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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匯錦囊
英鎊：英鎊將反覆跌穿1.0400美元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暫時上落1,620至1,650美元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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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指標穩健 可望支持美股表現
上周美國聯儲局將基準利率調升0.75厘至3%~

3.25%區間，為連續第三次加息0.75厘。反映美

聯儲官員利率預測狀況的FOMC基準利率預測點

陣圖，較市場預期更為「鷹派」，顯示未來加息行

動可能比投資者預期的更為激進，拖累近期股市表現。但從近期

美國經濟數據表現觀察，ISM服務業採購經理指數（PMI）上揚

及消費者通脹預期穩定向下，顯示美國經濟依然強勁，未來評價

面回歸均值，可望成支撐美股的穩定力量。 ◆國泰投顧

加元顯現出初步回穩信號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楚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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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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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消費者信貸，預測14.00億，前值14.25億
8月抵押貸款發放金額，前值50.51億
8月抵押貸款批准件數，預測62,000，前值63,770
8月M4貨供額，前值+0.5%
9月企業景氣指數，前值0.83
9月經濟景氣指數，預測95.0，前值97.6
9月工業景氣指數，預測負1.0，前值1.2
9月服務業景氣指數，預測7.0，前值8.7
9月消費者信心指數，預測負28.8，前值負28.8
9月CPI月率初值，預測+1.1%，前值+0.3%
9月CPI年率初值，預測+9.5%，前值+7.9%
9月HICP月率初值，預測+0.9%，前值+0.4%
9月HICP年率初值，預測+9.8%，前值+8.8%
第二季企業稅後利潤，前值+9.1%
第二季GDP環比年率終值，預測-0.6%，前值-0.6%
第二季GDP最終銷售環比年率終值，前值+1.3%
第二季GDP消費者支出年率終值，前值+1.5%
第二季GDP性平減指數年率終值，預測+8.9%，前值+9.0%
第二季核心PCE物價指數年率終值，預測+4.4%，前值+4.4%
第二季PCE物價指數年率終值，前值+7.1%
初請失業金人數(9月24日當周)，預測21.5萬，前值21.3萬
初請失業金人數四周均值(9月24日當周)，前值21.675萬
續請失業金人數(9月17日當周)，預測138.8萬，前值137.9萬
7月GDP月率，預測-0.1%，前值+0.1%

申請新酒牌公告
永8舫

現特通告：黃淑華其地址為香港
灣 仔 軒 尼 詩 道 314-324 號 W
SQUARE 二樓，現向酒牌局申請
位於香港灣仔軒尼詩道314-324
號W SQUARE 二樓永8舫的新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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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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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責任。

重要內容提示：
˙本次會議是否有否決議案：無
一、會議召開和出席情況
(一) 股東大會召開的時間：2022年9月28日
(二) 股東大會召開的地點：上海市松江區莘磚公路668號雙子樓2樓松江廳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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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其中：A股股東人數  23
    境內上市外資股股東人數（B股） 3
2、出席會議的股東所持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股） 1,650,238,438
其中：A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 1,648,803,023
    境內上市外資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B股) 1,43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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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4211

其中：A股股東持股占股份總數的比例（%） 65.3642
    境內上市外資股股東持股占股份總數的比例（%） 0.0569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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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東大會由公司董事會召集，由公司董事長袁國華先生主持。本次股東大會的表決方式、
表決程序和表決結果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規定。

(五) 公司董事、監事和董事會秘書的出席情況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
2、公司在任監事6人，出席6人；
3、董事會秘書出席會議；公司全體高管列席會議。

二、議案審議情況
(一) 非累積投票議案
1、議案名稱：關於申請註冊發行超短期融資券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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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8,802,849 99.9999 174 0.0001 0 0.0000
B股 1,435,41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計： 1,650,238,264 99.9999 174 0.0001 0 0.0000

2、議案名稱：關於申請註冊發行中期票據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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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8,802,849 99.9999 174 0.0001 0 0.0000
B股 1,435,41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計： 1,650,238,264 99.9999 174 0.0001 0 0.0000

(二) 關於議案表決的有關情況說明
無。

三、律師見證情況
1、本次股東大會見證的律師事務所：國浩律師（上海）事務所
律師：林琳、耿晨
2、律師見證結論意見：
    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的召集、召開程序符合有關法律、法
規、規範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規定；出席本次股東大會的人員資格均合法有效，符合有關法
律、法規、規範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規定；本次股東大會的表決程序符合有關法律、法規、規
範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規定，表決結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22年9月29日 

 

證券代碼：600848  900928   證券簡稱：上海臨港  臨港B股  公告編號：2022-057 

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決議公告

據悉，合作雙方優勢互補，招商港口將
依託浙江海港集團在浙江省及長江沿

線的港口布局，以及對長三角地區強大的腹
地貨源輻射能力，加上招商港口在內地沿海
地區較為完備的港口網絡，雙方將積極推進
業務合作，加強港口群之間的聯動效應，為
客戶提供更為全面的港口物流服務，提升雙
方綜合競爭力。同時，雙方還將共同提高客
戶服務質量，提升對大型船公司和終端貨主
的聯合服務能力，進一步促進雙方業務共同
增長。
浙江海港集團則可借助招商港口已有的全

球港口網絡布局，以及在海外投資、運營的
豐富經驗，雙方將在現有的海外港口項目上
開展深入合作，包括合資合作、業務協同等
多種形式。同時，雙方還將共同拓展海外港
口業務的開發和投資機會，共同拓展海外港
口發展機遇。

助力浙江中小企走出去
浙江省是外貿出口大省，製造企業數量

多、實力強，有強大的海外市場拓展需求和
能力。招商港口將充分發揮在斯里蘭卡、吉
布提等國家的海外園區資源，為中小製造企
業走出去提供更優質、更便捷的軟硬件環境
和配套服務，助力相關企業更好地拓展海外
市場。同時，也為招商港口旗下海外園區發
展注入新的動力，促進園區業務做大做強，
實現雙贏。
雙方在智慧港口、綠色港口建設方面均有

許多有益的探索，並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未
來將充分發揮各自優勢，在新技術應用、港
口數字化、商業模式創新等領域加強合作，
共享雙方已形成的技術成果和應用經驗，加
強在港口科技創新領域的資本合作，共同樹
立綠色智慧港口轉型升級的行業新標桿。
此外，此次兩家A股上市公司引入戰略定
向增發，是招商局集團和浙江省落實國企改
革三年行動、提高央企和地方國企控股上市
公司質量工作要求的重要舉措，雙方有望將
共同打造國企深化改革高質量發展的新典
範。

招商港口寧波港雙百億互投落地
為了實現強強聯合和共同構建

「雙循環」物流大通道，招商港

口、寧波舟山港股份近日完成互相進行雙百

億引入戰略定向增發。浙江海港集團以戰略

投資者身份出資 106.69 億元（人民幣，下

同），認購招商港口（001872.SZ）非公開發行

的5.77億股A股股票（發行完成後持股比例

為23.08%），成為招商港口第二大股東。同

時，招商港口以戰略投資者身份出資141.14

億元，認購由浙江海港集團控股的寧波港

（601018.SH）非公開發行的36.47億股A股

股票，發行完成後持股比例將提升至

23.08%，成寧波港第二大股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美國 8 月 ISM 服務業 PMI 上
行，顯示儘管有通脹壓力及

利率上升，但經濟仍保持強勁的
潛在動能。該指數遠高於榮枯線
50之上，且較上月加快上升，顯
示經濟活動以強勁步伐擴張。美國

8月服務業PMI錄56.9，優於預期
55.3及前值56.7，升幅相較上月略
有擴大，有 14 個行業報告成長
（前月為13個），僅2個行業萎
縮。商業活動指標上升1至60.9，
突顯其對服務的強勁需求；新訂單

指標上升1.9至 61.8，聘僱狀況指
標 亦 有 改 善 （50.2， 前 值 為
49.1）。總體而言，與美國史上最
長牛市期間（2010~2019年）均值
相比，8月 ISM服務業 PMI 及其
重要分項指標，如新訂單、商業
活動、及供應商交貨速度均表現
優異。

通脹預期穩定向下
美國9月密大消費者信心調查顯

示，通脹預期依然穩定向下，未來
5-10年的通脹預期從上月的2.9%降
至2.8%，低於過去年2.9%~3.1%的
窄幅區間。由於汽油價格下跌，未來
一年通脹預期中值從4.8%降低至
4.6%。加油站平均油價為3.692美
元/加侖，低於6月中旬高點的5.016

美元。

美股料具穩定力量
上述實體經濟指標顯示美國經濟

仍保持穩健，而近期市場擔憂高通
脹所帶來的成本壓力雖可能損及企
業獲利，但美國企業淨利表現仍然
強勁。過往經濟衰退期間，企業淨
利佔國內生產總值（GDP）比率偏
低，但目前此比率接近歷史新高，
較不易發生經濟衰退。此外，因近
期股價下挫，目前美股標普500指
數的預估本益比（未來12個月）約
17倍，較去年高點約27倍大幅回落
至5年均值（約20倍）的負1倍標
準差附近，可望有均值回歸空間，
評價面優勢仍將形成支撐美股的穩
定力量。

金融市場繼續處於動盪，推動避險美元
在周三再創20年高位，因為全球利率上升
引發對經濟衰退的擔憂。美元指數觸及
114.78的新高，美指的走高亦受到美國10
年期公債收益率持續漲勢的扶助，收益率
自2010年以來首次升至4%。反觀歐元、
英鎊則繼續承壓。美聯儲一直在引領全球
抗擊通脹的飆升。在過去幾個月的大幅加
息舉措基礎上，美聯儲最近發出了進一步
大幅加息的信號，表現得更為激進。芝加
哥聯儲總裁埃文斯、聖路易斯聯儲總裁布
拉德和明尼阿波利斯聯儲總裁卡什卡利隔
夜均重申美聯儲的鷹派立場。

歐元弱勢 阻力位看0.9710
歐元兌美元一度低見至0.9540下方的20

年低位，歐元區天然氣危機加劇了歐元的
黯淡前景。歐洲周二對兩條俄羅斯天然氣
管道發生重大洩漏展開調查，這兩條管道
處於一場能源對峙的中心，德國和丹麥稱
襲擊導致了洩漏，使天然氣流入波羅的

海。技術圖表所見，較近阻力先留意
0.9710 及 0.9800，關鍵在 25 天平均線
0.9920以及延伸自今年3月的下降趨向線
阻力1.0090，要留意匯價若仍然受壓於此
區之下，則歐元整體上仍未擺脫弱勢。至
於下方支撐位將回看0.95及0.93水平。在
中長線而言，由2017年至2021年，從月
線圖表看出匯價走出一組雙頂形態，頸線
位置為2020低位1.0635，其後升至2021
年1月高位1.2349，累升1,714點子，視作
技術後抽，故在今年年中明確跌破後，延
伸下試目標則為0.8920水平。
美元兌加元走勢，匯價踏入本月曾兩度

受阻1.32關口附近，在一段技術後抽走勢
下，終見匯價可跨過1.32，並延伸着新一
輪升勢。阻力位預估在1.38關口，暫見匯
價周三亦一度突破觸高至1.3832；而此前
在周一則觸高於1.3808。預估較大阻力為
1.40以至1.42水平。然而，技術圖表見
RSI及隨機指數剛自超買區域回落，短線
或呈回調傾向。以8月以來的累計漲幅計
算，23.6%及38.2%的回調幅度為1.3560
及1.34水平，擴展至50%及61.8%則會見
至1.3280及1.3155。

英鎊上周五受制於1.1275美元阻力走勢疲弱，
失守1.09美元水平，本周初跌幅擴大，一度急跌
至1.0355美元附近紀錄新低，周三大部分時間徘
徊1.0540至1.0740美元之間。英國央行上周四宣
布加息半厘，官方指標利率上調至2.25%，連續
7次會議均有加息行動，惟消息未對英鎊構成支
持。英國政府早前宣布將於10月份開始，向英
國家庭的能源支出作出為期兩年的補助之後，英
國央行上周會議已表示該因素可望顯著抑制消費
者物價指數的升幅，而今次9位決策委員中，有
5位偏向加息半厘，僅有3位傾向加息0.75%，
反映央行的主流現階段依然是不願作出太大的緊
縮力度。
英國政府上周五提出激進的減稅措施，英鎊上
周尾段及本周初連日急跌，市場頗為憂慮英國債
務及財赤趨於惡化，英國10年期債息迅速從上
周五早段的3.5%急升至近日的4.5%近14年高
點，顯示英國發債成本趨升。此外，英國央行首
席經濟學家Huw Pill近日表示，央行可能要待至
11月份政策會議才會就財相的大幅減稅作出政策
回應，但言論未能支持英鎊表現，英鎊連日來的
反彈均明顯受制1.0840美元阻力。隨著美國聯儲
局官員持續發出大幅加息的言論，美元指數屢創
20年新高，預料英鎊將反覆跌穿1.0400美元水
平。

金價料呈窄幅上落格局
周二紐約12月期金收報1,636.20美元，較上日

升2.80美元。美國10年期債息本周三曾向上觸
及4%水平12年新高點，美元指數亦向上逼近
114.80水平，再創20年新高，不過現貨金價在
1,615美元獲得較大支持便
掉頭反彈，重上1,638美元水平，顯示金價在

1,620美元之下仍有較大支持。預料現貨金價將
暫時上落1,620至1,650美元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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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全浩教授
浸會大學退休教授、
能源及股市分析家、

專欄作家「張公道」

今周一
的拙稿指
出，港股
的大跌市
底點有望
於 10 月
或 11 月
出現，恒
指 跌 至
16,250將
有強力支

持，但在最壞情況下，恒指可能
跌至16,000-15,000點範圍內。

港股受政治因素打擊
恒指昨以17,250點收市，或許

正在向上述的目標滑落。港股深
受政治因素所打擊，其中的細節
無需詳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
團打壓中國，無所不用其極。
在本港上市的公司很多都受到

制裁，其中某些重磅的科技股尤
其嚴重；其次某些資源股如中海
油(0883)被迫退市，電訊股的業

務受到限制，可以說港股動輒得
咎。一些股民已經完全撤出港
股，只買賣外國股票。
一些資深的頂級金融界人士在

友儕的私訊中指出，政府不應袖
手旁觀，任由港股瀉下去。請留
意，港股急瀉，對本港強積金及
公積金的持有者有何影響，稍後
公布時便清楚。
那些國際大炒家及一小撮人搭

通天地線，一直放心沽空，因為
壞消息接踵而至，此舉對普通的
街外人極為不利。在如此環境
下，政府的財金官員不應不聞不
問。
為着公眾的利益，可以採取多

項措施，如增加期指的按金，限
制股份的沽空活動，徹查空倉是
否一切合規等。在其他國家，當
金融危機醞釀到危險程度時，政
府都會干預。
政府於1998年亦曾入市打大

鱷，特區政府不應再不聞不問，
否則便是失職。

政府應留意股市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