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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公司股票復牌的公告

特別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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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因實際控制人上海市浦東新區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簡稱

「浦東國資委」）正在籌劃、研究與本公司相關的重大事項，已於2015年
6月10日開市起停牌，並發佈了停牌公告（編號：臨2015-022）。
本公司於2015年6月11日接到控股股東上海金橋（集團）有限公司（簡

稱「金橋集團」）轉發的浦東國資委《關於擬劃轉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
發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的通知》，該通知主要內容如下：
1、擬將金橋集團所持有的本公司15％股份無償劃轉至浦東國資委籌建中
的上海浦東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2、上述有關事項尚需上級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批准後實施。
鑒於上述情況，經公司申請，公司股票將於2015年6月12日（星期五）

開市起復牌。
因上述事項尚存在不確定性，本公司將繼續保持與浦東國資委、金橋集
團的密切聯繫，及時獲取上述事項進展情況，並根據事項進展情況及時履
行信息披露義務。敬請投資者理性投資，注意風險。
特此公告。

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二一五年六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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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敏儀）MSCI早前
揭曉A股未被納入新興市場指數後，市場繼而
關注人民幣今年能否獲納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特別提款權（SDR）。渣打大中華區
研究部主管丁爽昨於記者會表示，人民幣已符
合納入貨幣籃子的技術要求，相信有60%機會
可於今年納入。同時至2018年，他相信人民
幣將達到「有管理的可自由兌換」。
丁爽表示，人民幣已經大體滿足IMF現行
「可自由使用貨幣」的條件，亦滿足可能成為
新標準的「儲備資產標準」（RAC）要求，認
為人民幣於今年評估中大機會可獲納入SDR貨
幣籃子，或最遲亦會在2020年前納入。

港或失離岸結算中心優勢
他又預期於2018年人民幣將達到「有管理的可自由
兌換」，正規資金交易的限制將會大大減少，惟有短
期的資金流動及涉及投機性的才維持限制。在完成完
全自由兌換前，他相信香港將繼續受惠於逐步開放的
試行計劃，但承認若人民幣完全自由兌換，本港將失
去作為離岸結算中心的優勢。
對於未來人民幣走勢，渣打香港外匯策略師張敬勤
預期，美元兌人民幣將有更多雙向波動，波動區間有
增長空間，今年底可升至3%，2016年至2017年擴大
波幅至5%。屆時人民幣中間價的有效性將降低，未來
央行對外匯干預亦會減少。另外，他預計未來人民幣
匯率將靠穩，預期年底將微升至兌美元6.19元水平。
渣打香港亞洲區高級經濟師劉健恒續指，政策改革將
取代貨幣升值成為人民幣國際化的主要推動力，預期在
QDII2、深港通及成為SDR貨幣籃子等後，以人民幣結
算的貿易將增加，由目前的24.6%，2017年將升至
38%，2020年更可達46%。以金額計算，將由2011年時
的2,120億美元，到2020年大增至最少2.6萬億美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婉玲）美銀美林昨公布的調
查顯示，亞洲區CFO（財務總監）對企業今年的盈利
增長有信心，但同時憂慮匯率波動和息口回升會為業
務帶來負面影響。該行亞太區主管兼跨國企業銀行全
球主管冼偉誠昨表示，調查結果反映企業信心回升，
對今年的經營狀況感到樂觀，但仍然積極關注市場風
險。

今年盈利料見增長
美銀美林昨發表2015年亞洲CFO調查報告，發現

84%受訪者估計今年的企業收入會錄得增長，相比去
年訪問結果的76%高出8個百分點；73%認為今年盈
利會上升，較去年增加13個百分點。
冼偉誠指出，企業仍關注金融市場風險，包括美國
利率上升及匯率持續波動。有54%認為今年最大危機
是要面對財務風險，比去年的36%高；41%認為利率
上升是今年最大的管理風險，當中有17%相信美國加
息會對公司業務帶來負面影響，另15%認為強美元會
對公司業務發展造成阻礙。

內地較多拓展機會
業務發展方面，他表示有37%考慮增加收購計劃，
比去年上升13個百分點，大部分CFO將內地作為首
要考慮的收購發展地區，反映企業認為內地市場有較
多拓展機會，其次是日本及澳洲。58%會通過自然增
長擴張業務，較去年的48%多。
雖然部分CFO打算收購內地企業，但調查結果卻顯
示，有企業開始考慮將營運地點由內地遷移至亞洲其
他地區。冼偉誠認為結果並非反映內地出現問題，而
是亞洲其他地區的增長較快。
調查訪問了630位亞洲CFO或相關職位人士，所屬
企業年收入逾5億美元。

美銀美林：亞洲企業信心回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萃華）據《澳洲金融評論》
昨引述市場消息人士報道，建行（0939）擬買蘇格蘭
皇家銀行（RBS）於澳洲的貸款資產。該貸款資產最
少價值20億澳元，貸款主要是企業和基建項目貸款。
消息亦指，蘇格蘭皇家銀行有另一衍生品資產出售
予第三方，據說是一間投資銀行，或會是摩根士丹
利。

建行擬購RBS澳洲貸款資產

港中產：有1340萬才夠退休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湯澤洋）友邦保
險（1299）昨日發布2015年「中產階級的願
望與夢想調查」，發現香港中產的理想退休
儲蓄為172萬美元（約1,340萬港元），約為
本港中產家庭年均收入的17倍。本港家長為
子女教育平均每月儲蓄4,173元，為北亞地區
之冠。另外，調查指34歲以下的中產階層更
重視創業。
該調查涵蓋2,500名來自中國內地、香港、

台灣及韓國自我界定為中產的人士，於今年2
月至3月以網上及面談形式調查。結果顯示，
「中產階層的退休儲蓄仍然面臨挑戰」，逾
半數香港受訪者無退休計劃，其中47%指因
為儲蓄不足以支持退休生活。

近半中產對退休感憂慮
調查顯示，49%香港中產對退休儲蓄感到
擔憂，但僅25%內地受訪者對此關注。本港
中產人士平均每月儲蓄9,553元作退休之用，
理想退休儲蓄為1,340萬元，較2013年調查高

出23%，相當於家庭年均收入78.5萬元的17
倍。友邦香港及澳門業務策略及市場策劃總
經理謝佩蘭認為，退休儲備上升或與醫療開
支增加，以及理想退休年齡提前有關。
為退休而儲蓄的本港受訪者中，71%投資

股票、債券或互惠基金，58%投資物業，57%
投資於退休儲蓄計劃，50%為定期儲蓄賬戶供
款。此外，74%本港中產人士擁有自住物業。

為子女教育月儲4173元
教育方面，三成一香港中產人士表示，子
女出生前已開始儲蓄教育基金，平均每月儲
4,173元，佔家庭收入6.2%。調查亦指，香港
家長陪伴子女的時間最長，平均每日3.9小
時。有24%全職家長希望轉兼職工作，另有
15%希望辭職，以陪伴及照顧家人。
此外，本港75%中產人士對生活感到滿

意，高於2013年的67%，但僅35%同時具有
滿足感和成功感。受訪者多以健康作為人生
目標，34歲以下的中產階層更重視創業。

匯豐夥交行拓基金互認業務
香港文匯報訊 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安排下月1日起

正式實施，匯豐銀行與其戰略合作夥伴交通銀行
（3328）昨日聯合宣布，雙方已達成協議在兩地基金
互認政策框架下合作拓展業務。

穩港資管中心地位
公告稱，雙方將按兩地相關監管規定，開展內地與

香港互認基金代銷及代理等業務的全面合作，並在金
融業務創新和金融服務需求等領域進一步加強訊息交

流。雙方將憑借各自境內外優勢，共同推進新業務在
兩地的開展，繼續鞏固和加強合作。
匯豐大中華區行政總裁黃碧娟表示，兩地基金互認

再次彰顯了香港在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進程中的關
鍵作用，對於香港金融市場的多元發展亦具有重要意
義，並將鞏固香港作為區域資產管理中心的地位。交
行副行長王江則指出，此次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機制
的建立，進一步拓寬了交行與匯豐的合作空間。
根據兩地證監之前的公告，符合互認條件的基金須

成立一年以上，資產規模2億元人民幣以上，在對方
市場銷售的規模佔基金資產比重不超過50%。中證監
發布的香港基金互認管理暫行規定將自7月1日起施
行，兩地基金互認的初始投資額度為資金進出各3,000
億元人民幣。交通銀行旗下交銀施羅德基金公司目前
管理着包括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債券型基金、
QDII基金以及ETF基金等類型在內的超過20隻公募
基金產品。匯豐銀行旗下匯豐環球投資管理（香港）
有限公司目前管理着逾4,500億美元的資產。

耀才招百人備戰深港通
香港文匯報訊 踏入6月，不少應屆畢業生開始找
工作。耀才證券（1428）昨起一連兩日舉行大型招
聘會，主要聘請前線員工，包括營業主任、開戶審
核主任及會計文員。同時，為加強交易系統的穩定
性及開拓更多產品，今次更聘請大量I.T.專才，務
求令交易系統更穩健順暢。此外，耀才亦會吸納普
通話主播，為推出更多普通話節目，為開拓內地市
場做好準備。
耀才證券主席葉茂林表示，對於應屆畢業生或沒有

相關經驗的應徵者，公司亦會予以考慮，並會為新入
職員工提供在職培訓。他指該公司上月曾舉辦過一次
大型招聘會，遇見合適人選已即時聘用，吸納了一批
生力軍紓緩前線員工壓力，但隨着深港通預期會在下
半年登場，前線員工的需求始終殷切，估計要聘請
100人才足夠應付業務擴充需要，因此本月再舉行一
次招聘會，招攬有意投身證券行業的人才。

A股入MSCI比例較重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內地及

香港基金互認將在下月1日正式實施。港
交所（0388）行政總裁李小加昨日表
示，兩地市場面對的最大監管障礙已清
除。不過，由於兩地市場及基金產品不
一樣，推行初期或會出現「水土不
服」，但有信心業界可解決問題。
對於MSCI推遲將A股納入新興市場指

數，李小加認為「市場應該關注的並非
是否納入和何時納入，而是第一次納入
的力度有多大，進一步的力度有多
快」。他認為有3個問題影響當局：深港
通的開通時間、滬港通北上額度，以及
內地股票名義持有人制度。滬港通的額
度終有一日會取消，但如果在將來A股
納入新興市場指數時無法取消，或許會
有一個折衷的方案出來。

冀港可為內地債市搭橋
問到港交所的長遠發展目標，李小加

指股票、商品和固定收益及匯率為港交
所主要的工作。現時人民幣固定產品的
反應並沒有股票踴躍，但是中國是全球
第三大債券市場，亦是一個與外界隔絕
的市場，中國需要全球投資者的參與，
香港可以發揮重要作用。
李小加認為，現階段內地政府已致力

將銀行存款引入投資市場，老百姓的財
富亦需要全球化的配置。香港要把握機
會，成為內地最大的離岸財富管理中
心。至於內地政府近年倡議的亞投行、
「一帶一路」的實施為市場帶來機會，
內地在將來一定會發展成為匯率、衍生
產品、貨幣及集資的國際市場。

■丁爽（中）指。人民幣有60%機會可於今年
納入SDR。 曾敏儀 攝

「冷靜期」機制最快明年推
李小加：市場有共識 正升級系統

李小加認為，「停一下是對的，
發現發生錯誤就馬上改過

來」。強調機制並不是限制股價變
幅，而是當股價出現異動時，機制
自行啟動5分鐘的冷靜期，旨在短時
間內讓投資者冷靜，避免出現過分
恐慌。現時港交所正更新系統，待
一切技術準備就緒就會公布，預計
在年內有消息，最快在明年推出。

細價股異動要作監管
對於早前漢能薄膜（0566）等公

司出現股價異動，李小加回應指，
現階段未能判斷漢能薄膜及股份交
易有否出現問題，一切有待相關部
門完成法律程序，當局不能因為市
場認為一間公司有問題便要求停
牌。
他強調，香港是法治社會，對本港

相關監管制度及證監會有信心；此類
問題在任何開放的市場均會發生。現
時證監會沒有任何公布，並不代表沒
有作出監管及調查。再者，證監會的
角色並不能防止問題的發生，僅能跟
進事件的處理及監管。

漢能董事有責任解釋
股市近期有多隻細價股出現插水

式暴跌，如高銀地產（0283）、恩
達（1480）等，雖然證監會「點
名」股權集中，但股價仍大幅波
動。香港董事學會會長賴顯榮指，
證監會有責任監管股權特別集中的
公司，亦希望上市公司可以符合上
市規則，做好企業管治。

對於漢能股價大插近四成後，停
牌至今沒有發出任何通告的做法，
賴顯榮直指非常不可取，身為公司
的董事理應有責任向股東解釋。他
指聯交所在此事上有責任監管漢能
的做法。對於港交所股票的市場波
動調節機制，他就指會持開放態
度，「最緊要對股東及投資者
好」。

仙股百靈達市值暴漲
另外，當港股出現過熱時，每每

會出現泡沫股，當中最令人留下深
刻印象的就要數1973年股災的「香
港天線」，上市約6星期便上升29
倍。近期港股亦出現年內升逾100倍
的「神仙股」，以百靈達國際
（2326）今年 3 月 3 日時最低位
0.026元計，升至昨日收市2.66元，
足足上升102倍。
百靈達昨日早上出現異動，短短

20分鐘內抽升34%，中午收報2.49
元，升25%，全日最高一度升至2.7
元，全日成交4.76億元。該股11時
14分發通告指，並不知悉股價變動
的任何原因。翻查資料發現，百靈
達今年3月3日時只是一隻仙股，當
時股價為0.026元，直至4月開始炒
上，4月16日開始出現異動，單日
勁升89%，往後股價越升越有，由
當時市值由不足10億元，暴漲至現
時逾500億元。百靈達上月宣布1拆
10，以每手10萬股為單位買賣的臨
時櫃枱（2998）在昨日開始買賣，
即每手入場費至少要20多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梁偉聰）近日細價股頻頻出

現異動，市場關注討論多時的市場波動調節機制（俗稱冷靜

期）何時推出時間表。港交所（0388）行政總裁李小加昨在

港交所論壇上透露，正在為新機制提升系統，有望可在明年

推出。現階段市場對市場波動調節機制已有共識，將會盡快

公布諮詢結果。

■李小加指，港交所正升級系統做好準備。 張偉民 攝

■謝佩蘭（中）指，退休儲備上升或與醫療開支增加有關。 湯澤洋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