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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德REITs前景看漲

風險情緒降溫 日圓強勢暫緩
英國公投對市場的衝擊漸告減弱，市場

周二呈回檔走勢，美元回落，非美貨幣則
普遍反彈。日內公佈數據顯示美國6月消
費者信心指數升至98，為去年10月以來
最高。美國4月S&P/CS20個大城市房價
指數年率增長5.44%，基本符合經濟學家
預估。這兩個數據基本都在預期範圍之
內，因此並沒有對市場產生多大的影響。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周三承諾，將調動所

有可用的政策工具來維持日本經濟運轉，
因英國公投退出歐盟後的不確定性衝擊金
融市場。英國公投引發日圓飆升，讓日本
當局緊張不安。經濟產業省周三公佈的數
據顯示，日本5月零售銷售同比連續第三
個月下降，且降幅高於預期，使得決策者
面臨推出更多刺激舉措以支持脆弱經濟復
甦的壓力。在討論英國脫歐後市場狀況的
會議上，安倍敦促日本央行(BOJ)總裁黑田
東彥確保央行向市場提供充裕資金，以避
免出現信貸緊縮。安倍還要求財務大臣麻
生太郎密切關注匯市波動，與七國集團
(G7)協同對匯市情況靈活做出應對。英國
脫歐推動日圓漲至數年高點，日本不斷加

重干預的口氣，然而干預一旦失敗將付出
高昂代價，因此決策者也許不會真的付諸
行動。黑田東彥在會後向記者表示，日本
央行準備在必要時提供盡可能多的美元。

美元兌日圓反彈阻力105
隨着市場避險情緒稍降，美元兌日圓升

至102.80水平，進一步脫離上周五所及的
兩年半低點99.00日圓。圖表走勢所見，
上周早段美元兌日圓大致在103.50獲見支
撐，直至上周五失守，估計此區將視為首
個阻力參考，較大阻力為105及106.50，
至於108則會是關鍵，後市需跨過此區才
可望美元有重新回穩的契機。至於下試支
持料在100及99水平，下一級則重探2013
年10月25日低位96.92。
新西蘭央行周三公佈的年度意向聲明重

申仍可能需要進一步放寬政策，這或會使
得紐元兌美元彈升受限。而圖表見相對強
弱指標及隨機數據均自低位回升，可望紐
元有延續反彈傾向。預估阻力見於0.72及
上周高位0.73水平。支持位估計在25天平
均線0.6990及0.69水平。

台新全球不動產入息基金經理人謝夢
蘭表示，REITs後市具二大優勢，包括：
一、全球低利環境：美聯儲局於六月份
利率水平按兵不動，在英國將脫歐後，

未來經濟變數增多，後市加息幅
度及預期大幅降低，而歐洲及日
本央行也持續推動負利率，在
貸款成本降低下，可望大大
推升房屋買氣。

GICS料將REITs列入第11產業
她指出，二、全球產業分類標

準（GICS）預計在今年8月31日後將REITs從金
融產業獨立出來，成為第11大產業，將吸引投資
機構未來增加REITs配置比重。據美銀美林證券估
計，可望為REITs產業帶來300億美元的資金潮，
帶動全球REITs中長線漲升行情。
謝夢蘭表示，以美國REITs而言，整體房市健全

且基本面良好，隨着春季購房季展開，中古屋銷量
強勁，5月份銷量升至9年多來最高水平，展現美
國房地產市場的蓬勃生機。另外，美國REITs最大
的利多是利率持續下滑，大大降低民眾購屋成本，
進一步激勵買氣。目前30年期房貸利率跌至約
3.5%歷史低水平，由於6月美聯儲局維持利率水平

不變，而在英國脫歐結果確立後，在市場變數增多
下，使美聯儲局今年內加息幅度及預期大幅降低，
有利引導美國貸款利率持續走低，帶動REITs後市
上攻行情。

移民湧入 德住宅需求大增
謝夢蘭指出，德國住宅具「天時、地利、人和」
之優勢，堪為全球REITs中的黑馬，在需求端方
面，目前民眾自有住宅率不到4成，遠低於其他歐
陸國家，後市增長空間大，且近來移民人口大量湧
進，加上德國十年期國債轉為負利率，帶動購屋需
求大增，進而推升房價走勢。過去五年，德國房價
平均每年增長5.6%，遠優於其他成熟歐洲國家。
在供給端方面，兩德統一後德國房市長達10多年
的空頭，幾無大型住宅投資；另外，近年來建築法
規 (環保/綠能)日益嚴格，德國建商毛利僅
15%-20%，亦壓縮投資意願，使得住宅供給嚴重
不足。分析師估計，德國至少要增加6成的房屋供
給量才能解決目前供不應求的窘境。

英國脫歐公投結束後，預期歐洲內部政治效應恐將持續發酵，短線投資市場將
呈大幅震盪格局，在此情況下，兼具基本面及配息收益的REITs深具優勢，將是
絕佳的資金避風港，建議逢低佈局，看好市況良好的美國特殊型REITs以及供不
應求的德國住宅。 ■台新投信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總裁 黃美斯金匯 出擊

馮強金匯 動向

歐元本周初在1.0970美元獲得較大支持後呈
現反彈，重上1.10美元水平，周二曾走高至
1.1110美元附近，周三大部分時間窄幅活動於
1.1050至1.1100美元之間。歐元經過上周五急
跌，從1.1425美元水平大幅下挫至1.0910美元
水平後，近日走勢持續偏穩，反映市場對英國
公投脫歐引起的不安氣氛稍為紓緩。英國首相
卡梅倫10月離職，交由下任新首相啟動脫離歐
盟程序，再加上英國主要官員又發出不急於脫
歐的言論，預示英國今年內可能不會向歐盟申
請脫歐，投資者現階段均傾向觀望，同時回補
部分歐元空倉，帶動歐元近日反彈。
另一方面，美國周二把首季經濟增長年率終
值上調至1.1%，高於早前的0.8%，數據未對
美元構成太大支持。此外，英國脫歐公投引發
全球經濟有下行風險之際，歐洲央行行長德拉
吉本周二的發言傾向讓各國央行協調貨幣政策，
市場將關注美國聯儲局下月27日議息會否轉向
寬鬆立場，再加上英國今年內未必會跟歐盟啟
動脫歐程序，將繼續有一段時間紓緩市場的避
險情緒，該些因素將有利歐元的短期表現。隨
着歐元近日顯著守穩1.0900美元關位，預料歐
元將反覆走高至1.1180美元水平。

央行寬鬆 金價偏強
周二紐約8月期金收報1,317.90美元，較上
日下跌6.80美元。現貨金價本周二受制1,326
美元附近阻力後走勢偏弱，一度回落至1,305
美元附近，其後反彈，重上1,310美元之上，
周三走勢回穩，大部分時間處於1,310至1,323
美元之間。雖然美國本周二公佈的首季經濟增
長年率終值以及6月份消費者信心指數均高於

市場預期，但英國公投脫歐可能動搖聯儲局一直偏緊的立
場，限制金價跌幅，有助金價逐漸上移，預料現貨金價將
反覆走高至1,330美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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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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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召開和出席情況
(一) 股東大會召開的時間：2016年6月29日
(二) 股東大會召開的地點：上海市峨山路91弄陸家嘴軟件園1號樓七樓多功能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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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其中：A股股東人數  19
      境內上市外資股股東人數（B股） 213
2、出席會議的股東所持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股） 2,173,345,263
其中：A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 1,993,236,037
      境內上市外資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B股) 180,109,226
3、出席會議的股東所持有表決權股份數佔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比例（%） 64.65
其中：A股股東持股佔股份總數的比例（%） 59.29
      境內上市外資股股東持股佔股份總數的比例（%）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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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決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規定，本次股東大會由公司董事長李晉昭先生主持。
(五) 公司董事、監事和董事會秘書的出席情況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6人，副董事長徐而進先生、獨立董事呂巍先生因工作安排衝突未能出席；
    公司在任監事5人，出席5人；
    董事會秘書出席了會議；部分高管按《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列席會議。

議案審議情況
(一) 非累積投票議案
    議案名稱：審議《關於增補第七屆董事會獨立董事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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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236,037 100.00 0 0.00 0 0.00
B股 180,109,226 100.00 0 0.00 0 0.00
普通股合計： 2,173,345,263 100.00 0 0.00 0 0.00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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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議《關於增補第七屆董事
會獨立董事的議案》 276,673,878 100.00 0 0.00 0 0.00

(三) 關於議案表決的有關情況說明
    無

律師見證情況
    本次股東大會鑒證的律師事務所：上海市錦天城律師事務所
律師：傅春明 陳偲偲
    律師鑒證結論意見：
    本次股東大會的召集和召開程序、召集人資格、出席會議人員資格、審議議案、會議表決程序及表決結果等事
宜，均符合《公司法》、《股東大會規則》、《網絡投票實施細則》等法律、法規、規章和其他規範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有關規定，本次股東大會通過的決議均合法有效。

備查文件目錄
    經與會董事和記錄人簽字確認並加蓋董事會印章的股東大會決議；
    經鑒證的律師事務所主任簽字並加蓋公章的法律意見書；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6月30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
圳報道）寶能近日要求萬科集團舉
行臨時股東大會罷免萬科11位高管
引起了巨大的風波，但「寶能系」
目前卻開始面臨逐步增大的資金壓
力。

傳深業物流發債首期近完成
據悉，「寶能系」旗下公司深圳

深業物流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正在發
行一筆50億元(人民幣，下同)的交
易所非公開發行公司債，即私募
債，期限不超過三年，資金用途用
於償還銀行貸款和補充流動資金。

據內地媒體財新消息，該筆債
券分為兩期發行，第一期接近25
億元已發行完成，發行利率為
6.5%，債券期限是2+1年，並由
深圳鉅盛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全
額無條件擔保；第二期仍在詢
價。聯合評級公司對發行主體給
出了AA+級的評級，對債項也給
出了AA+級。
接近交易的知情人士稱，該筆債

券發行並不順利，市場上對於萬科
事件進展的觀望情緒比較濃，第一
期債券大部分由發行人深業物流自
己的合作方接盤。

寶能系擬發50億私募債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盧海濤）廈門市政

府昨日在本港舉辦了「第十九屆中國國際投資貿
易洽談會香港推介會」。據投洽會組委會會務部
副部長兼廈門市會展局局長王瓊文介紹，本屆投
洽會展覽總面積將達13.8萬平米，近6,000個展
位，規模創歷史之最，分設投資主題館、產業招
商館以及首次設立商品貿易館。

料吸引60國家或地區參與
王瓊文表示，投資主題館主要包括國際投資、
投資中國、中國對外投資、人才項目資本、國際
金融合作以及眾籌等展區；產業招商館包括藝術
收藏、智能家居、大健康、電子商務、茶產業等
重點產業的投資合作；商品貿易館主要包括跨境

電商精品展區、澳門特色商品展區、台灣、香港
及其地區精品展區。目前，境內外參展報名踴
躍，預計今年將會有近60個國家或地區在投洽會
上設立國家館或展區，進一步加強大會國際性。

19年引進投資2000億美元
廈門市副市長倪超表示，19年來投洽會始終圍
繞「國際投資」主線，堅持「引進來」和「走出
去」兩大主題，不斷改革創新，取得了豐碩的成
果，共有超過160個國家和地區的18萬名境外各
界人士、3,500多家跨國公司先後參會，引進投資
超過2,000億美元。
中聯辦經濟部副部長楊益、商務部投資促進事務

局副局長李勇、香港投資推廣署助理署長何兆康、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主席張祖榮、江西省投資促進
局局長沈京一等政商界人士也出席了本次會議。
第十九屆中國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在9月8日
至11日，於廈門國際會議中心舉行。

廈門投洽會推介 展位6000歷屆最大

■廈門市會議展覽事務局局長王瓊文昨在本港
推介「中國投洽會」。 實習記者盧海濤 攝

金匯錦囊
歐元：歐元將反覆走高至1.1180美元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1,330美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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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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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5

16：00
16：30

17：00

18：00
20：30

21：45
註：GDP：國內生產總值；CPI：消費者物價指數；HICP：消費者
物價調和指數；PPI：生產者物價指數

英國
日本

日本
澳洲
法國

德國

意大利
英國

歐元區

意大利

加拿大
美國

美國

6月GfK消費者信心指數。前值負1
前周投資海外債券。前值買超4,577億
前周外資投資日本股票。前值賣超231.1億
5月工業生產初值。前值+0.5%
5月房屋開工年率。前值+9.0%
5月房屋信貸。前值+0.4%
6月HICP年率初值。前值持平
5月消費者支出月率。前值-0.1%
5月生產者物價指數(PPI)月率。前值-0.5%
6月未經季節調整失業人數。前值266.4萬人
6月經季節調整失業率。預測6.1%。前值6.1%
6月經季節調整失業人數。前值269.5萬人
第1季公共赤字與GDP之比。前值2.20%
第1季GDP季率。前值+0.4%；年率。前值+2.0%
第1季商業投資季率。前值-0.5%；年率。前值-0.4%
第1季流動賬平衡。前值326.6億赤字
6月HICP年率初值。預測持平。前值-0.1%
6月CPI月率。預測初值。前值+0.3%；年率。前值-0.3%
6月HICP月率。前值+0.3%；年率。前值-0.3%
5月PPI月率。前值-0.7%；年率。前值-4.1%
4月GDP月率。前值-0.2%
一周初請失業金人數(6月25日當周)。前值25.9萬人
四周均值(6月25日當周)。前值26.7萬人
續請失業金人數(6月18日當周)。前值214.2萬人
6月芝加哥採購經理人指數(PMI)。預測50.3。前值4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