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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利嘉閣料今年買賣登記升12%

恒地映築超購13倍

工商舖去年交投量額齊升
本版觀點僅供參考 據此入市風險自擔

利嘉閣對工商舖市道回顧及展望利嘉閣對工商舖市道回顧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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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鄭珊珊報道：去年本地新冠疫情轉穩，失業率明顯改
善，利嘉閣(工商舖)數據顯示，情況帶動工商舖物業市道出現噴射式反彈，
去年工商舖買賣共錄得6895宗登記，按年大幅反彈80%，而買賣金額更按
年急升1.45倍，同創近3年高位，錄1535.73億元。

黃應年(右二)指，預計今年工商舖市場錄7700宗成交，按年上升12%。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健鑫報道：恒基地產(012)
與市區重建局合作發展項目長沙灣映築至今接獲
2017票，以首輪銷售138伙計，超額認購逾13倍。

恒基物業代理營業(一)部總經理林達民表示，入票
人士之中，約九成為自用客，其餘為投資者。至於地
區分布方面，入票人士主要來自九龍，亦有部分本身
有意購入新界樓的準買家。項目將於今天晚上8時截
票，本周五(21日)抽籤。項目首輪銷售138伙，但其
中 136 伙由恒地負責推售，其餘兩伙則由市建局負
責，若以價單計算，市值約10.23億元。

恒基發展料上年少賺73%
另外，恒基發展(097)昨日發盈警，預期去年盈利

按年減少約73%。恒基發展表示，主要由於回顧年度
內，並沒有港府的 「保就業」計劃工資補貼及業主沒
有作出租金寬免，以及因社交距離措施放寬令顧客對
集團超級市場食品及日常用品需求下降。

恒基發展為恒基地產的附屬公司，集團於2014年
購入 「千色Citistore」零售業務，現已成為集團唯一
經營項目。

以登記宗數計，去年商廈交投量升幅最急勁，共錄
1299 宗登記，按年急漲 104%。工廈亦錄得逾八成升
幅，突破3800宗水平，總共3825宗登記。表現相對落
後的店舖亦按年升61%，共錄1771宗登記。

商廈登記總值去年共錄741.35億元，佔整體金額近
半(48.3%)，佔比按年大增13個百分點，主要受數宗巨
額疑似內部轉讓帶動，如太古廣場一座逾289億元的
登記。工廈及店舖去年登記金額，分別達446.32億元
及348.05億元，分別佔比29%及22.7%。

利嘉閣(工商舖)地產董事黃應年稱，今年雖有Omi-
cron變種病毒陰霾，但目前殺傷力不大，希望只屬短
暫影響，如稍後能實現與內地免隔離通關，並配合
「北部都會區」、低息環境、工廈重建 「標準金額」

補地價先導計劃、活化工廈2.0等利好因素，工商舖市
道料續穩中有升。他並預期，今年整體工商舖買賣登

記宗數料錄得約12%的升幅，上試7700宗水平，惟登
記金額可能稍為回落8%，下試1420億元，原因是去
年有涉資數百億元的疑似巨額內部轉讓拉高基數。

麥萃才：寫字樓價難升
另一方面，香港浸會大學財務及決策系副教授麥萃

才受訪時表達對兩類商業投資物業升值潛力的擔憂。
他表示，不少金融機構反映今後對辦公室需求不及疫
前，包括銀行、會計等行業逐漸適應安排員工每周部
分時間在家工作，除非未來本港能引入新生意、新公
司，否則辦公室價格相信不會大升。

至於工廈前景，麥萃才認為，與個別工廈的質素有
關，假如工廈能提升外牆、水電、公共設施、冷氣及
電梯地磚等，迎合零售業等的經營要求，相信回報率
存在上升空間。

【香港商報訊】仲量聯行昨日發表的《香港地產市
場觀察》報告指出，寫字樓租賃市場於去年底轉趨淡
靜，不過受惠於租戶對優質寫字樓的需求持續上升，
去年12月整體甲級寫字樓市場錄得9100平方呎正吸納
量，整體甲級寫字樓市場連續3個月錄得正吸納量。

今年寫字樓租金或持平
去年底整體甲級寫字樓空置率企穩於 9.6%，中環

寫字樓空置率升至 8%，九龍東寫字樓空置率達
13.3%，為各主要分區市場中最高。

仲量聯行香港租賃業務主管鮑雅歷表示，去年12
月整體甲級寫字樓實際租金按月上升0.2%。由於今
年將有約500萬平方呎新寫字樓落成，預期空置率將
增高，惟營商氣氛改善料可抵銷新供應龐大的問題，
今年整體寫字樓租金有望增0%至5%。

工廈以續租個案為主
工廈市場方面，仲量聯行大中華研究部主管黃志輝

說： 「受本地的強勁消費帶動，工廈租賃市場錄得數
宗物流營運商的租務成交，主要為續租個案，但有一
宗矚目的新租約成交，令工廈投資市場持續活躍。」
去年12月中，嘉里物流(636)承租新地(016)屯門工業
區一整座物流倉庫，面積15.8萬平方呎，為期3年。

根據仲量聯行早前公布的數據，去年第三季整體寫
字樓市場負吸納量共達28萬平方呎，包括7月的8.9萬
平方呎、8月的1.1萬平方呎及9月的18萬平方呎。

【香港商報訊】記者呂希蘊報道：港交所（388）
CEO歐冠昇昨日在網誌提及，非常看好未來10年內地
資本市場前景， 認為其廣度和深度接下來都將持續快
速增長，即使以保守增長速度估計，未來10年內地股
票和債券市場規模，有望超過100萬億美元，相當於
10年內增至今天美國金融市場規模。

歐冠昇強調，在國家金融發展大勢之中，香港今天
作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香港背靠內地，始
終扮演連接東西方之間橋樑角色，不論是國際投資者
投資內地，抑或是內地資本投資海外，香港都是首選
之地。香港作為內地企業首選的國際融資中心、國際
資產管理中心、風險管理中心以及全球最大的離岸人
民幣市場，亦是新經濟公司的主要融資中心，應發揮
好獨特優勢，為國家和世界經濟的轉型提供融資支
援。

香港作用更加重要
他相信，國家金融大發展已經來到。香港國際化的

市場機制，可以為金融產品創新和人民幣國際化提供
完美試驗田。歐冠昇亦透露，為滿足不斷增長的市場
需求，港交所近期推出一系列創新與改革措施，包括
MSCI中國A50互聯互通指數期貨、不斷擴大滬深港通
投資標的，以及引入新的SPAC上市機制。

他認為要放眼全球，許多改變世界的願景都在新冠
疫情之下推進，比如美國 「重建美好未來」計劃、歐
盟的 「歐洲綠色協議」以及全球範圍的 「碳中和轉
型」等。

談及對全球金融市場發展現狀以及展望，他相信如
今全球資本市場之間並未 「脫」，而是市場參與者
之間的互相聯繫會更加緊密。仲量聯行：營商改善

甲廈連續3月正吸納

抗衰老新發現引業界高度關注

Nabocul Cosmetics㊑式會㈳是根植於㈰本本㈯的

老牌化妝品㈽業集團，成立於1974年，總部位於東

京。Nabocul Cosmetic旗㆘擁㈲Nabocul、

Asakado、Sunmure等護膚品牌，在㈰本市場㈲口皆

碑。㈳長田邊珍妮表示，本次的新抗衰成分的發現，

是Asakado淺花堂在新產品研發㆖的又㆒個里程碑，

並將以「OLANDU」為核心開發㆒系列抗衰新品。

據悉，Asakado淺

花堂產品科研團隊為

了驗證「OLANDU」

的抗衰老功效，採用

了HaCaT細胞（㆟永

生化表皮細胞）模型，通過即時PCR檢測法可推算

信使核糖核酸（mRNA）的數量，測定信使核糖核

酸的轉錄㈬準來確定該基因的表達狀況。實驗結果

顯示，「OLANDU」具㈲促進膠原蛋白COL1A1 

基因表達而發揮㊝異的抗衰生物活性。

㈰本東京於1㈪

12㈰㉃14㈰舉辦了

COSME TOKYO 

2022展會，該展會

已 經 成 功 舉 辦 了

10屆，在㈰本乃㉃

亞洲化妝品行業具㈲

相當大的影響力。

來㉂Nabocul Cosmetics㊑式會㈳的Asakado淺花

堂產品科研團隊經過不懈努力，研發出抗衰老黑科

技化合物「OLANDU」，這㆒種是從㆞㆗海沿岸的

長角豆（CERATONIA SILIQUA）果分離併發現

的全新化合物成分（分子式為C23H24O13）。

據Asakado淺花堂㈰本科研㆟員介紹，該㊠研究

成果已獲得㈰本專利授權，並通過PCT途徑申請國

際專利。

在本屆大會㆖，

㈰本知㈴的化妝品

集 團 N a b o c u l 

Cosmetics㊑式會

㈳發佈了㆒種全新的專利抗衰老化合物，並介紹了

其抗衰老作用效果，這㆒黑科技成分隨即引起業界

的高度關㊟。

抗衰老㆒直是㆟們最關㊟的熱點之㆒，也是眾多

國際知㈴美妝㈽業科研的重要課題。研究發現 

COL1A1 基因在膠原蛋白的表達和生成㆗佔據非常

重要的角色。COL1A1基因編碼的α1鏈是 I 型膠

原蛋白的主要構成部分。皮膚㆗含大量的 I 型膠原

蛋白，起到支撐皮膚結構、保持皮膚彈性的作用。

㉂然老化及光老化導致肌膚內膠原蛋白流失，使肌

膚出現真性皺紋，皮膚呈現衰老狀態。因此，促進

膠原蛋白COL1A1基因的表達，從而促進 I 型膠原

蛋白的生成，是延緩皮膚衰老的重要手段。

經功效評價驗證，

「OLANDU」能夠通

過㈲效促進膠原蛋白

COL1A1 基因的表

達，從而促進膠原蛋

白 生成 ，可 淡 化細

紋、乾紋、皺紋。

抗衰老新化合物「OLANDU」的研究及發現，在

護膚類化妝品領域具㈲重大意義！對於解決肌膚衰

老問題，值得我們關㊟和期待！

黑科技閃亮登場日本COSME TOKYO 2022

COSME TOKYO 2022展會。

 (in voluntary liquidation)

Company No. 1980704

Dated: 2022/01/14

NOTICE is hereby give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VI 
Business Companies Act, 2004 that the above named 
company, is in voluntary liquidation. The voluntary 
liquidation commenced on 2022/01/14 and CHENG KA 
FONG of Room B, 10/F., Tower A, Billion Centre, 1 
Wang Kwong Road, Kowloon Bay, Kowloon, Hong 
Kong is the voluntary liquidator. 

Voluntary Liquidator
(Sgd) CHENG KA FONG

Liberaland Limited

 (in voluntary liquidation)

Company No. 1982648

NOTICE is hereby give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VI 
Business Companies Act, 2004 that the above named 
company, is in voluntary liquidation. The voluntary 
liquidation commenced on 2022/01/14 and CHENG KA 
FONG of Room B, 10/F., Tower A, Billion Centre, 1 
Wang Kwong Road, Kowloon Bay, Kowloon, Hong 
Kong is the voluntary liquidator. 

Dated: 2022/01/14

(Sgd) CHENG KA FONG
Voluntary Liquidator

Liberal Intelligence Limited

证券代码：600094、900940             证券简称：大名城、大名城 B             公告编号：2022-007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翀溢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翀溢置业”）与大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大连银行上海分行”）签署《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因生产经营

所需，向大连银行上海分行申请固定资产贷款人民币 8.5 亿元，期限为 36 个月，用于大名城

奉贤庄行项目开发建设。为保障相关协议项下义务和责任的履行，本公司作为保证人，与大

连银行上海分行签署《保证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翀溢置业作为抵押人，与大连银

行上海分行签署《抵押合同》，以其名下持有的位于上海奉贤庄行项目土地使用权和在建工

程提供抵押担保。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佰升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凯悛实业有限公司作为

出质人，分别与大连银行上海分行签署《质押合同》，以各自持有翀溢置业 51% 和 49% 的股

权提供质押担保。（具体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刊登的公司临时公告

2022-007 号《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情况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22 年 1月 20 日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21) 粤 0307 民再 16 号
罗佩玲、郑楚生 :

本院依法受理原审原告罗佩玲与原审被告王海萍、郑楚生 (2021) 粤 0307 民再
16 号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
适用普通程序 , 组成合议庭审理。现因你方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等相关材料。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其中再审原告罗佩玲应在公告期
届满之次日起三十日内完成再审举证，再审被告郑楚生应在公告期届满之次日起
三十日内完成答辩及再审举证，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本院定于 2022 年
06 月 06 日 14 时 30 分在龙岗法院第十九审判庭 ( 新 ) 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
不出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并判决。

特此公告。
            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日

內地去年 GDP 維持 8.1%相對高增長，
幾可肯定為全球主要經濟體中最高增
長。以季度 GDP 走勢來看，去年第四季
增幅降至 4%，雖然較市場預期 3.3%為

高，但是，已經是 2020 年次季疫情初步受控以來最
低水平。展望2022 年內地GDP，最低增長4.3%(高盛
及野村預期)，最高增長5.6%(IMF預測)。總括而言，
大部分機構預測內地今年 GDP 增長將會放緩至大約
5%水平。在這樣的背景下，市場普遍預期內地會採
取更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鬆貨幣政策。

料內地會放水刺激經濟
本周一人民銀行宣布 「減息放水」，這次是人行自

2020年4月首次下調政策利率，距2021年12月降準僅
一個月，可見此次減息反映人行貨幣政策逆周期調控
力度加碼，靈活出招保持流動性充裕，出發點是配合
國策 「穩增長」。預期今年繼續會有穩定經濟增長的
國策出台，將有助於經濟的企穩及復蘇。今年中美將
會出現長短期息差擴大，環球熱錢會繼續停留於美元
資產，還是選擇轉移到中國市場呢？

上周應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邀請，伊朗外長抵達中
國進行訪問，他是第六位到中國的中東國家外長。此
外，海灣國家合作委員會秘書長也於同期抵達中國進
行首次訪問。筆者解讀中東多國外長同期訪華是釋放

出一個 「好的信號」：除了有利兩地的經貿發展
外，不排除引導 「油元」沽美股轉投偏低的內地
及香港股市！中國宣布減息後，離岸人民幣匯價
依然保持強勢，儘管美股下跌，內地及香港股市
依然表現靠穩！

國投證券首席投資總監 史理生
(reasonsee3@hotmail.com)

【香港商報訊】記者呂希蘊報道：恒指昨日反覆靠
穩，高開 117 點後，早段曾高見 24286 點，其後低見
23951點，全日升15點或0.06%，收報24127點。恒生
科技指數跌55點或0.98%，收5642點。大市全日成交
總額錄得1149.62億元。

內房板塊方面，有消息指內地正在起草新規放寬開
發商使用託管資金，加上內房股公布購回票據及債
券，內房股集體回升，其中碧桂園(2007)升8.4%；雅居
樂(3383)升逾12%；世茂(813)升逾11%。

科網股走弱，有消息指美國拜登政府正在審查內地
電子商務巨頭阿里巴巴(9988)的雲端運算服務是否對美
國國家安全有風險，受此消息影響，阿里股價跌
1.7%；美團(3690)跌 0.6%報 214.4 元；小米(1810)跌
1.6%收報18.32元。

新股方面，電訊盈科(008)主席李澤楷旗下富衛保險
計劃來港上市前，集資 2 億美元(約 15.6 億港元)，消
息指歐力士(ORIX)及華泰證券(6886)參與最新一輪集
資。

內房股集體向上
港股反覆靠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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