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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實質零售銷售季率。預測+1.5%。前值+1.7%

第一季實質零售銷售年率。預測4.9%。前值+4.7%

4月皇家測量師學會(RICS)房價差值。預測正22。前值正21

一周外國債券投資。前值1,853億

一周外國投資日本股票。前值8,210億

4月公債外資持有比例。前值62.6%

(5月9日當周)一周初請失業金人數。預測27.5萬人。前值26.5萬人

(5月9日當周)四周均值。前值27.95萬人

(5月2日當周)續領失業金人數。預測224萬人。前值222.8萬人

4月最終需求生產者物價指數(PPI)月率。預測+0.2%。前值+0.2%

4月最終需求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年率。預測-0.8%。前值-0.8%

4月核心最終需求生產者物價指數(PPI)月率。預測+0.1%。前值+0.2%

4月核心最終需求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年率。預測+1.1%。前值+0.9%

3月新屋價格指數。預測+0.1%。前值+0.2%

■責任編輯：劉偉良 2015年5月14日（星期四）

證券代碼：600094、900940       證券簡稱：大名城、大名城B      編號：2015-027

上海大名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大名城城鎮化投資基金所涉及

委託貸款及擔保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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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委託貸款及擔保事項基於募集設立以公司浦東新區唐鎮新市鎮地塊為投資標的的「大名城城鎮化投資基

金」首期產品——「長江財富-金石名城一期A類系列專項資產管理計劃」）（暫定名），所涉及的專項委託貸款
及擔保事項。

●委託貸款金額：29億元。
●委託貸款借款人（被擔保人）：
  公司子公司上海秀馳實業有限公司
●本次擔保金額及已實際為其提供的擔保餘額：
  本次擔保金額29億元；除本次擔保事項，公司已為其提供的擔保餘額為0億元。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無逾期對外擔保事項。
公司已成立「大名城城鎮化投資基金」，目前以公司已取得上海浦東唐鎮兩幅地塊總計11.34萬平方米為投資標

的，擬設立「大名城城鎮化投資基金」首期產品——「長江財富-金石名城一期A類系列專項資產管理計劃」（暫
定名）。（詳見公司2015-028號公告《關於大名城城鎮化投資基金的運作進展公告》），基於上述投資基金首期
產品設立所涉及的相關委託貸款及擔保事項，公告如下。

一、相關協議主要內容：
上海大名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子公司嘉興金城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以下簡稱

「金城投資」）作為委託人，擬委託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委託貸款人，以下簡稱「中信銀行上海分
行」），向公司子公司上海秀馳實業有限公司（借款人，以下簡稱「秀馳實業」）發放委託貸款，委託貸款金額
總計為人民幣29億元，貸款期限最長為2年，利率經雙方協商並參照貸款基準利率而確定的固定年利率，貸款用途
為公司【上海浦東新區唐鎮新市鎮D-03-05a地塊項目】的開發建設。

為保證上述委貸的順利實施，公司向中信銀行上海分行提供最高額保證擔保；秀馳實業以項目公司擁有的【上
海浦東新區唐鎮新市鎮D-03-05a地塊項目】向中信銀行上海分行提供最高額抵押擔保。同時，公司實際控制人
俞培俤先生向中信銀行上海分行提供最高額保證擔保。

基於金城投資為公司指定的「大名城城鎮化投資基金」基金管理人，並通過持有上海凱悛實業有限公司99%的
股權（以下簡稱「凱悛實業」），持有項目公司秀馳實業49%的股權。根據相關協議，公司或公司指定第三方就
回購金城投資持有的凱悛實業99%股權的具體事宜進行了約定。為確保上述凱悛實業99%股權的回購，公司向金
城投資提供不可撤銷的連帶責任保證；公司子公司上海名城鈺企業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名城鈺」）以持有
的項目公司秀馳實業51%的股權、公司以持有的凱悛實業1%的股權質押給金城投資，作為公司或公司指定第三方
履行上述股權回購義務和責任的擔保。同時，公司實際控制人俞培俤先生向金城投資提供不可撤銷的連帶責任保
證。

二、被擔保人相關情況
被擔保人（委託貸款借款人）：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秀馳實業有限公司，公司【上海浦東新區唐鎮新市鎮

D-03-05a地塊項目】的項目開發主體。
成立時間：2015年4月29日
註冊資本：5000萬元

住所：上海市浦東新區上豐鷺6332幢A055室
營業執照註冊號：310115002660867
法定代表人：董雲雄
公司經營範圍：地基與基礎建設工程換頁施工，實業投資，投資管理，房地產開發，投資咨詢，商務咨詢，建

築裝潢材料的銷售，倉儲（除危險品），廣告設計，園林綠化。
三、擔保事項主要內容
1、保證擔保事項
保證人：公司
債權人：中信銀行上海分行
為保證債權人與債務人秀馳實業在一定期限內多筆債權的履行，保障債權人債權的實現，公司作為保證人，願

意為債務人履行債務向債權人提供最高額保證擔保。
保證擔保範圍為主合同項下的主債權本金、利息(含罰息、复利)、違約金、損害賠償金、債權人實現債權的費用

等。債權人實現債權的費用均包括但不限於訴訟費、仲裁費、律師費、差旅費、評估費、過戶費、保全費、公告
費、執行費等。

保證期間為主債務履行期屆滿之日起兩年。
2、抵押擔保事項
抵押人：秀馳實業
抵押權人：中信銀行上海分行
秀馳實業作為抵押人，將其享有的【上海浦東新區唐鎮新市鎮D-03-05a地塊項目】土地使用權一併為中信銀

行上海分行提供抵押擔保。
同時，公司實際控制人俞培俤先生向中信銀行上海分行提供最高額保證擔保。保證期間為主債務履行期屆滿之

日起兩年。
3、根據相關協議，公司或公司指定第三方就回購金城投資持有的凱悛實業99%股權的具體事宜進行了約定。為

確保上述凱悛實業99%股權的回購，公司向金城投資提供不可撤銷的連帶責任保證；公司子公司名城鈺以持有的項
目公司秀馳實業51%的股權、公司以持有的凱悛實業1%的股權質押給金城投資，作為公司或公司指定第三方履行
上述股權回購義務和責任的擔保。同時，公司實際控制人俞培俤先生向金城投資提供不可撤銷的連帶責任保證。

四、董事會意見
上述委託貸款及擔保事項經公司2015年5月12日通訊方式召開的第屆董事會第二十次會議，以同意9票、反對0

票、棄權0票，全票審議通過。上述委託貸款屬於公司大名城城鎮化基金所涉及委託貸款事項，涉及擔保事項屬於
公司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對擔保事項的決策範圍。

公司獨立董事林永經、郭成土、張白、馬洪對擔保事項發表獨立意見：本次擔保事項屬於公司股東大會授權董
事會對擔保事項的決策範圍，審議程序符合國家法律、法規及公司章程的規定。為支持公司項目開發建設，公司
為子公司提供擔保，風險可控，不存在損害公司股東，特別是中小股東利益的行為。獨立董事同意本次擔保事
項。

五、累計對外擔保數量及逾期擔保的數量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對外擔保總額（不包括對子公司的擔保總額）為0，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對子公司提供的擔保總

額為542667.22萬元，佔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淨資產的76.25%。截止本報告日，公司無逾期擔保情況。
六、備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第二十次董事會決議
2、公司獨立董事關於對外擔保事項的獨立意見
3、被擔保人營業執照複印件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5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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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名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大名城城鎮化投資基金的運作進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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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大名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或「大名城」）於2014年10月14日召開的公司第六屆董事會
第六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公司擬與中信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長江財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等共同設立「大名
城城鎮化投資基金」的議案，「大名城城鎮化投資基金」總規模75億元，其中募集總金額上限為人民幣50億元，
運作期限為10年，主要投資於一線城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的房地產項目，該事項已獲得公司2014年第三次
臨時股東大會審議批准。（詳見公司2014-055號、2014-065號公告）

現將投資設立大名城城鎮化投資基金的進展情況公告如下：
一、「大名城城鎮化投資基金」（第一期）運作主體工商設立情況
1、名城：嘉興金城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2、類型：有限合夥
3、執行事務合夥人：青島金石信城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4、成立日期：2014年12月11日
5、經營範圍：實業投資、投資管理
6、合夥期限：2014年12月12日至2024年12月11日
    二、「大名城城鎮化投資基金」（第一期）產品設立情況
「大名城城鎮化投資基金」設立主旨主要用於投資公司於一線城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的房地產項目。根

據公司執行聚焦一線城市的戰略推進，公司已取得上海浦東唐鎮兩幅地塊總計11.34萬平方米。現上海長江財富資
產管理有限公司擬募集設立以公司上述地塊為最終投資標的的首期產品——「長江財富-金石名城一期A類系列專
項資產管理計劃」。

該「長江財富-金石名城一期A類系列專項資產管理計劃」根據大名城、中信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金石投資有限
公司、上海長江財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的共同決策，以股權、債權等多元化方式，搭配多種投資期限，通過嘉興
金城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簡稱「金城投資」）用於投資公司位於上海優質地段的房地產項目。目前公司
取得的浦東唐鎮地塊項目是近2年內唐鎮首推的宅地，位於浦東中心地帶，西臨張江高科技園區，南靠迪斯尼核心
區，北接上海金融信息產業服務基地，東望金橋出口加工區，公司對該項目的定位為打造唐鎮地區最大的高端國
際社區，有望成為繼浦東濱江區域後又以優質高端社區代表作。

資管計劃具體情況如下：
1、產品暫定名：「長江財富-金石名城一期A類系列專項資產管理計劃」。
2、規模：擬不超過37億元 。
3、期限：A1類：9個月，滿6個月後可提前結束；A2類：12個月，滿6個月後可提前結束。
4、預期收益率：A1類：8%/年，A2類：8.5%/年。
5、資金用途：用於繳付由青島金石信城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青島金石」，金石投資有限公司的全資

子公司）作為執行事務合夥人的金城投資的有限合夥份額，金城投資通過股權和債券等多樣化模式向標的項目進
行投資。

6、標的項目：大名城獲得的上海浦東新區唐鎮新市鎮D-03-05a地塊項目和/或上海浦東新區唐鎮新市鎮D-04-
07地塊項目。

7、管理人：上海長江財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8、托管人：平安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9、收益分配：自投資起始日起每屆滿6個月之日支付收益，到期支付本金及收益。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5年5月14日

上 海 大 名 城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馮 強金匯 動向 希債待決 歐美股市未動搖

紐元三日築底 短線或反彈
澳洲政府周二表示，計劃在2019/20財年恢復預算盈

餘，並預計凈債務將在2017年6月達到相當於GDP的
18%的峰值。澳洲政府還預計到2016年6月，主權債發
行規模將從目前的3,700億澳元增至4,150億澳元，但從
國際標準來看，該水平依然很低，預計不會對澳洲的AAA
評級和穩定的評級展望構成威脅。

澳元上撲0.80關
澳元周三衝擊0.80關口，受益於美元走軟及大宗商
品上揚。技術圖表分析，包括在二月底以及三月下旬
澳元均在碰及0.79附近水平後而再度回挫，因此此趟
在破位後可持穩其上，亦即告擺脫了過去兩個多月的
低位盤整局面。預估其後延伸上試目標可看至0.80關
口；黃金比率計算，38.2%及 50%的反彈水平為
0.8060及0.8220，擴展至61.8%則為0.8385。下方支
持則先參考0.79及100天平均線0.7850，重要支撐料
為0.7780水平。

紐央行指匯率過高
新西蘭央行周三重申，紐元匯率依然被高估，應進一

步下跌。央行總裁惠勒稱，紐元近期已有所下跌，尤其
是兌澳元。新西蘭央行稍早時曾在該報告公布時表示，
紐元最近的貶值是有助益的，但紐元兌一籃子貨幣持續
交投在高於可持續的水平。央行也規劃增加抵押貸款限
制以降溫奧克蘭樓市。奧克蘭是新西蘭最大城市。
紐元兌美元周三早盤一度觸及兩個月低位0.7318，
但其後受技術性買盤支撐，扭轉跌勢走高至0.74上方
水平。圖表走勢分析，紐元在過去兩周處於下降軌

道，而連同周三早盤低位，近三個交易日似乎在0.73
水平獲見支撐，RSI及隨機指數亦呈回升，或見紐元
短線有進一步反彈動能。初步阻力見於50天平均線
0.7510及25天平均線0.7560，關鍵仍是上月沒能突破
0.7740。支持位預估在0.74，倘若0.73水平在後市顯
著失守，則紐元弱勢亦隨之延展，下望目標可至0.72
以至0.70關口。

英鎊本周初在1.5395美元附近獲得較大支持後
持續轉強，先後重上1.55及1.56美元水平，周三
升幅擴大，一度向上逼近1.5750美元附近5個月
高位。英國國家統計局周二公布首季工業產出按
季上升0.1%，不過3月份工業產出按月增長
0.5%，高於預期，再加上英國保守黨在大選取
得多數議席勝出，掃除政局不明朗因素，投資者
進一步回補英鎊空倉，帶動英鎊周三升幅擴大至
1.57美元水平。隨着英國央行周三公布通脹季
報，英鎊未能持穩於1.57美元水平。
英國央行本周三公布5月份出版的通脹報告，
將2016年通脹年率預測從早前的1.8%下調至
1.6%，與英國央行的2%通脹目標仍有距離，反
映英國央行將不會急於升息，升息時間有可能推
遲至2016年第4季之後，消息導致英鎊匯價迅速
跌穿1.57美元水平，並且一度反覆走低至1.5635
美元附近。
此外，通脹報告更把2016年及2017年英國經濟

增長評估分別下調至2.6%及2.4%，跟英國國家統
計局剛公布的首季經濟增長年率2.4%頗為接近，
反映英國經濟增長往後兩年可能有放緩傾向，對英
鎊升幅構成限制，除非美國周三公布的4月份零售
銷售顯著偏弱，否則英鎊將不容易衝破過去5個多
月來位於1.5790至1.5830美元之間的主要阻力區。
預料英鎊將反覆回落至1.5530美元水平。

美元偏弱 金價上試1210美元
周二紐約6月期金收報1,192.40美元，較上日升9.40
美元。現貨金價本周初守穩過去1周以來位於1,177至
1,178美元之間主要支持位後走勢偏強，周二顯著重上
1,190美元之上，周三更一度反覆走高至1,198美元附近
1周高位。美國本周三公布4月份零售銷售數據前，美
元走勢偏弱，再加上布蘭特及紐約期油呈現反彈走勢，
有助金價表現，現貨金價稍後有機會上試1,200美元阻
力位。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1,210美元水平。

金匯錦囊
英鎊：英鎊將反覆回落至1.5530美元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1,210美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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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達全球股市投資長Dominic Rossi指出，成熟市場前景看
好，尤其是美國與歐洲。美國復甦已成氣候，強勢美元不僅增
加美國資產吸引力，從最新財報來看，無損企業盈利增長。根
據路透社2015年第一季已公布之企業盈利，有68%企業盈利優
於預期。

美68%企業盈利勝預期
美國失業率已接近自然失業率水平，根據彭博資料顯示，4
月失業率來到5.4%，為7年低點。加上勞工自願離職率持續攀

升，亦顯示僱員對勞動市場復甦的信心十足！

過去16季 股息年增長14%
再者，美股市場渴望極大化股東價值，股息持續增長
可期。過去16季， 標普 500 大企業股息年增長平均
14.1%，全球非常少的資產能夠符合這樣的收益增長水

平。 Dominic Rossi強調：「持久股利增長將是
美股表現的重要驅動力，預期美股在下次2017
年初美國新任總統就職前，標普500指數將超
越2,400點。」

歐通縮風險明顯降溫
歐洲推出量化寬鬆(QE)後，基本面明顯改

善，歐元區通縮風險明顯降溫，根據美銀美林最

新企業盈利報告顯示，目前57%企業盈利優於預期，預期2015
年每股盈利(EPS)增長率，將從2015年第一季的15.3預估值到達
16.0。歐洲央行將持續購買歐洲國債，買盤持續入駐下可支撐
債券價格走揚。目前歐洲市場基本面、資金面及企業盈利俱
佳，顯示目前歐股僅在起漲點而已！
投資人可透過歐洲平衡型基金參與歐股成長動能。由資金流向

即可印證，歐洲平衡型基金受投資人青睞，已連28周超買，累計
超買金額逾240億美元，持續位居歐洲各類型資產超買之冠。

歐洲推出量化寬鬆
後，基本面明顯改
善，雖然希臘債務問
題待解決，在基本面
並無改變情況下，收
益率彈升僅是反映希
臘債務風險之短期上
揚。據彭博資料顯
示，歐元區零售銷售
年增長率達3%；投
資人信心指數從1月
的 0.88，到 4 月已
攀升至近20。種
種數據顯示，
美、歐股市兩大
市場投資前景
依然看好。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總裁 黃美斯金匯 出擊

■美股近周大幅波動，風險資金仍利用調整市吸納。圖為美國證
交所經紀買賣情況。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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