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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
道）國聯、國金證券“蛇吞象”聯姻告
吹，連累A股券商板塊13日迅速熄火。
國聯、國金證券12日晚雙雙發布公告
稱，由於交易相關方未能就本次重組方
案的部分核心條款達成一致意見，經研
究後決定終止籌劃本次重大資產重組事
項。

合併失敗被市場解讀為大利空，但
13日兩大事件主角復牌後的表現卻大相
逕庭。國金證券高開1.37%，盤中最多升
6%，收市仍有2.88%的升幅。國聯證券早
盤低開3%，收市跌幅更達5.91%。整個券
商板塊受到壓制，除了國金證券、海通證
券，其餘券商股全線飄綠。券商板塊偃旗
息鼓，A股大盤也走勢猶豫。滬深股指窄
幅震盪，最終滬綜指收報3,360點，漲1點
或0.04%；深成指報13,798點，漲90點或
0.66%；創業板指報2,784點，漲7點或
0.26%。兩市共成交8,349億元人民幣，較
12日收窄約一成半。

調查：本季機構投資者整體心態穩定
另外，上海財經大學應用統計研究

中心、上海社會調查研究中心上財分中
心13日發布的“2020年第三季度上海財
經大學上海市社會經濟指數系列”顯
示，今年三季度上海財經大學上海市機
構投資者信心指數為124.81點，環比基
本持平，同比則下降3.45點，表明本季
度機構投資者對市場的看法積極，整體
心態穩定。不過，在關於“和過去六個
月相比，您預期未來六個月內股票市場
的大盤指數將如何變化？”的調查中，認
為上漲的受訪者佔比由39%升至54%，認
為下跌的由42%降至32%。

深圳4宗居住用地13日在深圳土地

交易中心出讓，分別位於南山南頭、龍

華民治、龍崗寶龍和坪山馬巒山，總起

價34億元(人民幣，下同)，吸引了中

海、金地、保利、龍光、平安、華潤置

地等14家房企參與競拍。不過，此次拍

地，深圳方面對其中兩塊人才住房用地

建成後的售價提出了一些限制，其中，

南山地項目建成後最高銷售單價不得高

於4.85萬元/平米，較目前地塊周邊二手

房的叫價低39%至51%。對於人才房與

周邊商品房差價巨大，有業內人士指

出，日後深圳土地出讓會有如香港的私

樓和居屋市場，兩者的供需會平衡發

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深圳南山聚集了不少高科技深圳南山聚集了不少高科技
企業企業，，令當地樓價近年快速飆令當地樓價近年快速飆
升升。。圖為位於南山區的騰訊總圖為位於南山區的騰訊總
部大樓部大樓。。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此次拍地，深圳提出了一些限制。其中，南
山南頭、龍崗寶龍兩宗為人才商品房地，

最後由深圳安居集團以總價8.55億元拿下。其
中，南山南頭街道T503-0063人才住房用地，成
交價3.91億元。該地塊面積約為3,285平方米，
建築面積約為18,313平方米，起價2.7億元，最
高限價3.9億元；項目建成後，人才住房銷售均
價不高於4.62萬元/平方米，最高銷售單價不高
於4.85萬元/平方米。

將設一定年期禁止轉讓
而目前該地塊周邊的二手房，叫價普遍為6

萬-10萬/平方米，即日後新房售價比現時二手叫
價低39%至51%。市場人士估計，該項目建成後與
周邊巨大的價格差將引發熱烈的申請搶購。據悉，
上述人才住房在一定年限內實行封閉流轉。

對於南山人才房宅地規定的售價較市面的二
手叫價存在較高差價，深圳中原地產董事總經理
鄭叔倫表示，地塊由深圳安居集團競標，其與開
發商不同的是，安居集團以滿足市民居住要求為
目的，不像開發商以盈利為目的。而商品房與人
才房是兩個市場，與香港的私人住宅和居屋是同
一樣道理，房價差距在三成-四成左右是正常水
平。

商品與人才房比例維持4：6
他說，從過去三年深圳土地拍賣來看，2018

年深圳以人才用地為主，到2019年又變為商品房
用地為主；今年以來，土地拍賣又以人才房為
主。可以看到，政府對於人才用地和商品房用地
都較為重視，從已出台政策看，未來商品房和人
才房總體供應比例會維持在4：6，兩者都不可或

缺，會略微向人才用地傾斜，但不會過度失衡。
人才用地供應保障群眾基本居住需要以及加大人
才吸引力度，商品房保障市場需要，兩者共同平
衡供需，穩定市場。

另外，龍華民治、坪山馬巒山宗地的建設住宅
類型為普通商品住房，採用“雙限雙競”的辦法
以掛牌方式出讓。民治街道A808-0020宗地面積
為23,558.38平方米，建築面積117,790平方米，
掛牌底價21.28億元，最高限價為30.85億元，地
塊僅要求建成後的普通商品住房銷售均價不得高
於6.72萬元/平方米。由於該地塊在民治街道，緊
鄰深圳北站，而目前周邊很多二手房價格已高達
8-9萬元/平方米，因此新房的限價與目前二手房
價，也有16%至25%的溢價空間。在14家房企激
烈爭奪下，最終由中海深圳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以
30.85億元奪得，折合樓面價4.16萬元/平方米。

恒大擬折讓15%配股籌逾百億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恒大被指捲入債務危機，

市場傳出其將配股集資消息。據市傳最新銷售文件
顯示，恒大擬以先舊後新方式配股集資最多84.3億
元（港元，下同）。恒大擬發行4.9億股股份，每股
作價介乎16.5至17.2元，較13日收市價折讓11%至
15%。恒大配股用途主要為現有債項再融資，以及作
為一般營運資金。

銷售文件又透露，恒大配股提供了增發機制，
最多可額外配發1.2億股，令總集資額最多達100.65
億至104.92億元。恒大早前傳出陷入財困風波，資
金鏈或斷裂。期內，恒大否認傳聞，而恒大地產大部
分戰略投資者也在相若時間同意將優先股轉為普通
股，解除恒大回購責任，紓緩恒大資金狀況。

深南山人才地建限價盤
建成後單價不逾4.85萬 低現時同區二手近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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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費小燁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持續，13日

再多 8宗確診個案，包括兩宗源頭

不明個案。在多宗初步確診個案

中，以香港管弦樂團（港樂）低音

單簧管樂手艾爾高染疫的牽連最

廣，他於上周五六曾在文化中心表

演。同場逾百名表演者須接受檢

疫，部分人其間無戴口罩，被列為

密切接觸者，須入住竹篙灣檢疫中

心檢疫 14天。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及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上周五

曾觀賞該活動，徐更到後台會見樂

團指揮數分鐘。特首辦回應指，林

鄭月娥當晚全程有戴口罩，無與樂

團成員接觸，根據香港衞生防護中

心的意見並不屬密切接觸者，並已

於過去兩天不只一次接受病毒測

試。民政事務局回應指，徐英偉不

屬密切接觸者，今天會接受病毒檢

測。

港樂樂手初確 逾百團友檢疫
文化中心演藝大樓音樂廳關閉 林鄭曾出席活動證無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第三波
新冠肺炎疫情的傳播鏈至今仍未能徹底截斷，近
日間中仍有源頭不明的個案，香港大學感染及傳
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建議，政府考慮在港鐵站設
流動街站為市民採樣檢測，及早找出隱形患者；
身兼政府抗疫督導委員會專家顧問的香港大學微
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重申，政府應強制有病
徵的市民接受檢測。

袁國勇促強制有病徵者測試
袁國勇13日接受電台節目訪問時指，香港

至今共錄得逾5,000宗病例，當中逾七成曾出現
病徵，惟僅五分之一有上呼吸道感染症狀的患
者接受檢測，他形容情況非常不理想，強制有

病徵者接受測試是最後一着，“我真的支持強
迫檢驗，如果你不驗，等警察及衞生署職員上
來幫你驗，如果你都唔肯，要罰款或可能監
禁。”

他承認強制檢測可能會令部分病人不敢求
診，但希望市民明白透過檢測控制疫情，香港才
能重啟經濟，市民才能重過正常生活，他舉例之
前疫情一度十分嚴峻的新加坡，“差不多所有有
病徵的人都會接受檢測，現時當地已基本上沒有
本土個案，市民需抱有良好的公民意識，想清楚
怎樣做才是對香港好。”

袁國勇建議，政府優先為有症狀的市民做
檢測；其次是確診者的緊密接觸者；第三類是
爆發疫症的社區、或高危行業從業員。他提

醒，病毒在冬天可以存活更長時間，人類身體
炎症反應在冬天亦較嚴重，警告如果香港在冬
季出現新一波疫情，感染人數可能高達10萬
人，並造成1,000人死亡。

何栢良建議在港鐵站設採樣點
何栢良在同一節目上亦指出，病毒傳播在

冬季會變得更快，有可能出現如“八號風球”、
甚至“九號風球”般嚴重的疫症，市民不能掉以
輕心，有輕微病徵就應及早接受檢測，以免將病
毒帶到工作場所再擴散開去，他建議政府在港鐵
站設流動街站為市民採樣，“在港鐵站、大家上
班下班的時間，有輕微不適的人去做檢驗，愈多
人做檢驗，這些不明源頭個案亦會愈少。”

新增
確診個案

◆整體確診宗數 8宗
◆輸入個案 4宗
（分別從法國、德國、菲律
賓及印度抵港）
◆有關聯本地個案 2宗
◆不明源頭本地個案 2宗

1313日疫情日疫情

新增個案資料
港威酒店/China Secret/
豪麗大廈群組：

◆個案5201：33歲男
居於荃灣友聯大廈，無病徵，由

檢疫中心送院，港威酒店確診個案
的密切接觸者

資料來源：香港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新增個案資料
不明源頭個案：

◆個案5195：68歲男
居於將軍澳天晉第8座，先後兩

次向私家醫生求醫，後到急症室求
醫才確診。他一名32歲同住男家
人也確診(個案5200)
◆個案5199：48歲男
居於牛頭角碧麗苑A座，在太古

城中心一期工作，10月 10日發
病，翌日求醫

��(���

香港管弦樂團首席單簧管樂手史安祖（Andrew Si-
mon）13日在其facebook 表示，低音單簧管樂手艾

爾高（Lorenzo Antonio Iosco）初步確診，史安祖亦會被
送往檢疫中心接受14天檢疫。

名為“表演場 The Art Venue 表演藝術雜誌 Per-
forming Arts Magazine”也在 facebook專頁上表示，香港
管弦樂團有其他團員疑感染新冠肺炎，專頁並引述消息
指，染疫者為樂團的木管樂手，上周五曾參與樂團正式演
出。根據香港管弦樂團資料，上周五晚的演出為《樂季揭
幕：貝多芬音樂節：廖國敏 | 貝多芬三重協奏曲》，地
點為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觀眾戴罩相距遠 非密切接觸者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其後證實，正調查一宗初步確診

個案，涉及一名35歲香港管弦樂團男成員，流行病學調
查仍在進行中。由於表演者與觀眾席相距甚遠，觀眾又有
戴口罩，不屬於密切接觸者。

康文署發新聞稿表示，一名曾於香港文化中心音樂
廳演出的樂師初步確診新冠肺炎，該名表演者最後於上周
六在香港文化中心參與演出，其間並無接觸公眾人士，他
進入文化中心時有接受體溫探測，體溫正常。

香港文化中心演藝大樓及音樂廳即日起暫停開放，
分別在本月16日及25日重開，康文署會按衞生防護中心
指引，安排全面清潔及消毒場地。

香港管弦樂團亦在其網頁上證實，一名樂師初步確
診，正安排到檢疫中心隔離，後台工作人員亦會安排檢
測，樂團的辦公室已暫時關閉，並會進行徹底清潔消
毒。為安全起見，樂團將取消本月16日及17日、23日
及24日的演出，退款安排將於下星期宣布。

特首辦：特首不只一次接受檢測
特首辦13日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亦證實，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上周五曾出席該表演活動，全程佩戴口罩，沒
有接觸樂團成員，座位與樂團成員有相當距離，並於表演
中場休息時離開。根據衞生防護中心的意見，行政長官不
屬密切接觸者，建議行政長官接受病毒測試，在公眾地方
佩戴口罩及留意身體情況。特首辦並指，行政長官過去兩
天已不只一次接受病毒測試，並會遵從衞生防護中心的各
項建議。

徐英偉曾入後台 今接受檢測
香港民政事務局局長新聞秘書證實，徐英偉當晚亦

有出席音樂會，其間曾入後台會見樂團指揮數分鐘，沒
有見其他樂師。徐英偉全程有戴口罩，由於接觸少於15
分鐘，所以不算密切接觸者，他14日會接受病毒檢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13日香港新
增8宗確診個案，在4宗本地個案中，有兩宗源
頭不明，其中一名居於將軍澳天晉8座的68歲
男子，先後兩次求診也未被發現染疫，周日
（11日）到將軍澳醫院急症室求醫始確診，與
他同住的32歲男家人13日也確診；餘下的一宗
源頭不明個案，患者是48歲在太古城一期工作
的男子。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表示，雖然

香港已連續兩天出現不明源頭個案，但只要偶
然出現零星不明源頭病例，短期內或可見到疫
情下降的“拐點”。

感染源頭不明的 68歲男確診者（個案
5195），本月5日開始發燒，同日及10月8日
向一名私家醫生求診，也未能發現染疫，周日
（11日）到將軍澳醫院急症室求醫始確診。他
的一名 32 歲同住男家人亦確診（個案
5200），他於本月6日發病。

未參與聚會 港威群組添一人
另一宗源頭不明的個案涉及一名48歲男病

人（個案5199），本月10日開始發燒，翌日到
聯合醫院急症室求醫，之後遞交深喉唾液樣本
確診。他於太古城中心一期工作，本月9日最
後一天上班。太古城中心辦事處回覆傳媒查詢
時表示，至今並未接獲任何租戶，或衞生署通
知有關個案，正向相關部門查詢詳情。

此外，港威酒店/China Secret 群組再擴
大，一名33歲男子是港威酒店群組確診個案的

密切接觸者，從檢疫中心送院。據悉他並未參
與港威酒店聚會。
由於日前有確診者曾到過位於中環國際金

融中心商場的蘋果旗艦店，該店13日起關閉兩
天，15日早上恢復營業。

梁子超：短期或見下降“拐點”
梁子超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雖然

香港連續兩天出現不明源頭個案，但如果僅是
偶然零星不明源頭個案，他認為仍可接受，
“但當持續保持每日有一兩宗，則需要重
視。”他指出，目前較上周的不明源頭個案有
所減少，預計目前疫情已進入平穩期，短期內
或見下降的“拐點”。
對於China Secret酒吧及帝苑酒店等風險

因素特別高的群組，梁子超認為政府必須密切
追蹤，以免造成新一代傳播，令疫情擴散，
“有關聯的個案在傳播至第三代之後，傳播鏈
漸漸就會變得很模糊，好難追蹤，所以要密切
追蹤。”

老翁三次求醫始確診 同住家人亦“中招”

何栢良倡港鐵設站為民採樣

■■香港管弦樂團一位樂手初步確診香港管弦樂團一位樂手初步確診，，同場逾百名表演者須接受檢疫同場逾百名表演者須接受檢疫。。圖圖
為香港管弦樂團早前參與演出為香港管弦樂團早前參與演出。。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一名68歲男子周日到將軍澳醫院急症室求醫
始發現確診。圖為將軍澳醫院。 中通社

■徐英偉曾到後台會見樂團指揮。圖為徐早前
觀看香港管弦樂團排練情況。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化中心演藝大樓及音樂
廳即日起暫停開放。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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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島訊息

（中央社）為防止刑事被告棄保潛逃，司法
院會同行政院發布 「刑事被告科技設備監控執行
辦法」 ，打造具有高度效能且導入最新技術的新
世代科技設備監控系統，並密集舉辦教育訓練及
說明會。

司法院指出，近年來有刑事被告於偵查、審
判或執行階段棄保潛逃，不但有礙司法正義的實
現，更影響國民對於司法信賴，立法院有鑑於此
，修正刑事訴訟法有關防逃機制規定，特別引入
先進國家已實施多年的科技設備監控制度。

司法院為落實新制，除與法務部攜手打造新
世代科技設備監控系統外，已會同行政院發布
「刑事被告科技設備監控執行辦法」 、函頒 「處
理原則」 ，並針對全國承辦相關業務人員及審檢
辯三方舉辦多場教育訓練及說明會。

執行辦法中明定，法院或檢察官命被告接受
科技設備監控時宜審酌各種情狀，並應依比例原
則為之；偵查中法院為科技設備監控處分時，原
則上應於裁定前徵詢檢察官意見；案件經起訴或

上訴者，受理法院宜重新審酌有無繼續實施或變
更、延長或撤銷原處分的必要。

執行辦法規定，偵查中由檢察官，審判中由
審判長或受命法官指揮執行，執行時應避免逾必
要的程度；為辦理相關業務，得建置監控中心；
接獲異常訊息時，得請警察、入出國管理、海岸
巡防機關或移送案件或輔助偵查的司法警察機關
為必要的協助。

司法院表示，與法務部協商後，委由台灣高
等法院及台灣高等檢察署共同建置監控中心，目
前已覓得場地，積極展開各項軟硬體規劃。在建
置完成前，暫時使用法務部性侵害犯罪付保護管
束加害人科技設備監控系統，配合執行辦法生效
上線。

另外，為協助各級法院承辦人員熟悉相關規
定及設備操作，司法院委請高院及高檢署辦理
「科技設備監控執行業務教育訓練」 ，並在司法
院、各高分院、法官學院等地辦理相關說明會。

加強防逃 院檢打造科技設備監控系統

（中央社）國防部聯勤總部退役中校杜永心
被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吸收，替中共發展組織被
新北檢起訴。新北地院今天判決杜男有期徒刑4
年，可上訴。杜男出庭聆判時說，對判決結果感
到難過。

新北檢起訴表示，杜永心1994年2月退伍
後到中國經商，期間遭中共情報單位中央軍事委
員會政治工作部某科長吸收為共諜，替中共發展
組織。

杜永心回台後，2011年起，以贈送金錢、
茶酒，邀約出國旅遊等方式，意圖吸收有經濟困
難的舊識、曾在陸軍聯合兵力作戰旅擔任作戰科
長某蔡姓中校。

杜男甚至邀約蔡男適時表態，必要時拿出誠
意為中共效忠，要求蔡男自拍影片中表示 「兩岸
未來一定統一，如果發生戰事將不會採取任何作
為，配合祖國」 ，藉此表達台海發生戰爭時，採
取消極不抵抗作為。

新北地檢署去年12月23日依違反國家安全
法起訴杜男，全案移審新北地院。法院今天以意
圖危害國家安全，為大陸地區而違反國家安全法

的規定未遂，處有期徒刑4年，可上訴。
判決書表示，杜永心瞭解國軍運作狀況，結

識中共解放軍總政治部（總政）某人士，總政是
對台軍事情報蒐集、策反國軍重要將領的單位。

判決書指出，杜永心知悉蔡男有經濟困難，
鎖定目標後，即以意圖危害國家安全，基於為大
陸地區發展組織的犯意，企圖拉攏蔡男成為支援
中共組織的一員。

蔡男初因不以為意陸續收受餽贈現金，但在
被要求錄影表白時，察覺不妥而拒絕，杜永心發
展組織的行為未遂。

判決書表示，被告杜男辯稱向蔡男所提中共
大校、被告與中共關係、要求蔡男表態友好中共
等語都是玩笑、誇大或酒後胡言亂語，但檢附證
據顯示，都不是酒後胡言狀態，所辯不採信。

蔡男自願繳交杜永心贈與的新台幣20萬元
，檢方始獲悉並指揮法務部調查局國家安全維護
工作站查扣相關證據，偵結起訴杜永心。蔡姓中
校所涉違反國家安全法等罪嫌，經新北地方檢察
署不起訴處分。

退役校官被吸收幫中共發展組織 一審判刑4年
（中央社）刑事局今年初偕蒙特內哥羅警

方偵破跨國電信詐欺機房案，成功遣返92名台
籍犯嫌返台歸案，經溯源追查發現藏身台中的
詐欺機手訓練基地，循線逮捕包括曾男在內3
名幹部送辦。

刑事局今天舉行破案記者會，國際刑警科
研究員李泱輯表示，今年1月初和蒙特內哥羅
警方於蒙國首都波多里察共同執行3處電信詐
欺機房搜索，共查獲92名台籍犯嫌並成功遣返
押解歸案。

刑警科積極溯源追查，在今年4月於台中
緝獲跨國詐欺機房金主陳姓主嫌並起訴在案。

經持續追查此集團幕後組織架構及網絡，
刑事局7月間陸續查緝多家提供話務服務的系
統商到案，進而查獲到提供系統商費用的集團
幹部42歲曾男，主要負責機房外務工作。

另針對蒙國機房成員進行背景調查，還發
現多名機房成員來自新竹縣竹東地區，進一步
追查發現31歲呂男、28歲林男兩人以 「竹東

公司」 為名對外招攬年輕人，並訓練他們成為
詐欺機房機手。

呂男等人於台中承租透天民宅作為訓練場
所，受訓時間為期一個月，且發給每人新台幣
2至3萬元生活費，每年培訓上百名詐欺機房
機手，並利用台灣免簽和申根簽證便利性，派
至歐洲跨國詐欺機房駐點工作，並以三角輪動
方式，每個據點待3個月。

以蒙國詐欺機房案為例，多達34名、逾半
一線話務手都是由上述集團招募而來。

專案小組將曾男及呂男列為溯源緝狐對象
，經長期跟監蒐證後，見時機成熟於9月2日
、10月12日發動2波搜索行動，分別拘提曾男
、呂男和共犯林男等3嫌到案。

全案詢後將3男依涉詐欺罪、組織犯罪防
制條例和洗錢防制法罪嫌送台中地檢署偵辦，
法院裁定曾男及呂男羈押禁見、林男以5萬元
交保。

蒙國機房案溯源 刑事局查獲詐欺機手訓練基地

東洋代理疫苗疑涉陸資東洋代理疫苗疑涉陸資 陳時中陳時中：：不會用陸製疫苗不會用陸製疫苗
媒體報導媒體報導，，台灣東洋獲代理授權的德國台灣東洋獲代理授權的德國BNTBNT疫苗來自陸資企業疫苗來自陸資企業。。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

（（中中））1414日在立法院接受記者聯訪時表示日在立法院接受記者聯訪時表示，，東洋須釐清和德國母公司東洋須釐清和德國母公司、、中國企業間的關係中國企業間的關係，，
未來也不會允許陸製疫苗進口使用未來也不會允許陸製疫苗進口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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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
道）國聯、國金證券“蛇吞象”聯姻告
吹，連累A股券商板塊13日迅速熄火。
國聯、國金證券12日晚雙雙發布公告
稱，由於交易相關方未能就本次重組方
案的部分核心條款達成一致意見，經研
究後決定終止籌劃本次重大資產重組事
項。

合併失敗被市場解讀為大利空，但
13日兩大事件主角復牌後的表現卻大相
逕庭。國金證券高開1.37%，盤中最多升
6%，收市仍有2.88%的升幅。國聯證券早
盤低開3%，收市跌幅更達5.91%。整個券
商板塊受到壓制，除了國金證券、海通證
券，其餘券商股全線飄綠。券商板塊偃旗
息鼓，A股大盤也走勢猶豫。滬深股指窄
幅震盪，最終滬綜指收報3,360點，漲1點
或0.04%；深成指報13,798點，漲90點或
0.66%；創業板指報2,784點，漲7點或
0.26%。兩市共成交8,349億元人民幣，較
12日收窄約一成半。

調查：本季機構投資者整體心態穩定
另外，上海財經大學應用統計研究

中心、上海社會調查研究中心上財分中
心13日發布的“2020年第三季度上海財
經大學上海市社會經濟指數系列”顯
示，今年三季度上海財經大學上海市機
構投資者信心指數為124.81點，環比基
本持平，同比則下降3.45點，表明本季
度機構投資者對市場的看法積極，整體
心態穩定。不過，在關於“和過去六個
月相比，您預期未來六個月內股票市場
的大盤指數將如何變化？”的調查中，認
為上漲的受訪者佔比由39%升至54%，認
為下跌的由42%降至32%。

深圳4宗居住用地13日在深圳土地

交易中心出讓，分別位於南山南頭、龍

華民治、龍崗寶龍和坪山馬巒山，總起

價34億元(人民幣，下同)，吸引了中

海、金地、保利、龍光、平安、華潤置

地等14家房企參與競拍。不過，此次拍

地，深圳方面對其中兩塊人才住房用地

建成後的售價提出了一些限制，其中，

南山地項目建成後最高銷售單價不得高

於4.85萬元/平米，較目前地塊周邊二手

房的叫價低39%至51%。對於人才房與

周邊商品房差價巨大，有業內人士指

出，日後深圳土地出讓會有如香港的私

樓和居屋市場，兩者的供需會平衡發

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深圳南山聚集了不少高科技深圳南山聚集了不少高科技
企業企業，，令當地樓價近年快速飆令當地樓價近年快速飆
升升。。圖為位於南山區的騰訊總圖為位於南山區的騰訊總
部大樓部大樓。。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此次拍地，深圳提出了一些限制。其中，南
山南頭、龍崗寶龍兩宗為人才商品房地，

最後由深圳安居集團以總價8.55億元拿下。其
中，南山南頭街道T503-0063人才住房用地，成
交價3.91億元。該地塊面積約為3,285平方米，
建築面積約為18,313平方米，起價2.7億元，最
高限價3.9億元；項目建成後，人才住房銷售均
價不高於4.62萬元/平方米，最高銷售單價不高
於4.85萬元/平方米。

將設一定年期禁止轉讓
而目前該地塊周邊的二手房，叫價普遍為6

萬-10萬/平方米，即日後新房售價比現時二手叫
價低39%至51%。市場人士估計，該項目建成後與
周邊巨大的價格差將引發熱烈的申請搶購。據悉，
上述人才住房在一定年限內實行封閉流轉。

對於南山人才房宅地規定的售價較市面的二
手叫價存在較高差價，深圳中原地產董事總經理
鄭叔倫表示，地塊由深圳安居集團競標，其與開
發商不同的是，安居集團以滿足市民居住要求為
目的，不像開發商以盈利為目的。而商品房與人
才房是兩個市場，與香港的私人住宅和居屋是同
一樣道理，房價差距在三成-四成左右是正常水
平。

商品與人才房比例維持4：6
他說，從過去三年深圳土地拍賣來看，2018

年深圳以人才用地為主，到2019年又變為商品房
用地為主；今年以來，土地拍賣又以人才房為
主。可以看到，政府對於人才用地和商品房用地
都較為重視，從已出台政策看，未來商品房和人
才房總體供應比例會維持在4：6，兩者都不可或

缺，會略微向人才用地傾斜，但不會過度失衡。
人才用地供應保障群眾基本居住需要以及加大人
才吸引力度，商品房保障市場需要，兩者共同平
衡供需，穩定市場。

另外，龍華民治、坪山馬巒山宗地的建設住宅
類型為普通商品住房，採用“雙限雙競”的辦法
以掛牌方式出讓。民治街道A808-0020宗地面積
為23,558.38平方米，建築面積117,790平方米，
掛牌底價21.28億元，最高限價為30.85億元，地
塊僅要求建成後的普通商品住房銷售均價不得高
於6.72萬元/平方米。由於該地塊在民治街道，緊
鄰深圳北站，而目前周邊很多二手房價格已高達
8-9萬元/平方米，因此新房的限價與目前二手房
價，也有16%至25%的溢價空間。在14家房企激
烈爭奪下，最終由中海深圳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以
30.85億元奪得，折合樓面價4.16萬元/平方米。

恒大擬折讓15%配股籌逾百億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恒大被指捲入債務危機，

市場傳出其將配股集資消息。據市傳最新銷售文件
顯示，恒大擬以先舊後新方式配股集資最多84.3億
元（港元，下同）。恒大擬發行4.9億股股份，每股
作價介乎16.5至17.2元，較13日收市價折讓11%至
15%。恒大配股用途主要為現有債項再融資，以及作
為一般營運資金。

銷售文件又透露，恒大配股提供了增發機制，
最多可額外配發1.2億股，令總集資額最多達100.65
億至104.92億元。恒大早前傳出陷入財困風波，資
金鏈或斷裂。期內，恒大否認傳聞，而恒大地產大部
分戰略投資者也在相若時間同意將優先股轉為普通
股，解除恒大回購責任，紓緩恒大資金狀況。

深南山人才地建限價盤
建成後單價不逾4.85萬 低現時同區二手近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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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由休士頓客家會舉辦的今天由休士頓客家會舉辦的「「國慶寶島客家文物風情展國慶寶島客家文物風情展」」非常圓满成非常圓满成

功功，，感謝所有出席貴賓及客家鄉親的支持及努力感謝所有出席貴賓及客家鄉親的支持及努力！！經文處經文處--羅復文處長夫羅復文處長夫
人是道地的客家人人是道地的客家人，，國慶主委國慶主委--何怡中主委在苗栗客家村成長何怡中主委在苗栗客家村成長，，聽到同學聽到同學
講客家話都想學幾句講客家話都想學幾句，，而僑教中心而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也是在屏東六堆客家村落陳奕芳主任也是在屏東六堆客家村落
長大長大！！大家都以沾有客家文化的薰陶滋潤而自傲大家都以沾有客家文化的薰陶滋潤而自傲！！更感謝客委會所提供的更感謝客委會所提供的
客語讀本及文物贊助客語讀本及文物贊助，，以及經文處的客家桐花布巾贈禮以及經文處的客家桐花布巾贈禮！！承蒙承蒙，，按恁細按恁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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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網男單決賽法網男單決賽：：衛冕冠軍納達爾以衛冕冠軍納達爾以66--00、、66--22、、77--55擊敗世界第壹德擊敗世界第壹德

約科維奇約科維奇，，以拿下法網第以拿下法網第100100勝的姿態實現了史無前例的法網勝的姿態實現了史無前例的法網1313冠偉業冠偉業
。。這也是他大滿貫第這也是他大滿貫第2020冠冠，，追平了費德勒保持的男子歷史最佳紀錄追平了費德勒保持的男子歷史最佳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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