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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屆董事會第三次會議決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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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第三次會議於2021年7月29日在公司
本部（上海市浦東新區東育路227弄6號前灘世貿中心二期D棟）以現場方式召開，會議應到董事9人，實到董事9人。會
議由董事長李晉昭主持，會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所作決議合法有效。會議形成如下決議：

一、審議通過《2021年半年度報告》及摘要
全體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簽署了《董事、高級管理人員關於公司2021年半年度報告的確認意見》。
本項議案表決情況：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二、審議通過《關於2021年實行與公司業績指標掛鉤的超額獎勵的議案》
全體獨立董事簽署了《獨立董事關於同意2021年實行與公司業績指標掛鉤的超額獎勵的獨立意見》，認為公司

2021年實行與業績指標掛鉤的超額獎勵，由公司依據所處行業、參照同等規模企業的薪酬水平，結合公司的實際經營
情況擬定，經董事會薪酬與考核委員會審核通過後提交董事會審議，不存在損害公司及股東利益的情形，決策程序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會薪酬與考核委員會實施細則》等有關規定，符合公司的實際情況，有利於公司的長遠
發展。

本項議案表決情況：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三、審議通過《關於陸家嘴國際信託有限公司增資的議案》
經董事會審議，同意陸家嘴國際信託有限公司各股東方按照持股比例同比例進行現金增資，增資總金額為人民幣

330,000萬元，其中上海陸家嘴金融發展有限公司出資人民幣236,299.80萬元。增資完成後陸家嘴國際信託有限公司的
註冊資本增至人民幣900,000萬元，各股東方持股比例保持不變。

本項議案所涉事項詳見專項公告《關於陸家嘴國際信託有限公司增資的公告》（編號：臨2021-034）。
本項議案表決情況：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四、審議通過《關於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前灘實業發展有限公司為其全資子公司提供擔保的議案》
經董事會審議，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前灘實業發展有限公司為其全資子公司上海前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擔

保，擔保方式為連帶責任保證，擔保內容為就《前灘香格里拉酒店管理協議》及其補充協議項下的任何及全部義務、債
務和責任向香格里拉國際飯店管理有限公司承擔連帶責任保證，擔保金額預計不超過人民幣46,125,000元，擔保期限為
自酒店項目開業日期起20年。

本項議案所涉事項詳見專項公告《關於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前灘實業發展有限公司為其全資子公司提供擔保的公
告》（編號：臨2021-035）。

本項議案表決情況：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特此公告。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七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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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屆監事會第三次會議決議公告

本公司監事會及全體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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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屆監事會第三次會議於2021年7月29日在公司本部（上海浦東新區東
育路227弄6號前灘世貿中心二期D棟）召開，會議應到監事5人，實到監事5人。會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關規定，所作決議合法有效。會議由監事會主席沈曉明主持，經與會監事審議，形成如下決議：

審議通過《公司2021年半年度報告及摘要》
監事會認為：
一、公司2021年半年度報告的編制和審議程序符合國家的法律、法規和中國證監會的規定，符合公司章程和公司內

部有關管理制度；
二、公司2021年半年度報告的內容和格式符合中國證監會和上海證券交易所的有關制度規定，報告中所包含的信息

客觀地反映了公司報告期間的財務與經營管理等實際情況；
三、監事會沒有發現參與2021年半年度報告編製和審議人員有違反保密規定的行為和現象。
全體監事簽署了《監事關於公司2021年半年度報告的確認意見》。

特此公告。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監事會
二二一年七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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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陸家嘴國際信託有限公司增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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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內容提示：
●增資標的名稱：陸家嘴國際信託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陸家嘴信託」）
●本次增資的方式為陸家嘴信託的各股東方按持股比例同比例現金增資，增資總金額為人民幣330,000萬元，其中

公司全資子公司上海陸家嘴金融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陸金髮」）出資人民幣236,299.80萬元。增資完成後陸家嘴
信託的註冊資本增至人民幣900,000萬元，各股東方持股比例保持不變。

●本次交易經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第三次會議審議通過，無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本次交易不構成關聯交易，不
構成重大資產重組。

●本次增資事宜尚需完成上海市浦東新區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事前備案程序，並報青島銀保監局核准後方可實
施，增資事宜的實施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敬請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

一、本次增資的基本情況
為提升資本實力、實現跨越式發展並向行業頭部靠攏，公司全資子公司陸金髮控股的陸家嘴信託擬通過各股東方按

持股比例同比例現金增資的方式，將註冊資本由人民幣570,000萬元增至人民幣900,000萬元。
本次交易經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第三次會議審議通過，無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本次交易不構成關聯交易，不構

成重大資產重組。

二、增資標的的基本情況
（一）公司名稱：陸家嘴國際信託有限公司
（二）統一社會信用代碼：91370200756903541E
（三）註冊地址：山東省青島市嶗山區香港東路195號3號樓青島上實中心12層
（四）成立日期：2003年11月18日
（五）法定代表人：黎作強
（六）註冊資本：人民幣570,000萬元
（七）公司類型：有限責任公司
（八）經營範圍：本外幣業務範圍如下：資金信託；動產信託；不動產信託；有價證券信託；其他財產或財產權信

託；作為投資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發起人從事投資基金業務；經營企業資產的重組、併購及項目融資、公司理財、
財務顧問等業務；受托經營國務院有關部門批准的證券承銷業務；辦理居間、咨詢、資信調查等業務；代保管及保管箱
業務；以存放同業、拆放同業、貸款、租賃、投資方式運用固有財產；以固有財產為他人提供擔保；從事同業拆借；法
律法規規定或中國銀監會批准的其他業務（銀監會批復 有效期限以許可證為準）。（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
批准後方可開展經營活動）。

（九）股權結構： 　　　　　　　　　　　　　　　　　　 　　　　　　　　　　　　幣種：人民幣 單位：萬元

股東 註冊資本 股權比例
上海陸家嘴金融發展有限公司 408,154.20 71.606%
青島國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104,210.02 18.282%
青島國信發展（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57,635.78 10.112%
總 計 570,000.00 100%

（十）一年又一期主要財務數據 　　　　　　　　　　　　　　　　 　　　　　　　　幣種：人民幣 單位：萬元

2021年1月-6月 2020年
營業收入 122,734.84 194,205.95
淨利潤 82,523.21 114,463.43

2021年6月30日 2020年12月31日
資產總額 1,126,741.46 1,124,870.42
資產淨額 750,012.71 667,489.51

*2021年1月-6月、2021年6月30日財務數據未經審計，2020年、2020年12月31日財務數據經普華永道中天會計師
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審計。

三、本次增資方案
本次陸家嘴信託現金增資人民幣330,000萬元，由各股東按照持股比例以1元每股的價格認購公司新增註冊資本，將

陸家嘴信託註冊資本由人民幣570,000萬元增至人民幣900,000萬元。其中陸金髮按持股比例需出資人民幣236,299.80萬
元，增資後持股比例仍為71.606%。

增資前後陸家嘴信託的註冊資本情況如下： 　　　　　　　　　　　　　　　　　　 　 幣種：人民幣 單位：萬元

股東 比例 增資前 增資金額 增資後
上海陸家嘴金融發展有限公司 71.606% 408,154.20 236,299.80 644,454.00 
青島國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18.282% 104,210.02 60,332.12 164,542.14 
青島國信發展（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10.112% 57,635.78 33,368.08 91,003.86 
總 計 100% 570,000.00 330,000.00 900,000.00 

四、本次增資目的及對公司的影響
本次增資旨在增強陸家嘴信託的資本實力，有利於其拓寬業務渠道和市場空間，保障並促進其內外部良性運營和可

持續發展，進一步向行業頭部靠攏。同時，本次陸家嘴信託增資亦符合公司的中長期規劃和發展戰略，有助於公司提升
綜合競爭力。

本次增資不會對公司資產及損益情況構成重大影響，不會導致公司合併報表範圍發生變化，符合有關法律、法規和
公司章程的規定，符合中國證監會的監管要求，符合公司及全體股東的利益。

五、風險分析
本次增資事宜尚需完成上海市浦東新區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事前備案程序，並報青島銀保監局核准後方可實

施，增資事宜的實施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敬請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

六、增資標的十二個月內增資情況
1、2020年12月，經公司第八屆董事會2020年第七次臨時會議審議通過，同意陸家嘴信託以未分配利潤8億元轉增

為註冊資本，將註冊資本由人民幣40億元增至人民幣48億元，各股東方持股比例保持不變。增資完成後，公司全資子公
司陸金髮仍持股71.606%，對應註冊資本人民幣343,708.80萬元。截至上年末，該次增資事項已完成工商變更登記。

2、2021年4月，經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第二次會議審議通過，同意陸家嘴信託以未分配利潤9億元轉增為註冊資本，
將註冊資本由人民幣48億元增至人民幣57億元，各股東方持股比例保持不變。增資完成後，公司全資子公司陸金髮仍持
股71.606%，對應註冊資本人民幣408,154.20萬元。截至2021年6月30日，該次增資事項已完成工商變更登記。

七、上網公告附件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第三次會議決議。

特此公告。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七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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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前灘實業發展有限公司

為其全資子公司提供擔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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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內容提示：
●被擔保人：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前灘實業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前灘實業」）的全資子公司上海前悅酒店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前悅公司」）。
●擔保責任金額：預計不超過人民幣46,125,000元。
●是否有反擔保：否
●對外擔保逾期的累計數量：0

一、擔保情況概述
2014年5月，公司控股子公司前灘實業與香格里拉國際飯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香格里拉」）簽訂了關於

「前灘香格里拉大酒店」的《酒店管理協議》（以下簡稱「管理協議」），約定前灘實業委託香格里拉對上述酒店項目
進行管理、經營並提供相關服務，經營期限為自開業日期起20年。

現因上述酒店項目具體運營需要，前灘實業及其全資子公司前悅公司與香格里拉擬簽訂《酒店管理協議之主體變更
協議》（以下簡稱「變更協議」）。根據變更協議約定，各方同意將管理協議項下的前灘實業的權利義務整體轉讓給前
悅公司，由前悅公司作為上述酒店項目的實際經營主體；同時，前灘實業對前悅公司就管理協議及其補充協議項下的任
何及全部義務、債務和責任向香格里拉承擔連帶責任保證。本次擔保責任金額預計不超過人民幣46,125,000元。

本次擔保事項已於2021年7月29日經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第三次會議審議通過，無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本次交
易不構成關聯交易。

二、被擔保人基本情況
（一）被擔保人名稱：上海前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二）統一社會信用代碼：91310115MA1K4NM876
（三）註冊地址：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世博村路231號2單元3層328室
（四）成立日期：2020年12月23日
（五）法定代表人：賈偉
（六）註冊資本：人民幣100萬元 
（七）公司類型：有限責任公司
（八）經營範圍：一般項目：酒店管理；物業管理；餐飲管理；禮儀服務；日用百貨銷售；個人衛生用品銷售；辦

公用品銷售；工藝美術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製品除外）；停車場服務；汽車租賃；以下僅限分支機構經營：住宿
服務，餐飲服務，美容服務，理發服務，洗浴服務，洗染服務，洗燙服務，健身服務，高危險性體育項目（游泳），食
品經營（僅銷售預包裝食品），煙草製品零售。（除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外，憑營業執照依法自主開展經營活動）

（九）股權結構：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60%
上海前灘實業發展有限公司

↓100%
上海前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十）主要財務指標：
截至2021年6月30日，前悅公司的資產總額為人民幣1,009,250.85元，負債總額為人民幣10,000.00元（其中銀行貸

款總額為人民幣0元，流動負債總額為人民幣10,000.00元），資產淨額為人民幣999,250.85元，營業收入為人民幣0元，
淨利潤為人民幣-749.15元，資產負債率0.99%（以上數據未經審計）。

三、擔保協議的主要內容
（一）擔保人：上海前灘實業發展有限公司
（二）被擔保人：上海前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三）擔保方式：連帶責任保證
（四）擔保內容：管理協議及其補充協議項下的任何及全部義務、債務和責任向香格里拉承擔連帶責任保證
（五）擔保期限：自酒店項目開業日期起20年

四、董事會意見
本次擔保事項已經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第三次會議審議通過。
本次擔保事項旨在滿足前灘香格里拉大酒店項目運營的需要，保證前悅公司順利開展經營業務，符合公司整體利

益，風險可控，不存在損害公司和中小股東利益的情況。

五、累計對外擔保數量及逾期擔保的數量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對外擔保總額為人民幣0元，上市公司對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擔保總額為

人民幣0元。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未發生逾期擔保事項。

特此公告。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七月三十日

股票代碼：A股600663 B股 900932 　　　　　　　　股票簡稱：陸家嘴 陸家B股 　　　　　　　　編號：臨2021-036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季度房地產業務主要經營數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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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業信息披露指引第二號-房地產》要求，特此公告公司2021年第二季度主要經營
數據如下：

1. 至二季度末，公司持有的主要在營物業總建築面積282萬平方米，其中甲級寫字樓的總建築面積191萬平方米，
高品質研發樓的總建築面積33

2. 平方米，商業物業的總建築面積46
3. 平方米，酒店物業的總建築面積12萬平方米。1-6月，公司實現房地產租賃現金流入為18.89億元，同比增長

7%；權益租賃現金流入16.04億元，同比增長5.5%。
4. 二季度，公司在售的住宅項目主要為東和公寓、錦繡觀瀾一期、錦繡觀瀾二期、天津海上花苑二期、蘇州15地塊

二期、蘇州14地塊，以在售面積為基礎計算的去化率約53%。1-6月，公司住宅物業銷售簽約面積3.60
5. 平方米，同比增長208%，權益簽約面積3.59萬平方米，同比增長219%；合同銷售金額28.52億元，同比增長

819%，權益合同銷售金額28.50億元，同比增長845%。1-6月，公司實現住宅銷售（含車位）現金流入38.86億元，同
比增長952%，權益現金流入38.79億元，同比增長984%。

由於房地產項目租售過程中存在各種不確定性，上述數據可能與定期報告披露的數據存在差異，請投資者審慎使
用，相關階段性數據以公司定期報告為準。

特此公告。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七月三十日

公司代碼：600663 　　 　　　　　　　　　　　　　　　　　　　　　　　　　　　　　　　　公司簡稱：陸家嘴
　　　　　900932 　　　　　　　　　　　　　　　　　　　　　　　　　　　　　　　　　　　 　　　　陸家B股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報告摘要

第一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報告摘要來自半年度報告全文，為全面瞭解本公司的經營成果、財務狀況及未來發展規劃，投資者應

當到www.sse.com.cn網站仔細閱讀半年度報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及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保證半年度報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完整，不存在虛假記

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並承擔個別和連帶的法律責任。
1.3 公司全體董事出席董事會會議。
1.4 本半年度報告未經審計。
1.5 董事會決議通過的本報告期利潤分配預案或公積金轉增股本預案
不適用

第二節 公司基本情況
2.1 公司簡介

公司股票簡況
股票種類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簡稱 股票代碼 變更前股票簡稱

A股 上海證券交易所 陸家嘴 600663 不適用
B股 上海證券交易所 陸家B股 900932 不適用

聯繫人和聯繫方式 董事會秘書 證券事務代表
姓名 王輝 閔詩沁
電話 86-21-33848801 86-21-33848801

辦公地址 中國上海浦東東育路227弄6號前灘世貿中心
（二期）D棟21樓

中國上海浦東東育路227弄6號前灘世貿中心（二
期）D棟21樓

電子信箱 invest@ljz.com.cn invest@ljz.com.cn

2.2 主要財務數據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本報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報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減（%）
總資產 106,241,801,208.04 101,354,354,265.44 4.82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資產 20,311,031,629.45 20,264,490,290.24 0.23

本報告期 上年同期 本報告期比上年同期增減（%）
營業收入 5,776,679,357.13 6,626,956,640.33 -12.83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2,056,569,713.26 1,678,497,093.80 22.52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扣除非經
常性損益的淨利潤 1,664,421,883.88 1,636,503,463.03 1.71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924,332,849.04 -1,875,536,319.78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9.97 9.16 增加0.81個百分點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098 0.4161 22.52
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0.5098 0.4161 22.52

2.3 前10名股東持股情況表
單位：股

截止報告期末股東總數（戶） 116,982
截止報告期末表決權恢復的優先股股東總數（戶） 不適用　

前10名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 股東
性質

持股比例
(%)

持股
數量

持有有限售條件
的股份數量

質押、標記或凍結的
股份數量

上海陸家嘴（集團）有限公司 國有
法人 56.42 2,276,005,663 0 無 　

上海國際集團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國有
法人 2.95 119,140,852 0 未知 　

中國證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國有
法人 2.08 83,960,012 0 未知 　

中央匯金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 未知 0.50 20,160,144 0 未知 　
GUOTAI JUNAN 
SECURITIES(HONGKONG) LIMITED 未知 0.49 19,751,197 0 未知 　

LGT BANK AG 未知 0.47 19,131,583 0 未知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未知 0.46 18,703,809 0 未知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未知 0.43 17,280,278 0 未知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證上海國企
交易型開放式指數證券投資基金 未知 0.39 15,825,490 0 未知 　

招商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未知 0.39 15,585,033 未知 　
上述股東關聯關係或一致行動的說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東之間是否存在關聯關係或一致行動人的情況。
表決權恢復的優先股股東及持股數量的說明 不適用。

2.4 截止報告期末的優先股股東總數、前10名優先股股東情況表
□適用  √不適用

2.5 控股股東或實際控制人變更情況
□適用  √不適用

2.6  在半年度報告批准報出日存續的債券情況
√適用  □不適用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債券名稱 簡稱 代碼 發行日 到期日 債券餘額 利率（%）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
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公開
發行2018年公司債券
（第一期）

18陸債01 143538 2018年3月23日 2023年3月26日 500,000,000.00 3.90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
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公開
發行2018年公司債券
（第二期）

18陸債02 143890 2018年10月25日 2023年10月26日 1,000,000,000.00 4.15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
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公開
發行2019年公司債券
（第一期）

19陸債01 155201 2019年3月1日 2024年3月4日 2,800,000,000.00 3.95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
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公開
發行2019年公司債券
（第二期）

19陸債03 155395 2019年5月9日 2024年5月13日 700,000,000.00 3.88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
開發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據

14陸金開
MTN002 101451039 2014年9月2日 2024年9月4日 4,000,000,000.00 6.00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
開發股份有限公司2021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據

21陸金開
MTN001 102100303 2021年2月24日 2026年2月26日 1,000,000,000.00 3.80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
開發股份有限公司2021
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據

21陸金開
MTN002 102100483 2021年3月17日 2025年3月19日 4,000,000,000.00 3.65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
開發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度第四期超短期融資
券

20陸金開
SCP004 012003656 2020年10月22日 2021年7月20日 2,000,000,000.00 3.30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
開發股份有限公司2021
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資
券

21陸金開
SCP002 012101796 2021年4月29日 2022年1月25日 2,000,000,000.00 2.98

反映發行人償債能力的指標：
√適用  □不適用

主要指標 報告期末 上年末
資產負債率 67.20 66.67 

本報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數 4.53 4.65 

第三節 重要事項
公司應當根據重要性原則，說明報告期內公司經營情況的重大變化，以及報告期內發生的對公司經營情況有重大影

響和預計未來會有重大影響的事項
□適用  √不適用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林峯舉行首個線上音樂會，唱片公司
亦隆重其事，聯合多個音樂平台和

娛樂、音樂、時尚媒體，以及人氣聚點時
代廣場戶外大電視進行全港同步直播，讓
大家線上線下也能欣賞是次演出。
知道唱片公司會安排這次音樂會時，林

峯表示相當興奮，因為是入行以來的第一
次線上音樂會，而自己一直也很想做一些
氣氛舒服的演出。雖然因為疫情關係未能
跟觀眾近距離接觸，不過今次在線上播

放，反而可以讓更多觀眾朋友分享到，在
線上跟大家接觸。今次音樂會的場地布置
讓大家感受到像家裏jam歌般，所以林峯
也找來演唱會經常合作的band leader
Terry及結他手梁弋文伴奏，沒有平日大
陣容的全隊樂隊，反而更呈現到一班音樂
夥伴玩音樂的輕鬆感覺。

準備挑戰不同曲風
自音樂會消息公布後，網民均熱烈討

論歌單，希望聽到林峯演唱耳熟能詳的
經典作品，最後當然不負大家所望，除
了首次演唱新作《唱情歌的人》，也特
別挑選了點唱率高的作品如《愛在記憶
中找你》、《愛不疚》和《幼稚完》。
直播期間，樂迷反應相當興奮，留言表
示感動，因為已經一段時間沒有聽林峯
唱Live，再次聽到他的歌聲均感到特別
溫暖，選曲也勾起很多回憶，更不斷詢

問何時會舉辦大型演唱會，希望可以現
場欣賞。
一直希望能嘗試線上音樂會的林峯表示

願望成真：「這是加入華納後一個好開
始，多謝華納的團隊幫我完成了這個心
願。這只是一個開始，將會陸續有來！感
謝所有樂迷一直支持。」他亦透露已和唱
片公司準備錄製一系列不同曲風的歌曲，
會讓大家聽到沒聽過的林峯。

香港文匯報訊 林峯自加盟華納唱片後，在月

初推出樂迷期待已久的全新個人單曲作品《唱

情歌的人》後，知道一眾樂迷「唔夠喉」，前

晚特意在忙碌的拍攝檔期下，抽空舉行入行以

來首個線上音樂會。

林
峯
林
峯大唱經典大唱經典

●●沒有大陣容的樂沒有大陣容的樂
隊隊，，反而更呈現到玩反而更呈現到玩
音樂的輕鬆感覺音樂的輕鬆感覺。。

●●首度舉行線上音樂會首度舉行線上音樂會，，林峯相當興奮林峯相當興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