銀碼較大的單位，銷情
相對失色。

陳永傑表示，尚宜開價吸引，屬罕見200餘萬元的新樓供應。

【香港商報訊】本港樓市暢旺，惟二手屋
苑交投近來放緩。據中原地產研究部高級聯
席董事黃良昇表示，今年9月十大藍籌屋苑
的二手買賣合約登記數量為 253 宗，總值
22.21億元，相比8月的313宗及27.18億元，
分別下跌19.2%及18.3%。數字是自2020年8
月的 237 宗及 21.23 億元之後，創 13 個月新
低。

按季方面，今年第三季十大藍籌屋苑的二
手買賣合約登記錄得922宗，跌破一千宗水
平。金額總值 81.37 億元，較第二季的 1222
宗及109.30億元，分別下跌24.5%及25.6%。
宗數及金額均創同年按季新低。雖然傳統屋
苑交投宗數回軟，但金額是自2011年第一季
98.57億元之後十年以來的第四高，或反映樓

價持續高企，買賣量雖降，成交金額仍然高企。

Q3交投按季跌近三成
在十大屋苑中，2021年第三季嘉湖山莊錄

得最多買賣登記，錄 157 宗，總值 9.30 億
元。其次是沙田第一城，錄 116 宗，總值
7.39 億元。海怡半島以 108 宗登記，排名第
三位，總值12.14億元。

其餘七個屋苑第三季的二手買賣登記為：
美孚新錄106 宗，總值 9.49 億元；黃埔花
園錄101宗，總值9.45億元；太古城錄得93
宗，總值 11.67 億元；麗港城錄得88 宗，總
值7.44億元；康怡花園錄68宗，總值6.51億
元；杏花錄59宗，總值5.55億元；匯景花
園錄26宗，總值2.43億元。

藍籌屋苑上月交投見13個月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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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建设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1 年 9 月 29 日，本公司以书面通知及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召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2021 年 10 月 9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11 人，实到董事 10 人，
他们分别是董事长颜学钏，董事范爱军、董其宏、时勤功、于江、周勇强，独立董事李嘉明、
谢非、宋蔚蔚、刘伟，董事郝琳因生病未能出席并表决。会议由董事长颜学钏召集并主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会议审议并通过： 

一、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厂房及土地资产的议案。
内容详见当日 http://www.cninfo.com.cn 之公司公告，公告编号：2021-054。
表决结果为 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挂牌转让厂房及土地资产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本次挂牌转让厂房及土地资产（以下简称：挂牌转让资产）顺利进行，根据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挂牌转让资产有
关事宜，具体授权事项及期限如下：

（一）授权董事会根据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和股东大会决议，制定、修改、调整
和实施本次挂牌转让资产的具体方案；

（二）授权董事会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挂牌转让资产有关的一
切协议和文件，并办理与本次挂牌转让资产相关的申报事项；

（三）授权董事会在本次挂牌转让资产完成后，办理有关标的资产过户等相关事宜，包
括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四）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12 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为 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召开 2021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见当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

和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公告，公告编号：2021-055）。
2021 年 10 月 26 日 14:30 时在公司 102 楼一会议室召开 2021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将以上第一、二项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及表决。
表决结果为 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备查文件：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重庆建设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十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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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建设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1 年 9 月 29 日，本公司以书面及邮件方式通知召开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2021 年 10 月 9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 5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监
事 5 人，他们是监事会主席逯献云，监事张伦刚、乔国安、李永江、廖建。会议由监事会
主席逯献云召集并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厂房及土地资产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挂牌转让厂房及土地资产相关

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备查文件：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重庆建设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一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200054                              证券简称：建车 B                      公告编号：2021-055

重庆建设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1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 股东大会届次：2021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重庆建设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定召开。
3.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4.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 年 10 月 26 日下午 14:30 时； 
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2021 年 10 月 26 日上午 9:15—9:25，9:30

—11:30，下午 13:00 － 15:00；
⑶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时间：2021 年 10 月 26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5. 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股

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
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 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1 年 10 月 18 日
B 股股东应在 2021 年 10 月 13 日或更早买入公司股票方可参会。
7. 出席对象：
⑴ 于股权登记日 2021 年 10 月 18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⑵ 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⑶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⑷ 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 现场会议地点：公司 102 楼一会议室
公司地点：重庆市巴南区花溪工业园区建设大道 1 号
二、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一：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厂房及土地资产的议案
议案二：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挂牌转让厂房及土地资产相关事宜的议案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 2021 年 10 月 11 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及 http://www.

cninfo.com.cn 公司公告。
三、提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1.00 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厂房及土地资产的议案 √

2.00
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挂牌转让厂房及土地资产相
关事宜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 登记方式：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

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
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
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
及证券商出具有效持股证明（受托出席者还须持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邮件、微信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在 2021 年 10 月 22 日 17:00 前送
达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2. 登记时间：2021 年 10 月 22 日（上午 9:00-12:00 下午 13:30-17:00）；
3.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重庆市巴南区花溪工业园区建设大道 1 号 邮政编码：400054
4. 现场会议联系人：张虎山，联系电话 / 传真：(023)66295333/（023）66297777
5. 现场会议费用：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参加现场会议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

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 http://

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操作流程详见附件 1。
六、备查文件
第九届董事会第九会议决议

重庆建设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11 日

附件 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 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054”，投票简称为“建车投票”。

2. 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

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

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

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投票时间：2021 年 10 月 26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 － 15:00。

2. 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10 月 26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 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

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

com.cn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 2：

授权委托书

重庆建设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重庆建设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表决意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厂房及土地资产的议
案

√

2.00
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挂牌转让厂房
及土地资产相关事宜的议案

√

表决票填写方法：提案在所列每一项表决事项下方的“同意”、“反对”或“弃权”中

任选一项，以打“√”为准。

委托人姓名（签字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持有股份性质：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授权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日至本次会议结束。     

十一黃金周內地旅遊業生意相當興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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