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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轉好 美股有運行

觀望氣氛濃 日圓跌幅受限
美元兌日圓本周初受制100.95附近阻力後走勢偏軟，周

二在99.95附近獲得支持後重上100水平，其後窄幅波
動，本周五早段大部分時間處於100.40至100.60水平之
間。美元兌日圓近日跌幅放緩，持穩100水平，主要是美
國聯儲局官員相繼發言支持今年內加息，部分投資者對聯
儲局加息預期升溫，限制美元兌日圓跌幅，再加上聯儲局
主席耶倫本周五晚在Jackson Hole發言前，市場傾向觀
望，導致美元兌日圓連日窄幅上落。

通脹下行 央行會議惹關注
日本總務省本周五公佈7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按年下跌

0.4%，扣除新鮮食品後的指數則按年下跌0.5%，連續5個
月下跌，是接近3年半以來最大跌幅，不過消息未對日圓
走勢構成太大影響。雖然原油價格低企是拖低日本通脹的
原因之一，而日圓匯價今年持續轉強亦對通脹起抑制作
用，但日本央行施行大規模貨幣寬鬆政策後，通脹率反而
有掉頭下降傾向，並遠低於日本央行的2%通脹目標，反
映日本央行貨幣政策失效。隨日本通脹進一步下行，市
場將關注日本央行下月20日及21日連續兩天舉行的政策
會議是否會採取行動，不過市場今年逢高沽售美元兌日圓
的狀況依然沒有改變之下，該因素將限制美元兌日圓的反
彈幅度。
日本厚生勞動省本周二將6月份人均工資增長年率上修

至增長1.4%，略高於初值的1.3%增幅，不過日本7月份

通脹率跌幅擴大，日圓持續偏強不利日本出口商獲利表
現，不排除工資增長將在第3季迅速放緩，若果日本總務
省下周二公佈的7月份家庭開支繼續不振，不利日本內需
表現，將增加日本經濟下半年陷入通縮的風險。除非耶倫
本周五晚的發言增強市場對聯儲局將有加息行動的預期，
否則美元兌日圓將續有下行壓力，預料美元兌日圓將反覆
走低至99.00水平。

歐元觸至1.13美元續走強
歐元本周二受制1.1355美元附近阻力後走勢偏軟，周三

回落至1.1245美元附近開始反彈，周五曾反覆向上逼近
1.1310美元水平。雖然本周四公佈的8月份德國Ifo指數回
落至106.2，顯著遜於7月份的108.3之外，更是今年2月
以來最弱表現，反映德國企業信心轉弱，但歐元卻沒有遇
到太大下行壓力，周五反而再度觸及1.13美元水平，顯示
歐元在1.12美元水平有頗強支持。預料歐元將反覆走高至
1.1400美元水平。

金價料有力上試1340美元
周四紐約12月期金收報1,324.60美元，較上日下跌5.10

美元。美國本周四公佈7月份耐用品訂單按月掉頭回升
4.4%，較6月份的4.2%跌幅明顯改善，而美國同日公佈的
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亦低於市場預期，再加上陸續有聯
儲局官員支持今年加息，現貨金價周四曾失守1,320美元

水平，不過回落至1,317美元附近便迅速反彈，周五更一
度重上1,326美元水平。若果聯儲局主席耶倫周五晚依然
未能確定加息時間，則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1,340
美元水平。

馮 強金匯 動向

整體而言，美國經濟在面臨全球經濟、
地緣政治和美國利率不確定性的環境下仍
展現韌性。雖然面臨一些挑戰，但目前美國

還未出現過去在擴張階段末期時的不均衡跡象，例如，就
業未超過產出，單位勞工成本尚處於相對低檔且才剛要上
升，低油價有助於支撐消費支出，就業持續成長，房市持
續復甦，且家庭經過去槓桿化後也擁有較佳的資產負債表
體質。
全球總體經濟環境具不確性、11月美國總統大選等頭條

消息均可能牽動市場波動，然而，聯準會升息步伐將是漸
進且謹慎的，根據彭博資訊於8月7日至13日所做的調
查，經濟學家預估聯準會今年將於12月升息一次，加上
美國經濟穩定度仍相對較佳，今年下半年史坦普500企業
獲利預估將成長4.1%，建議投資佈局攻守兼備，一為精
選具中長線成長題材的科技及生技產業，在經濟成長溫和
的環境下，許多企業的成長速度遠較經濟增速為高，如雲
端運算、網路及生技醫療族群受益於企業及消費者支出趨
勢改變、人口結構變化等因子驅動，具備較高的中長期成
長潛力，並適度納入具較高股利及防禦特性的公用事業類
股作為防禦配置。

英國脫歐公投對歐洲政治以及經濟層面將造成極大影
響，由於意大利最快十月將舉行修憲公投、西班牙代理總
理正在籌組新政府，若失敗將可能舉行國會改選，英國脫
歐促使疑歐黨派支持率提升，將提高政治風險。

宜側重歐美大型績優股
就經濟層面來看，英國央行於季度通脹報告(8月4日)中
將英國2017年經濟成長預估由2.3%大幅調降至0.8%，
2018年亦下修至1.8%，顯示脫歐已對英國經濟造成極大
衝擊，英國央行總裁卡尼暗示後續不排除有再擴大寬鬆可
能，蘇格蘭皇家銀行(8月4日)預期11月利率會議將再降息
15個基本點至0.1%，且預期英國政府11月公佈秋季預算
報告可能推出財政刺激措施。由於短線歐洲政經不確定因
素仍多，預期將壓抑歐股表現，若有其他如財政刺激或經
濟基本面明顯好轉趨勢才有機會推動歐股突破上方壓力，
建議投資者可暫時觀望，或由側重歐美大型績優股的全球
股票型基金介入。

因庫存下降及企業投資疲弱抵消消費者支
出強勁對經濟的提振，第二季美國GDP季
比年率成長1.2%，然而，預估庫存回補有
望提振下半年經濟產出，美銀美林證券將第

三季及第四季經濟成長預測值自先前
預估的 1.9%及 1.7%上修至 2.4%及
2.7%。此外，摩根大通預計美國上半

年由衰退4.3%轉正，有助提供美
股支撐。 ■富蘭克林證券投顧

金匯錦囊
日圓：美元兌日圓將反覆走低至99.00水平。
歐元：歐元將反覆走高至1.1400美元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重上1,340美元水平。

大華銀投信投資 觀察

根據晨星近期的研究報
告指出，全球除美國以外
其他主要經濟體的升息機
會為零，通脹將持續處於
低水平，且官方、分析
師、經濟學家仍未能找出
低通脹的原因，乃至於低
利率與低通脹的環境將維
持不變。整體金融市場雖
較為傾向認為聯儲局可能
將於今年內升息，但市場
亦有對升息與否抱持不確
定的看法，市場一致的共
識是認為聯儲局將以溫和
漸進式的方式升息。在此
環境之下，低成長、低通
脹及低利率現象可能將延
續比較長的時間，因此保
守穩健的投資目前看起來
仍是面對市場風險的一項
利器。
面對市場及經濟的不
確定因素，以及諸如主
要國家公債殖利率居歷
史低點、各主要國家基
準利率偏低或負值的環
境下，保本基金仍是投
資者值得留意的投資選
項。面對全球經濟低成
長、低通脹以及市場低
利率的環境，如果能有
優質及具備保本機制的
投資策略，應為目前投
資市場不錯的選擇。

基金預計精選多檔如中國工商銀
行、韓國開發銀行、澳盛銀行集團
等大型金融機構，以及亞洲國企如
中銀航空租賃、大倉儲商普洛斯、
全球最大客運巴士生產商鄭州宇通
集團及新加坡、中國合資的天津生
態城投資開發，加上國際大型企業
如博世集團(Bosch)、開拓重工及全
球工業氣體龍頭Air Liquide等預擬
投資組合選項。希望藉由投資這些
預擬的優質債券以降低投資風險，
並達成基金持有至到期100%的保
本率。人民幣具備長期投資價值的
特色，在目前市場利率偏低且風險
性資產面臨較高不確定性的環境
下，值得投資者予以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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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開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合併業績
上海開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今天在《上海證券報》上公佈截止2016年6

月30日之會計報告。會計報告揭示的主要會計數據和主要財務指標是：
（一）主要會計數據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主要會計數據
本報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報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減(%)

營業收入 448,593,812.36 439,586,026.18 2.05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
淨利潤

11,727,610.46 11,018,817.86 6.43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的淨
利潤

7,122,529.09 4,035,001.39 76.52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
量淨額

10,814,610.76 7,712,234.46 40.23

本報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報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減(%)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
淨資產

485,151,286.59 511,412,098.00 -5.13

總資產 992,237,397.19 1,031,549,580.68 -3.81

（二）主要財務指標

主要財務指標
本報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報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減(%)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5 0.00
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5 0.00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3 0.02 50.00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2.45 2.66 減少0.21個百分點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
率（%）

1.49 0.97 增加0.52個百分點

1、本公司會計報表按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頒發的《企業會計準則》及其補充規
定編製，財務報告未經審計。

2、本公司2016年半年度報告登載於《上海證券報》及上海證券交易所指定網站：
http://www.sse.com.cn。

3、2016年半年度報告正本於公司備案
 　地址：中國‧上海市新閘路921號2樓董事會秘書室
 　電話：86-21-62712138

上海開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16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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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開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屆董事會第二次會議決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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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開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第二次會議於2016年8月25日在公司召
開，應到董事9名，實到董事9名，3名監事及其他高級管理人員列席了會議，本次會議
的召開和程序符合《公司法》與《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會議由董事長王強先生主
持，會議審議通過了如下議案：

一、公司2016年半年度報告及報告摘要
表決結果：九票同意、零票反對、零票棄權。
具體內容詳見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
二、關於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條款的議案
表決結果：九票同意、零票反對、零票棄權。 
具體內容詳見2016年8月27日《上海證券報》、香港《文匯報》和上海證券交易

所網站（www.sse.com.cn）2016-028號公告。
本議案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三、關於董事薪酬方案的議案
為進一步規範公司董事的薪酬管理，根據《公司章程》及相關規定，特制定第八

屆董事會董事薪酬管理方案。本方案具體內容為： 
1、非獨立董事均不以董事的職務在公司領取薪酬或津貼，其薪酬標準按其在本公

司及所屬企業所任具體職務核定。其中，董事長、總經理按照區屬國有控股公司《靜安
區區管企業領導人員年度薪酬管理辦法》及結合本公司的實際情況，於年終經董事會薪
酬與考核委員審核後確定具體薪酬總額。

2、獨立董事年度津貼標準為總額8萬元（稅前），按月平均發放。
在經最近一次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之前，獨立董事年度津貼暫時按上述標準發放。
表決結果：九票同意、零票反對、零票棄權。 
本議案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四、關於高級管理人員年度薪酬方案的議案
第八屆董事會所聘請的高級管理人員根據其所分管工作範圍及主要職責，每年按

績效評價標準和程序，決定管理人員的薪酬。
表決結果：九票同意、零票反對、零票棄權。
五、關於公司經營者年度薪酬方案的議案
第八屆董事會所聘請經營者的薪酬按公司《企業領導人員考核辦法》及《企業領

導人員考核辦法實施細則》發放。
表決結果：九票同意、零票反對、零票棄權。
特此公告。

上海開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16年8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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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開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條款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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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不斷完善《內部控制制度》，建立健全公司管理制度，規範和完善公司治理

結構，進一步充分保護中小投資者利益，維護廣大股東及全體職工的合法權益，按照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中的相關要求，擬對《公司章程》相應條款做如下修改：

一、關於「三證合一」
根據《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加快推進「三證合一」登記制度改革的意見》（國辦發

〔2015〕50號)及《國家工商總局等六部門關於貫徹落實<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加快推進
「三證合一」登記制度改革的意見>的通知》（工商企注字〔2015〕121號）等相關文
件的要求，公司向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請辦理原營業執照、組織機構代碼證、稅務
登記證「三證合一」。

日前，公司已完成了「三證合一」工商登記手續，換發後的公司營業執照統一社
會信用代碼為：913100001322312146。

公司營業執照其他登記事項未發生變更（詳見附表）。
二、修改內容
為不斷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切實尊重和保護中小投資者利益，根據《國務院辦公

廳關於進一步加強資本市場中小投資者合法權益保護工作的意見》、中國證監會《上市
公司章程指引（2014年修訂）》等文件的相關要求，結合公司實際情況，擬對《公司
章程》第七十八條進行修改（詳見附表）。

附表：

原條款 修改後
第二條
公司係依照國家體改委發佈的《股份有限
公司規範意見》和其他有關規定成立的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 
公司經上海市人民政府財貿辦公室及上海
市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以滬府財貿（92）
第657號和滬體改辦（92）第132號文批
准以募集方式設立；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註冊登記，取得營業執照，營業執照
號：企股滬總字023823號（市局） 。

第二條
公司係依照國家體改委發佈的《股份有限公司規範
意見》和其他有關規定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公司」）。 
公司經上海市人民政府財貿辦公室及上海市經
濟體制改革辦公室以滬府財貿（92）第657號
和滬體改辦（92）第132號文批准以募集方式
設立；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註冊登記，取
得營業執照，營業執照統一社會信用代碼為：
913100001322312146。

第七十八條  
股東（包括股東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
表決權的股份數額行使表決權，每一股份
享有一票表決權。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沒有表決權，且該
部分股份不計入出席股東大會有表決權的
股份總數。 
董事會、獨立董事和符合相關規定條件的
股東可以徵集股東投票權。

第七十八條
股東（包括股東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決權的
股份數額行使表決權，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決權。
股東大會審議影響中小投資者利益的重大事項時，
對中小投資者表決應當單獨計票。單獨計票結果應
當及時公開披露。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沒有表決權，且該部分股份
不計入出席股東大會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
董事會、獨立董事和符合相關規定條件的股東可以
徵集股東投票權。徵集股東投票權應當向被徵集人
充分披露具體投票意向等信息。禁止以有償或者變
相有償的方式徵集股東投票權。公司不得對徵集投
票權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本議案已經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第二次會議審議通過，尚需提交公司最近一次股東
大會審議。

特此公告。

上海開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6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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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開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半年度經營數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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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上市公司行業信息披露指引第五號——零售》、《關於做好上市公司2016
年半年度報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的相關要求，現將公司2016年半年度經營數據披露如
下：

一、門店變動情況
2015年12月末，公司經營的零售門店數為33家，建築面積為7,908.45平方米，本

報告期內由於網點動拆遷及經營調整關閉二家門店，建築面積150.35平方米，至2016
年6月末，公司經營門店數為31家，建築面積為7,758.10平方米。

二、報告期內主營業務經營模式分產品情況如下：
單位：萬元 幣種：人民幣

分行業 營業收入 營業成本
毛利率
（%）

營業收入
比同期增
減（%）

營業成本比
同期增減
（%）

毛利率比同期
增減（%）

零售 15,046.36 11,387.58 24.32 6.86 7.71 減少0.59個百分點
其中：醫藥類 14,520.10 11,032.36 24.02 8.05 8.26 減少0.15個百分點
服裝類 526.26 355.22 32.50 -17.91 -6.98 減少7.93個百分點
批發 27,828.89 23,163.49 16.76 -0.30 -1.94 增加1.39個百分點
其中：醫藥類 24,024.22 19,764.14 17.73 1.58 -0.97 增加2.12個百分點
服裝類 3,804.67 3,399.35 10.65 -10.72 -7.19 減少3.40個百分點
其他 238.20 75.30 68.39 4.50 -7.91 增加4.26個百分點
合計 43,113.45 34,626.37 19.69 2.12 1.02 增加0.87個百分點

以上經營數據源自公司報告期內財務數據，未經審計，敬請投資者審慎使用。
特此公告。

上海開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16年8月27日

上海開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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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應江洪 新疆報
道）總投資 16億元
(人民幣，下同)的廣
汽乘用車新疆項目日
前在烏魯木齊經濟技
術開發區（頭屯河
區）奠基。該項目主
要生產廣汽自主品牌
傳祺系列產品及零部
件，一期計劃年產5
萬輛中高級 SUV和
新 能 源 車 型
GS4PHEV，首批車
預 計 2017 年 底 下
線，屆時將填補國內
自主品牌乘用車和新
能源乘用車在疆製造
領域空白。
據悉，該項目是新

疆為打造絲綢之路經
濟帶核心區「五大中
心」，推動區域內先
進製造業發展而引進
的一個重大投資項
目，佔地約 33萬平
方米，分兩期建設完
成，一期投資10.87
億元，建成 5萬輛/
年產能規模，二期擴
建至10萬輛/年產能
規模。

廣
汽
乘
用
車
項
目
落
戶
新
疆

發改委：引導利率下行空間仍大

前海周大福購物中心二期試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昌鴻深圳報道）前海周大福全球商品購物
中心二期投入試營業服務。二期面積為12,000平米，有近50家受港
人及內地消費者喜愛的品牌將陸續投入服務。因此共計20,000平米
的港貨中心可以充分滿足深圳和珠三角民眾對港貨的需求。

50港貨品牌陸續投入服務
港貨中心是前海首個以「港資建設、港企運營、港人收益」模式

建成運營的項目，項目建設單位為深圳市前海開發投資控股有限公
司，投資建設及運營單位為香港周大福企業有限公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琳北京報道）國家發改委昨日在其官方網
站刊發的《多管齊下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文章中指出，雖然中國企
業融資成本較高有風險溢價較高的因素，但進一步引導利率下行空
間依然很大，政策仍須在此進一步著力。

實體經濟融資成本仍偏高
文章作者、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曹玉瑾認為，近年來，中國實

體經濟融資成本仍然偏高。無論是銀行貸款還是債券市場融資，均
比美國、歐洲等國家高出50%以上，並且呈現出短端利率逐步下降
而長端利率水平仍然較高，表內貸款利率顯著下降但表外非標等融
資利率水平仍然較高，大型企業融資成本穩中有降但中小企業融資
成本仍然較高等特徵。
曹玉瑾建議，政策仍須在引導利率下行方面進一步力，繼續保

持流動性合理充裕、營造合理寬鬆的貨幣環境，有助於引導市場利
率進一步下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