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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企業景氣指數‧前值1.90

8月經濟景氣指數‧前值119.0

8月工業景氣指數‧14.6

8月服務業景氣指數‧19.3

美元短線續承壓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黃楚淇

中國信達（香港）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對悅豐有限公司100%股權的處置公告
一、資產基本情況：中國信達（香港）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擬轉讓悅豐有限公司（BVI）

的100%股權，其持有香港君怡酒店資產及運營公司（「資產」）。君怡酒店位於香港尖
沙咀金巴利道28號，酒店佔地面積20,559平方呎，建築面積278,606平方呎，合共546
間客房及15間商舖，其中商舖面積約33,712平方呎。我司擬對上述資產以股權競價轉讓
或其他處置方式進行處置，現予以公告。
二、處置方式：公開競價方式
三、交易對象資格和交易條件
本資產的交易對象須滿足以下條件：
1. 為在中國境內外註冊併合法存續的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或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自然

人；
2. 信譽良好，近三年內在經營活動中沒有重大違法記錄；
3. 資金來源合法，並根據我方要求提供相關資質及資金證明文檔；
4. 不得為國家公務員、金融監管機構工作人員、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工作人員、國有企業

債務人管理人員、參與資產處置工作的律師、會計師、評估師等仲介機構等關聯人或者上
述關聯人參與的非金融機構法人；以及與不良債權轉讓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工作人員、國
有企業債務人或者受託資產評估機構負責人員等有直系親屬關係的人員；
5. 需確保交易後維持上述資產正常經營及人員穩定。
四、其他：此次轉讓所產生的的律師費、手續費、稅費、厘印費等，由買家承擔。
五、特別提示：以上資產資訊僅供參考，實際應以相關法律文書或專案資產資料為準。

本公告不構成任何要約或承諾，我司不對其承擔任何法律責任。歡迎投資者致電或來函洽
談購買股權資產等事宜。
聯 絡 人：邢先生曾女士
聯繫電話：+852 28043849
電子郵箱：xingxiaoyu@cindahk.com

zengxiaoqi@cindahk.com
對排斥、阻撓徵詢或異議的舉報聯繫人及電話：余小姐+852 28043840
對排斥、阻撓徵詢或異議的電子郵件：yuchenrun@cindahk.com
公告有效期為刊登日起20個工作日。
受理徵詢或異議有效期：5天，如對本次處置有任何疑問或異議請與我司聯繫。
通訊地址：香港中環干諾道中1號友邦金融中心12樓

中國信達（香港）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八月三十日

中國信達（香港）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對悅豐有限公司100%股權的處置公告
一、資產基本情況：中國信達（香港）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擬轉讓悅豐有限公司（BVI）

的100%股權，其持有香港君怡酒店資產及運營公司（「資產」）。君怡酒店位於香港尖
沙咀金巴利道28號，酒店佔地面積20,559平方呎，建築面積278,606平方呎，合共546
間客房及15間商舖，其中商舖面積約33,712平方呎。我司擬對上述資產以股權競價轉讓
或其他處置方式進行處置，現予以公告。
二、處置方式：公開競價方式
三、交易對象資格和交易條件
本資產的交易對象須滿足以下條件：
1. 為在中國境內外註冊併合法存續的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或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自然

人；
2. 信譽良好，近三年內在經營活動中沒有重大違法記錄；
3. 資金來源合法，並根據我方要求提供相關資質及資金證明文檔；
4. 不得為國家公務員、金融監管機構工作人員、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工作人員、國有企業

債務人管理人員、參與資產處置工作的律師、會計師、評估師等仲介機構等關聯人或者上
述關聯人參與的非金融機構法人；以及與不良債權轉讓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工作人員、國
有企業債務人或者受託資產評估機構負責人員等有直系親屬關係的人員；
5. 需確保交易後維持上述資產正常經營及人員穩定。
四、其他：此次轉讓所產生的的律師費、手續費、稅費、厘印費等，由買家承擔。
五、特別提示：以上資產資訊僅供參考，實際應以相關法律文書或專案資產資料為準。

本公告不構成任何要約或承諾，我司不對其承擔任何法律責任。歡迎投資者致電或來函洽
談購買股權資產等事宜。
聯 絡 人：邢先生曾女士
聯繫電話：+852 28043849
電子郵箱：xingxiaoyu@cindahk.com

zengxiaoqi@cindahk.com
對排斥、阻撓徵詢或異議的舉報聯繫人及電話：余小姐+852 28043840
對排斥、阻撓徵詢或異議的電子郵件：yuchenrun@cindahk.com
公告有效期為刊登日起20個工作日。
受理徵詢或異議有效期：5天，如對本次處置有任何疑問或異議請與我司聯繫。
通訊地址：香港中環干諾道中1號友邦金融中心12樓

中國信達（香港）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八月三十日

申請新酒牌公告
HIM'S

現特通告：吳學銘其地址為香港
灣仔莊士敦道25-33 號長康大廈
地下D 鋪，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25-33 號長康
大廈地下D 鋪 HIM'S的新酒牌。
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
刊登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
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香港
灣仔軒尼詩道225號駱克道市政
大廈8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 2021年8月30日

香港文匯報訊 據春城熱力（1853）2021年上半年

業績公告顯示，春城熱力上半年收入近8.82億元（人民

幣，下同），同比增長40.06%，除稅前利潤約1.57億

元，同比增長29.22%，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約1.17

億元，同比增長31.12%，每股盈利0.25元，同比增長

0.06元。

● 春城熱
力表示將繼
續深耕智慧
供熱領域。
資料圖片

業績亮麗 春城熱力上半年利潤增31%

據了解，春城熱力上半年利潤相比
去年大幅增長的主要原因是把握

住了供熱行業發展的機遇，成功併購了
亞泰熱力和西興能源兩家供熱企業，致
使客戶數量達到505,788戶，同比增長
45.1%，供熱面積達到 6,020 萬平方
米，同比增長40.88%，上半年供熱業
務收入呈爆發式增長，達到人民幣
84,339.42萬元，相比去年同期增幅為
51.81%，進一步夯實了行業龍頭地位。
同時，受內地疫情影響，春城熱力上
半年建設及維護項目有所減少，導致建
設、維護及設計服務產生的收入相比去

年同期減少48.09%，但工程設計與儀
錶維修維護業務與上年同期略有增長，
營業額同比有所提升。

響應「雙碳」打造環保供熱
公告顯示，春城熱力仍然是吉林省面

積最大的供熱服務商，並延續採用熱電
聯產的清潔供熱模式，在國家「碳達
峰」、「碳中和」戰略的引領下，春城
熱力表示，將積極回應國家政策，推動
清潔能源供熱改革，全面探索低碳、環
保、有利於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清潔能源
供熱方式，例如生物質混合供熱技術，

冰源、污水源熱泵供熱技術等，努力打
造以節能環保為導向的「智慧科技+清
潔能源」供熱模式。
在科技創新方面，春城熱力進一步加

大了科技創新及研發項目投入力度，新
增國家知識產權局頒發的實用新型專利
2項，新增國家版權局頒發的軟體著作
權證24項，並於報告期內獲得了政府
的相關科技創新補貼，給企業堅持走科
技創新、自主研發的道路奠定了堅實基
礎。當前，以數字化、智能化為特徵的
新一代供熱方式加速融入經濟社會和民
生事業，春城熱力已建立了完善的智慧

熱網數控平台，引入了無人機實時監控
及智能識別技術，在智能供熱領域持續
領跑。春城熱力計劃持續升級智能供熱
系統，並開發「熱力e家」手機App，
為終端用戶提供更多便利服務。

開發用戶App推進「數智化」
據公司管理層透露，在未來，春城熱
力將繼續深耕智慧供熱領域，兼顧智能
化、清潔化的發展方向，專注提升自主
創新能力和品牌價值創造，進一步提高
市場佔有率，與廣大投資者共同分享企
業發展紅利。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李昌鴻深圳報
道） 萬科（2202）昨日發布2021年上
半年業績報告，實現營業收入1,671.1億
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
14.2%，歸屬上市公司股東淨利潤110.5
億元，同比下降11.7%；實現合同銷售
金額3,544.3億元，同比增長10.6%。
萬科表示，2021年是行業管理紅利時

代的開啟之年，在行業環境和競爭規則
深刻變化之際，萬科堅持穩健經營策
略，嚴格遵守財務紀律，保持了健康的
財務狀況和良好的抗風險能力。

堅持穩健經營保持「綠檔」
上半年，萬科回歸並保持「綠檔」，

各項指標均符合重點房地產企業資金監

測和融資管理規則要求——持有貨幣現
金1,952.2億元，扣除預售監管資金和受
限資金的現金短債比為1.67倍；淨負債
率20.2%，連續20年低於40%。
2021年，在「房住不炒」主基調下，

行業圍繞「穩地價、穩房價、穩預期」
目標導向，持續完善政策措施，推動建
立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並舉

的住房制度。
上半年開發業務實現合同銷售面積

2,191.7萬平方米，合同銷售金額3,544.3
億元，同比分別增長5.5%和10.6%，在
38個城市市場排名位列前三。
開發業務結算面積1,115.4萬平方米，
結算收入1,443.3億元，分別同比增長
6.2%和11.9%，合併報表範圍內已售未
結合同金額7,819.1億元，較年初增長
12%。

萬科上半年淨利潤降11.7%

自動駕駛難在硬件技術，汽車從最簡單的
熱機、油門、剎車、車輪、車架，到當

今各式各樣的零配件，關鍵部件的數量數不
勝數，其中一個出現問題就會影響汽車的行
駛，就有可能導致問題產生。和傳統的有人
駕駛不一樣，有人駕駛是由司機控制車輛，
汽車的安全與否由人控制，自動駕駛是把安
全交給了汽車，也就是車企，車企就必須負
一大部分責任。

車企安全責任重於泰山
根據海因里希法則，即一件重大的事故背

後必有29件輕度的事故，還有300件潛在的
隱患。公眾表面上看到自動駕駛汽車發生重
大生命安全事故，實際上內部已經存在不少
問題。因此，因自動駕駛問題導致的汽車意
外，車企必須承擔相當一部分法律責任。

此外，外部環境不好也會導致隱患。例
如，道路上畫的交通標線不清晰會影響車輛
系統識別，天氣不好的時候傳感器被遮擋會
無法識別，一些村鎮裏面不會對道路作出標
識等等，這些都加大了自動駕駛的難度。當
然，消費者們不會認可這些客觀因素，如果
自動駕駛汽車出了問題，只可能是汽車質量
方面的問題。總而言之，目前自動駕駛技術
並不成熟。在資本市場上，自動駕駛概念股
估值亦明顯偏高。

自動駕駛板塊估值偏高
飛機的自動駕駛技術早已成熟並廣泛使

用，但這種自動駕駛往往都是飛機飛行至平
流層後才啟用，因為平流層屬於相對安全的
區域，一旦因氣流出現顛簸會馬上換為人工
操作。在公路上，所謂相對安全的區域不

多，鬧市中的車水馬龍和隨時有可能違反交
通規則橫穿馬路的行人，時時刻刻存在安全
隱患。不過，未來隨着傳感器技術越來越強
大，以及越來越多的測試和自動駕駛汽車系
統的學習，自動駕駛估計會成為家常便飯般
的事情。未來，自動駕駛是否會成為必然趨
勢？短期內還很難說。

研發人員應做「先行者」
自動駕駛技術究竟該如何完善，這個專業

的問題應該交給專業的人來答問。不過，我
有個建議，即研發自動駕駛技術的企業全體
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都必須強制使用自己
製造的自動駕駛汽車，這樣一來，汽車自動
駕駛的安全水平應該會大幅提高。（節錄）
作者為著名經濟學家，著有《床頭經濟

學》。本欄逢周一刊。

近日的蔚來「自動駕駛」車禍案，

把汽車自動駕駛話題推上輿論風口浪

尖。目前流行的自動駕駛汽車，除了

傳統的汽車構成外，主要集中在定

位、傳感、判斷和操作四個方面。簡

單來說，就是通過衛星來確定自己的

位置，通過安裝的傳感器來感知周邊

環境，通過環境來判斷決定該怎麼行

駛，並通過方向盤、油門、剎車、擋

位來控制汽車行駛。這也要求自動駕

駛汽車不僅要車的硬件質量必須百分

百合格，周圍環境也必須「優質」。

宋清輝
著名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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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在前一周曾觸及九個半
月高位，但其後拉斯聯儲總裁
柯普朗的鷹派態度略微放軟，
讓美元受到打擊；至上周輝瑞
疫苗獲得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
局(FDA)完全批准，令市場憧憬
疫苗接種率可望進一步提高，
讓市場冒險意願回升，帶動美
股標普500指數及納斯達克指
數再度改寫歷史新高，使得美
元受到進一步打壓。
不過在上周進入尾聲之

際，阿富汗恐怖襲擊事件以
及於傑克森霍爾舉行的全球
央行研討會即將登場，喚醒
了市場風險意識，這一度曾
給予美元支撐。然而，在上
周五晚美聯儲主席鮑威爾的
偏鴿派講話，令美元又再呈
走低，同時亦令金價重返
1,800美元關口上方。

非農就業數據吸睛
鮑威爾在全球央行年會上發

表的講話中強調了通脹是暫時
的，也強調了疫情風險，這繼
續給他的寬鬆措施提供辯解；

鮑威爾明確指出當前的政策是
合適的，最重要的是，鮑威爾
並沒有給出縮減 QE 的時間
表，這也讓市場失望，並給美
元帶來壓力。展望本周，市場
將迎來大量數據公布，包括主
要國家的採購經理人指數(PMI)
以及通脹數據，還有每個月的
重頭戲美國非農就業報告也將
成為關注焦點。

金價或續上行
倫敦黃金方面，縱然美元上

周整體走弱，但金價在周初時
未見有明顯受惠，僅在窄幅區
間橫盤爭持，直至周五鮑威爾
講話後，才有力衝破近期頂
部；原先金價正挑戰1,810美元
的關鍵阻力位，此區為目前
100天平均線位置，在此前幾
個月以來100天線亦是相當關
鍵的升跌分水嶺，在8月早段
金價跌破此指標則連挫兩個交
易日累計跌幅近120美元，故
至今要注意若金價可再返回此
區之上，則可望引發更強烈的
上升動能，下級阻力預估在
250天平均線1,828以至7月多
番未能上破的1,833美元。下方
支持回看1,810及1,795美元，
進一步看至1,784美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程敏) 剛過去的周
六日（8月28及29日）新盤銷情熾熱，周六
單日沽出323伙，當中以新地天水圍新盤
Wetland Seasons Bay第 1期次輪銷售佔最
多，300伙價單單位即日全數沽清。發展商
昨再加推價單6號，涉123伙，折實呎價
13,432元起，430.16萬元入場。項目最快下
周末展開第3輪銷售，並於昨起重新收票。
新地副董事總經理雷霆表示，有見市場反應
熱烈，向隅客眾多，故即日加推123伙應
市，折實平均呎價為15,492元，少部分單位
有約2%的加幅，但由於單位的景觀及坐向
更佳，故屬原價加推。項目兩輪推售，為集
團套現逾40億元。新地代理總經理胡致遠
指，過去周六進行次輪銷售，共10組買家購
入2間單位；最高售價單位為第3A座7樓C1
單位，造價達1,057.8萬元。

THE HENLEY III 加推45伙
恒地九龍東啟德 THE HENLEY III 亦宣
布加推2號價單共45伙，涉及14伙開放式
戶、25伙一房及6伙兩房單位，折實平均呎
價28,682元，較首張價單折實呎價28,200元
高1.7%，預計未來兩日公布項目銷售安排，
有機會本周末推售。恒基物業代理有限公司
營業(一)部總經理林達民表示，THE HEN-
LEY III三天共錄得446票登記數字（中介人
佔24票），對項目銷情具信心，認為本港樓
價緩慢地上升了逾半年，「似打緊底」，未
來有機會出現急速的上升，至於3號價單不
排除會增加加價幅度，因要「追返之前的差
價。」
對於本港將承辦第十五屆全國運動會項

目，林達民認為對樓盤是正面因素，因啟德
體育園將會成為更國際性的地標。

次輪首日沽清
Wetland加推123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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