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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
截至8月的三個月滾動國內生產總值(GDP)月率‧預測+3.0%‧前值+3.6%
8月GDP月率‧預測+0.5%‧前值+0.1%
8月GDP年率‧預測+6.7%‧前值+7.5%
8月服務業產出月率‧預測+0.6%‧前值+0.0%
8月服務業產出年率‧預測+6.2%‧前值+8.1%
8月工業生產月率‧預測+0.2%‧前值+1.2%
8月工業生產年率‧預測+3.1%‧前值+3.8%
8月製造業產出月率‧預測+0.0%‧前值+0.0%
8月製造業產出年率‧預測+4.1%‧前值+6.0%
8月全球商品貿易收支‧預測逆差120億‧前值逆差127億
8月對非歐盟地區貿易收支‧前值逆差69.9億
9月消費者價格指數(CPI)月率終值‧預測+0.0%‧前值+0.0%
9月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年率終值‧預測+4.1%‧前值+4.1%
9月消費者物價調和指數(HICP)月率‧預測+0.3%‧前值+0.3%
9月消費者物價調和指數(HICP)年率‧預測+4.1%‧前值+4.1%
8月工業生產月率‧預測-1.6%‧前值+1.5%
8月工業生產年率‧預測+4.7%‧前值+7.7%
9月經季調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月率‧預測+0.3%‧前值+0.1%
9月未經季調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率‧預測+4.0%‧前值+4.0%
9月經季調CPI月率‧預測+0.3%‧前值+0.3%
9月未經季調CPI年率‧預測+5.3%‧前值+5.3%
9月每周平均實質所得‧前值+0.3%

金匯錦囊
歐元：歐元將暫時上落於1.1450

至1.1650美元之間。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重上1,770

美元水平。

就業數據符預期 英鎊料走穩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黃楚淇

證券代碼：600689 900922　　　　　　　　　證券簡稱：上海三毛 三毛B股 公告編號：2021-026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決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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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內容提示：
‧本次會議是否有否決議案：無

1.會議召開和出席情況
（1）股東大會召開的時間：2021年10月12日
（2）股東大會召開的地點：上海市黃浦區斜土路791號C幢4樓會議室
（3）出席會議的普通股股東和恢復表決權的優先股股東及其持有股份情況：

1、出席會議的股東和代理人人數 4

其中：A股股東人數 4

境內上市外資股股東人數（B股） 0

2、出席會議的股東所持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股） 52,162,203

其中：A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 52,162,203

境內上市外資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B股) 0

3、出席會議的股東所持有表決權股份數占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比例（%） 25.9525

其中：A股股東持股占股份總數的比例（%） 25.9525

境內上市外資股股東持股占股份總數的比例（%） 0.0000

（4）表決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規定，大會主持情況等。
本次會議由公司董事會召集，董事長鄒寧先生主持。會議採用現場投票和網絡投票相結合的表決方式進行表決。會議的

召集、召開、表決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
（5）公司董事、監事和董事會秘書的出席情況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董事胡渝、獨立董事鄧偉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會議；
2.公司在任監事5人，出席3人，監事長何貴雲、監事謝長久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會議；
3.董事會秘書出席了會議；其他高級管理人員列席了會議。

2.議案審議情況
（1）非累積投票議案
1.議案名稱：關於擬變更會計師事務所的議案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A股 52,161,943 99.9995 260 0.0005 0 0.0000

B股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計： 52,161,943 99.9995 260 0.0005 0 0.0000

（3）涉及重大事項，5%以下股東的表決情況

議案
序號

議案名稱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1
關於擬變更會計師事務
所的議案

3,000 92.0245 260 7.9755 0 0.0000

（3）關於議案表決的有關情況說明
無。

3.律師見證情況
1.本次股東大會見證的律師事務所：北京華泰（上海）律師事務所 
2.律師：許競偉、章欣
律師見證結論意見：
本所律師認為，公司本次股東大會的召集和召開程序、出席會議人員的資格、召集人資格、表決程序以及表決結果均符

合有關法律、法規等規範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規定，本次股東大會審議通過的有關決議合法有效。

4.備查文件目錄
1.股東大會決議；
2.法律意見書。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13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海巖北京報
道） 一系列的嚴格監管和調控之
下，內地樓市提前入冬，即使是一線
城市北京，土地市場也遇冷。正在進
行中的北京第二批集中供地「未拍先
冷」。至10月11日15時報名截止，
第二批集中供地出讓43宗地塊中有
27宗地因無人報價不得不延期出讓，
棄拍率超過60%，另外16宗地塊將
從 13日起採用現場競價等方式競
買。
北京房地產協會秘書長陳志表示，
內地多城市二批次集中土拍遇冷，加
之近期恒大等民營企業紛紛「爆
雷」，使得房企對未來市場走勢預期
不明朗，市場觀望態勢濃重，在此情
況下，北京延期部分地塊交易，為企

業預留充分的投資決策時間，有助於
引導企業理性競買，維護土地市場穩
定。預計在延長期內，北京市將會根
據市場實際情況和調控要求，優化這
些地塊的出讓條件，實現精準供地。

一二線城市土地流拍屢現
隨着「三道紅線」等調控政策落

地，開發商拿地面臨現實的困難。調
控政策要求，開發商的拿地支出金額
不得超過樓盤合同銷售額的40%。土
地流拍、中止或延期出讓在不少一二
線城市上演。杭州近日亦宣布第二批
集中供地的31宗地塊中，17宗地塊
終止出讓。早在9月底，廣州第二輪
集中供地，共計掛牌48宗土地，25
宗流拍，僅5宗溢價成交，所有成交

土地的平均溢價率僅為1.5%。
國際評級機構穆迪最新報告稱，在

已進行第二輪集中供地的城市中，超
過半數的土地拍賣被取消、改期或流
拍。在成交地塊中，四分之三沒有任
何溢價。土地出讓金的下降趨勢可能
會延續至2022年，高度依賴賣地收
入且債務負擔較重的省份可能面臨財
政壓力。財政部數據顯示，8月國有
土地出讓金共計5,703億元人民幣，
同比大幅下降17.5%。
由於信貸收緊、調控顯效，北京樓
市成交持續下滑。克爾瑞監測數據顯
示，9月北京成交二手住宅 12,627
套，比 8月減少 3,380 套或 21%，
2020年9月減少4,739套或27%。中
原地產預計10月北京二手房成交量

可能降至1萬套以下的歷史低點。

傳中房協將摸底房企問題
在中國恒大(3333.HK)和花樣年

（1777.HK)先後爆出債務危機之後，
內房流動性問題引發高度關注。消息
指，中國房地產業協會將組織部分房
企開座談會，對目前房企面臨的問題
進行摸底排查。其中成都市房地產業
商會昨日發布公告稱，隨着「房住不
炒」調控和因城施策持續深入，當前
房地產市場呈現較多新問題和新狀
況。為深入了解房地產企業實際運營
運行情況以及遇到的問題和困難（特
別是當前房地產開發資質報建），按
上級領導要求，定於10月14日（周
四）召開專題交流和意見收集會。

北京次批推地棄拍率逾60%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章蘿蘭上海
報道） 滬深A股大市持續震盪向
下，最終大幅收跌。截至收市，滬綜
指報3,546點，跌44點或1.25%；深
成 指 報 14,135 點 ， 跌 232 點 或
1.62%；創業板指報3,138點，跌57
點或1.81%。

兩市共成交9,965億元（人民幣，
下同），北向資金淨流出近 14億
元。
行業板塊中，僅醫療、釀酒、珠寶
首飾小幅收紅，其餘盡墨。石油、能
源金屬、航天航空、材料、鋼鐵、有
色金屬板塊重挫3%。

上季滬個人投資者信心下降
上海社會調查研究中心上財分中

心、上海財經大學應用統計研究中心
昨日發布的調查指出，第三季度上海
市機構投資者信心指數為127.58點，
環比上升2.45點，同比上升2.78點。

不過同時，期內上海市個人投資者信
心指數為104.22點，比上季度下降
5.01點，同比下降7.61點。在關於
「是否會增加投資額度」的調查中，
表示會增加投資的受訪者佔比，從
33%降至28%；表示不會增加的受訪
者佔比由58%升至64%。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馬翠媚） 恒生銀行
（0011.HK）前一姐鄭慧敏據悉個多星期前因病
不幸離世，終年57歲，她的家人正低調辦理後
事，消息指其安息禮將於本周五（15日）於灣仔
一間基督教會，以私人聚會性質舉行。鄭慧敏於
1999年加入滙豐銀行，2017年獲滙控由倫敦調
回香港，以53歲之齡出掌恒生女舵手之位。
滙控昨發新聞稿指，深切哀悼鄭慧敏辭世，滙

控行政總裁祈耀年感謝鄭慧敏過去20多年為集
團盡心盡力、貢獻良多，形容鄭是他認識的同事
當中最有幹勁和堅強意志的人之一，他相信在大
家心目中，尤其是女高管同事，她亦師亦友，是
新一代女性銀行家的典範。

利蘊蓮：銀行界痛失英才
恒生董事長利蘊蓮表示，永遠懷念鄭慧敏，又

指她是眾人的典範，以清晰的方向帶領銀行不斷
向前邁進，認為她的離世不但令香港銀行界痛失
英才，對恒生而言更是失去了一位至愛的家人。
恒生執董兼行政總裁施穎茵表示，對於好友鄭慧
敏的離世，恒生仝人及銀行業界都感到痛心，但
她相信鄭慧敏為恒生在香港和內地奠下的穩固基
石，將有助銀行的未來發展及業務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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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震盪下行 三大指數齊跌逾1%

● 鄭慧敏
因病不幸離
世。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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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上周二受制1.1620美元阻力
走勢連日偏弱，在1.1530美元附近
獲得較大支持跌幅放緩，本周早段
依然偏軟，周二大部分時間窄幅處
於1.1530至1.1570美元之間。美國
10年期長債息率過去1周持續攀
升，近日更逼近1.63%水平逾4個
月以來高點，美元指數本周二上升
至94.52水平1年高點，抑制歐元
表現。
另一方面，歐元區9月份通脹年
率攀升至3.4%，連續3個月上升，
加上布蘭特與紐約期油分別上揚至
3年及7年高位，預示歐元區通脹
壓力將進一步升溫。雖然美國上周
三公布9月份ADP就業人數增幅強
於預期，引致歐元曾走低至1.1530
美元水平14個月低位，但其後跌
幅卻呈現放緩，連日窄幅上落，加
上美國上周五公布9月份非農就業
人數增幅弱於預期之後，歐元過去
一周亦大致處於1.1530至1.1620美
元之間的活動範圍，反映歐元現階
段有機會暫時處於橫行走勢。預料
歐元將暫時上落於1.1450至1.1650
美元之間。

金價料反覆向好
周一紐約12月期金收報1,755.70

美元，較上日下跌1.70美元。現貨
金價本周初持穩1,750美元水平，
周二曾走高至1,765美元附近。油
價反覆上行，市場對通脹上升的預
期升溫，現貨金價自本月初開始已
持穩1,745至1,750美元之間的支持
位，有助走勢上移。預料現貨金價
將反覆重上1,770美元水平。

英鎊兌美元大致仍延續近期
的橫盤走勢，英國就業數據基
本符合預測，對英國央行未來
升息的預期保持不變。數據顯
示，英國9月受僱人數達到歷
史新高，而在截至8月的三個
月，失業率降到4.5%，與市場
預期相符。英鎊周一曾觸及兩
周高位1.3673，英國《每日電
訊報》上周六稱，英國央行貨
幣政策委員會(MPC)委員桑德
斯 (Michael Saunders) 告 訴 民
眾，隨着英國經濟的通脹壓力
加大，要為「大幅提前」的加
息作好準備。英國央行總裁貝
利在接受約克郡郵報(Yorkshire
Post)採訪時說，英國通脹率高
於央行2.0%的目標令人擔憂，
必須加以管理，以防止其成為
永久趨勢。CME利率期貨交易
顯示，11月合約定價預估下個

月加息的概率為20%，高於上
周時預估的12%，12月期貨的
定價反映屆時加息概率為
45%。

英鎊阻力位料於1.3670
英鎊兌美元走勢，圖表見

MACD指標剛上破訊號線，或
有望英鎊中短線走勢將再復走
穩。預期當前首個阻力為25天
平均線1.3670水平，在周一的
高位亦受制於此；而關鍵則會
看至1.3820，此區為延伸自6
月匯價下跌以來所形成的趨向
線，若英鎊後市可上破此區，
將有望扭轉這三個多月以來的
弱勢；其後往上試探目標將指
向1.39關口，可留意英鎊於9
月初屢次於 1.39 關口之下止
步。向下支持先回看1.3540；
若以自去年9月累計的升幅計
算，50%及61.8%的回吐幅度
為1.3455及1.3270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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