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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搭路」併購內房危機現曙光

內地《財聯社》報道，廣東省政
府日前召集多家房企開會，與

會房企包括奧園集團、富力地產、保
利地產、中海地產、五礦地產、越秀
地產、珠江實業集團等國企和民企。
據知情人士透露，會上一些出險企業
介紹了其經營情況及項目，此次會議
相當於政府為幾家國企央企併購出險
房企項目「牽線搭橋」。分析指出，
這預示着今年內地房地產市場可能出
現「併購大年」。
值得留意的是，上述消息公布後，

財經智庫 REDD 就引述消息人士
稱，萬科與世茂近期正在洽談資產處
置，被認為是「搭路」的成果。世茂
股價 10日午後曾大升 25%，高見
5.91 元（港元下同），收市報 5.6
元，升19.15%，成交7.9億元；萬科
香港亦受到消息刺激升2.69%，收報
21元。

世茂已整合待售資產名單
世茂和萬科相關人士回覆外電時，

均稱公司沒有最新消息。翻查資料，
財新網早前報道，世茂已委託代理行
加快處置資產，除了旗下商用物業和
酒店，集團全國項目都列入清單，對
象包括基金和國際投資者，但國資或
成首批買家。另外，信用評級機構穆
迪10日表示，將世茂集團的評級從
Ba3下調至B2，仍在檢視該公司評
級。
去年下半年起，多家內房企先後爆

出債務違約風暴。12月下旬，人民銀
行和中國銀保監會聯合發布《關於做
好重點房地產企業風險處置項目併購
金融服務的通知》，並會同國資委召
集部分民營、國有房地產企業和主要
商業銀行召開座談會，鼓勵優質企業
按照市場化原則加大房地產項目兼併
收購，鼓勵金融機構提供兼併收購的
金融服務，助力化解風險、促進行業

出清。
人行於2020年8月根據負債率為房

地產企業劃定「三條紅線」，該政策
要求包括剔除預收款後的資產負債率
不得大於70%、淨負債率不得大於
100%，以及現金短債比不少於1倍，
不達標會影響新融資。
不過早前內媒引述消息人士指，

部分央企國企向監管部門反映，如
果進行地產承債式收購便會突破
「三條紅線」，建議監管部門調整
相關指標。《財聯社》指內地銀行
已通知大型優質房企，針對出險企
業項目的承債式收購相關併購貸款
不再計入「三條紅線」，被認為是
內房調控或有望鬆綁。有前十強房
企內部人士透露，該指令是通過
「窗口指導」方式告訴業界的，但
目前公司內部未有收併購計劃；另
一房企則稱已接獲多家金融機構的
接洽。
另外，北京、上海的二手房貸再

傳加快放款，廣州多間銀行調低房
貸利率。
除了廣東省外，四川省成都市近

日也召開了房地產開發企業信用建設
座談會，會議就企業在開發經營過程
中如何加強和提升企業信用等級、享
受信用激勵政策和進行企業信用修復
等方面深入交流和討論。相信隨着各
地方政府和企業的措施落實，部分財
困的內房有望出現轉機。

恒大省成本搬新寫字樓
另外，《澎湃新聞》指，恒大集團

在去年12月份已退租深圳總部大樓
並已搬離，總部搬回廣州。不過恒大
10日晚稱，公司註冊地未變，仍在深
圳，為節約成本已於2021年12月辦
理深圳卓越後海中心退租手續，搬遷
至深圳自有物業辦公。中國恒大收報
1.73元，無升跌。

傳世茂獲萬科洽購資產 股價彈19%
隨着政策的鬆動，內地房地產企業的重整併購活動有

望加快。10日有消息指，廣東省政府近日召集多家國企

及民企開會，目的是為雙方併購「搭路」；同時，市場傳聞，萬

科與世茂近期已在洽談資產處置，世茂股價10日急升19%。

●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倫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瑞銀中國
及香港房地產投資研究主管林鎮鴻10日出
席活動時表示，去年有約9間內地發展商
違約，佔內地房地產市場佔有率約一成。

國企與民企分化趨嚴重
在多宗內房違約下，無論金融機構或有

意置業人士均對內房前景存疑，認為現時
內地房地產市場出現信心問題，預期行業
會有更多併購交易出現。

林鎮鴻稱，發生內房違約事件之後，有
意置業人士未來將更傾向購買國企內房的
樓盤，而非民企，估計國企與民企的分化
會更嚴重，國企內房的市佔率會有所提
升，民企生存空間或縮小。此外，由於內
地民企內房股出現違約，以及去年銷售大
幅下滑，導致融資渠道收窄，令到融資存
在壓力，情況有如銀行擠提一樣。
他指內房民企如要融資有三個方法：一

是變賣資產，當中可以出售香港項目，因

香港市場仍有流動性；第二出售物管業
務，或變賣商場、寫字樓收租物業等；第
三就是主席或大股東對企業提供支持。
內地房地產行業何時才會好轉？林鎮鴻

指首先要過渡債務還款期，未來幾個月也
是債務還款高峰期，如能過渡此時刻，市
場便能較清晰地知道哪些民企可以留下
來，日後待銷售端恢復時，發展商的融資
壓力會有所減少，他說短期對民企內房股
看法較為審慎。

香港文匯報訊 人民銀行上海分行官網公告顯示，東亞銀行
（中國）和北京銀行，近日因違反信用信息採集、提供、查詢
及相關管理規定，被央行上海分行處以罰款人民幣1,674萬元
和255萬元，並責令限期改正。
人行去年9月底發布徵信業務管理辦法，明確了「信用信
息」的定義和邊界，指依法採集，為金融等活動提供服務，用
於識別判斷企業和個人信用狀況的基本信息、借貸信息、其他
相關信息，以及基於前述信息形成的分析評價信息。該辦法於
今年1月1日正式生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A股主板指
數連跌4日後終於企穩，滬綜指與深成指10日均以紅盤
報收，創業板指跌幅也顯著收窄，新冠檢測概念股表現
尤為強勢。早盤三大指數慣性低開後急跌尋底，創指10
分鐘內跌逾1%，但之後均成功V彈，創指雖未能翻紅
也幾近平收。滬綜指收報3,593點，漲13點或0.39%；
深成指報14,406點，漲63點或0.44%；創業板指報
3,095點，跌1點或0.04%。兩市共成交10,513億元（人
民幣，下同），北向資金全天淨流入逾47億元。

安旭生物連續三日漲停
海外疫情持續嚴峻，全球新冠病毒檢測試劑盒需求激

增，多家涉新冠檢測上市公司此前已分別獲得德國、英
國、法國、意大利、奧地利等相關認證進入上述市場。
醫療器械、體外診斷、病毒防治等相關醫療板塊跑贏，
新冠檢測概念股掀漲停潮，易瑞生物、安旭生物、奧泰
生物、透景生命等漲20%，之江生物、熱景生物、博拓
生物、塞力醫療、明德生物等漲超10%。其中安旭生物
連續三個交易日漲停，塞力醫療、明德生物也實現兩連
板。
農牧飼漁、農藥獸藥、中藥、軟件開發、煤炭、汽車

零部件等板塊也升幅居前。年關將近，肉類銷售市場供
需兩旺，多家上市公司去年12月份銷售業績亮眼，農
業板塊向好，雞肉概念飆5%，豬肉概念暴漲4%。光伏
設備、採掘、風電設備、石油、船舶、電力、釀酒、航
天航空、教育、電池等板塊不同程度下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黎梓田）受「雙減」政策
影響，內地教育股去年遭遇寒冬，行業龍頭新東
方也被迫裁員或轉型。新東方創始人俞敏洪（見
圖）撰文表示，去年有關部門對民辦教育行業實
施禁止營利性補習的全面新規後，營業收入驟降
八成，並解僱了6萬名員工。 未來公司將轉型素
質、素養、研學、營地教育等，同時決定加大在
大學生市場和海外中文市場的投入。此外，以香
港上市公司為主體的新東方在線創立東方甄選，
轉型為農產品篩選與銷售的電商平台，為全國農
民提供產品增值服務。

公司收縮 支出近200億
俞敏洪透露，2021年新東方遇到太多變故，因
政策、疫情、國際關係等原因，很多業務都處於

不確定性中。公司市值下跌 90%，營收減少
80%，員工辭退6萬人，退學費、員工辭退n+1
（賠償）、教學點退租等現金支出近200億元人
民幣。在該過程中，決定全面停止K9地面和在

線培訓。
最後他在文中表示，要在不確定性中做確定的
事情。所謂不確定性，就是形勢和政策還在不斷
的變化，要配合形勢和政策的改變，隨機應變，
尋找符合大政方針的發展機會。做確定的事情，
就是永遠做有價值、幫助別人、幫助社會進步的
事情，即「修煉自己，造福他人」。
翻查資料，去年7月24日內地新華社公告由中
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進一
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
擔的意見》（簡稱雙減意見），影響了學科類培
訓機構的資本運作。當日新東方股價由開市的51
元暴跌40%至30.2元（港元，下同）左右，而之
後再跌至10至20元之間水平，10日收市報14.4
元，較之前累跌了72%。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市場10日傳出多
個利好內房股消息，包括廣東省政府有傳正撮合
國有企業收購房企，世茂據報將全國項目列出待
售清單，並委託代理行尋覓買家，世茂及世茂服
務齊齊急升，世茂最多升25.7%，全日仍升近兩
成，世茂服務亦大漲16.5%，並帶動多隻重債內房
及物管股炒高(見表)。不過，10日復牌的內房股當
代置業，就「大插水」跌四成，主要原因被要求
償債。
港股10日在科技股、滙控帶動下回升，而多隻
重債內房股也有資金吸納，使港股最終升253點，
收報23,746點，連升第3日，已累漲839點。科指
跑贏大市，再彈2.2%報5,625點，惟成交額收縮至
1,389億元（港元，下同），顯示大市「乾升」局
面。美國或提早加息，利好金融股表現，滙控連
日急升，上周五在美國的ADR升幅尤為突出，該
行10日以近全日高位51.7元收市，大漲3.2%，創

21 個月新高。渣打也升 2.4%，中銀(2388)升
2.9%。不過，國壽董事長王濱涉違紀違法受查，
股份跌了1.6%。

成交不夠多 專家籲勿追貨
訊匯證券行政總裁沈振盈表示，美債息抽升，
對美股構成不利影響，或使美股出現大回調。港
股雖然反彈，但成交並不足夠，加上疫情反覆，
他預計恒指在23,800點，便會跟隨美股回調，故
呼籲投資者不宜大舉追貨，應控制注碼並留意做
淡機會。
騰訊成為市場焦點，市傳騰訊將收購遊戲手機
廠黑鯊科技，收購後，黑鯊整體將併入騰訊平台
與內容事業群(PCG)。報道指，交易完成後，黑鯊
的業務將會轉型，未來業務重點將從遊戲手機轉
向VR設備，由騰訊提供遊戲內容，黑鯊提供VR
硬件入口。據稱，騰訊收購黑鯊的代價約為26至

27億元人民幣。對是次收購，騰訊不予置評。

騰訊重整投資 收購黑鯊
市場人士表示，騰訊近期多次減持手上投資，
包括以派股息的方法減持京東持股，早前也宣布
會出售SEA股份，一度令投資界以為騰訊正在收
縮投資。但騰訊若像傳聞般落實收購黑鯊，即反
映該公司只是調整其投資組合，未來高增長的動
力猶在，將會利好該股表現。騰訊10日升2.3%
報453.2元，至於持有黑鯊科技46.4%股權的大股
東天津創業投資，是由小米全資控股，消息也令
小米升1.4%。
其他科技股中，美團升1.3%，阿里巴巴連升後
要回吐近1%，阿里健康及多隻網上醫療股急
彈，阿里健康大升10.8%，是表現最好藍籌。京
東健康亦急升11.6%，平安好醫生升逾8%。快手
升逾一成。

新東方「雙減」實施後裁6萬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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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房科技股造好 港股3日累升839點

東亞(中國)
違反信息採集規定領罰單

瑞銀：債務違約打擊民企內房銷情

內房及物管股抽升
股份 收報(港元) 升幅(%)

世茂集團 5.60 19.1

世茂服務 5.64 16.5

合景悠活 3.20 12.3

融創中國 12.02 12.1

時代鄰里 2.90 12

中國奧園 1.71 11.8

金科服務 34.85 10.8

雅居樂集團 4.39 10.3

融創服務 8.25 10.3

旭輝永升服務 12.22 8.9

濱江服務 22.20 8.6

碧桂園服務 43.75 8.4

富力地產 3.42 5.6

▲ 消息指，廣東省政
府近日召集多家國企及
民企開會為併購「搭
路」，內房重整活動有
望加快。 資料圖片

◀ 內房危機現曙光令
該板塊造好，帶動港股
10日延續升浪。中通社

●●世茂集團董事局主席許榮茂世茂集團董事局主席許榮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