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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匯 動向
馮強

德料組聯合政府 歐元升幅擴大

歐元本周二在 1.1915 美元附近獲得較大
支持後逐漸反彈，重上 1.20 美元水平，
本周尾段升幅擴大，一度向上逼近
1.2140 美元水平約 3 年以來高位。雖然歐
洲央行行長德拉吉在上月 14 日政策會議
後的發言偏向溫和，導致歐元當日掉頭
跌穿 1.18 美元水平，但歐洲央行本周四
公佈的 12 月份會議記錄卻顯示央行立場
偏向強硬，不排除歐洲央行今年上半年
有機會縮減其寬鬆措施的規模，消息帶
動歐元連日攀升，輕易衝破過去 4 個多
月以來位於 1.2070 至 1.2100 美元之間的
主要阻力區，市場氣氛進一步利好歐
元，有助歐元短期表現。
另一方面，歐盟統計局本周四公佈歐元
區 11 月份工業生產按月攀升 1%，明顯高
於 10 月份 0.4%升幅之外，更是連續兩個
月回升，預示歐元區第 4 季工業生產將好
於第 3 季的表現。繼德國 Ifo 在上月把德國
今 年 經 濟 增 長 評 估 上 調 至 2.6% 之 後 ，
Markit 本月初公佈的歐元區 12 月份綜合
PMI 亦顯示歐元區經濟正處於 7 年來最大
增長幅度，加上布蘭特期油過去數月持續
反覆上升，升幅有擴大傾向，將有助歐元
區通脹年率逐漸上行，並有望於今年首季
擺脫過去 5 個月以來位於 1.4%至 1.5%之間
的窄幅活動範圍，令歐洲央行有機會提早
採取行動以收緊其貨幣政策，同時增加歐
元的上行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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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以來高點，帶動美元指數曾重上 92 水
平。但隨着歐元區經濟向好，歐洲央行立
場將逐漸轉為偏緊，而日本央行減少購債
之後，日本 10 年期長債息率本周曾向上觸
及 0.085%水平近半年以來高點，顯示日本
央行可能容忍 10 年期長息進一步高於零息
水平，該些因素正帶動歐元及日圓匯價連
日轉強，美元指數本周五反而掉頭回落至
91 水平近 4 個月以來低點，不利美元表
現。預料歐元將反覆上試 1.2300 美元水
平。

據彭博資訊統計，今年來主要

美元弱 金價可上1350水平

新興亞股合計獲外資淨買超

周四紐約 2 月期金收報 1,322.50 美元，
較上日升 3.20 美元。現貨金價本周早段連
日守穩 1,308 美元水平後逐漸掉頭回升，
重上 1,320 美元水平之上，本周五升幅擴
大，一度向上觸及 1,333 美元附近 4 個月以
來高位，進一步延續自上月中旬開始的反
覆上行走勢。雖然美國 10 年期長債息率本
周曾一度向上挨近 2.60%水平的 10 個月以
來高點，不過歐元、英鎊以及日圓等主要
貨幣均於本周尾段顯著上揚，導致美元指
數回落至 91 水平，跌幅有擴大傾向，反而
帶動金價節節上升。受惠美元轉弱，預料
現貨金價將反覆重上1,350美元水平。

33 億美元，亞幣維持相對強

亞洲三雄吸睛 中國雙印看好
新 年 度 開
始，全球資金

投資攻略

勢，亞股也在資金推動下全面
走揚。

歐元區經濟轉強帶來支持
市場本周五傳出德國總理默克爾與社會
民主黨就籌組聯合政府的談判取得進展，
加上歐元區經濟正在轉強，而伊朗迅速平
息示威浪潮，降低市場對中東局勢惡化的
擔憂，亦有助歐元走勢，部分投資者現階
段依然傾向逢低吸納歐元，令歐元本周守
穩 1.19 美元水平後得以掉頭攀升至 1.21 美
元水平。若果默克爾一旦成功組閣，德國
政局明朗，則預期歐元升幅將繼續趨於擴
大。
美國實施大幅減稅計劃，政府稅收將大
幅下降，市場預期美國政府將增加發行公
債之際，美國 10 年期長債息率近期反覆攀
升，本周曾一度向上逼近 2.60%水平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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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匯錦囊
歐 元 ： 歐 元 將 反 覆 上 試 1.2300 美 元 水
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重上 1,350 美元水
平。

油價走高 能源投資聚焦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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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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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會議召開和出席情況
（一）股東大會召開的時間：2018年1月12日
（二）股東大會召開的地點：上海新園華美達廣場酒店「貴賓廳」（上海市徐
匯區漕寶路509號B座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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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A股股東人數
境內上市外資股股東人數（B股）
2、出席會議的股東所持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股）
其中：A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
境內上市外資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B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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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A股股東持股佔股份總數的比例（%）
境內上市外資股股東持股佔股份總數的比例（%）
等。

27
27
0
305,604,012
305,604,012
0
27.2880
27.288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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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東大會由公司董事會召集，現場會議由公司董事長袁國華先生主持。
會議採用現場投票與網絡投票相結合的表決方式。會議的召集、召開、表決方式、
表決程序和表決結果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股東大會議事規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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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監事6人，出席6人；
3、董事會秘書出席會議並做記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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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受讓上海臨港東方君和科創產業股權投資基金份額暨關聯
交易的議案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計：

同意
票數
比例（%）
305,603,367
99.9997
0
0.0000
305,603,367
99.9997

反對
票數
比例（%）
645
0.0003
0
0.0000
645
0.0003

票數

棄權
比例（%）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2、議案名稱：關於參與投資設立上海申創股權投資基金暨關聯交易的議案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計：

同意
票數
比例（%）
280,244,010
99.9998

反對
票數
比例（%）
645
0.0002

票數

棄權
比例（%）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280,244,010

99.9998

645

0.0002

0

0.0000

基金 透視

（二）涉及重大事項，5%以下股東的表決情況
議案
序號

1

2

同意
議案名稱
關於受讓上海臨港東
方君和科創產業股權
投資基金份額暨關聯
交易的議案
關於參與投資設立上
海申創股權投資基金
暨關聯交易的議案

票數

比例
（%）

票數

反對
比例
（%）

■統一投信

統一亞洲大金磚基金經理人林韋達
表示，2018 年在亞股仍宜維持高水
位，其中有三大吸引全球投資目光的
股市值得關注，分別是今年中正式加
入 MSCI 指數的中國 A 股，全球經濟
成長率最高、政策鬆綁吸引外資的印 ■A 股在今年中正式納入 MSCI 指數後，有望吸引全球投資目光再投向內地股
度股市，以及評等屢獲調升、受惠原 市。
物料上漲的印尼股市。投資策略上，
林韋達表示，近年來印度不論是整
藉由跨產業分散配置，聚焦具備堅實 類股。
體企業獲利、總體經濟表現、投資效
競爭力的龍頭公司長期持有，以達到
印度經濟今年恢復動力
能及財政狀況都持續改善，股市基本
降低非系統性風險目標。
印 度 方 面 ， 世 界 銀 行 日 前 發 表 面狀況良好，尤其是持續針對外資投
A股受惠年中納入MSCI
「2018 年全球經濟展望」報告指出， 資的法令鬆綁，將有助印度成為全球
林韋達指出，A 股在今年中正式納 印度經濟在今年重新恢復動能，預料 投資熱點，看好產業以汽車、能源、
入 MSCI 指數後，有望吸引全球投資 經濟成長率可從去年的 6.7%提高到 金融、製藥為主。
目光再投向內地股市，A 股及港股開 今年的 7.3%，成為今年全球經濟增
印尼獲國際投資機構肯定
年以來表現特別強勢，主要即在反應 長最快的經濟體。
此外，印度政府 10 日宣佈放寬外
這項最重要的利多。因應未來外資進
而印尼也同樣在國家政經狀況趨於
入中國股市的投資偏好，以及產業大 國投資限制，包括零售業、建築業 穩定下，獲得國際投資機構肯定，由
者恒大的趨勢，預期大白馬股將持續 及航空業，其中，准許外國投資者 於總體經營環境改善、財政風險降
可 設 立 100% 全 資 的 單 一 品 牌 零 售 低、信評展望穩定，2017 年間，惠
在主流場上奔馳。
今年內地及香港股市主要看好三大 店，且未來 5 年間可不受 30%貨源須 譽、穆迪和標普等三大信評機構陸續
投資方向，一、稀缺性極高及長期業 在印度採購的限制。這表示，像蘋 調升印尼主權債信評等，將可望吸引
績展望前景佳之白酒龍頭公司；二、 果（Apple）和宜家家居（IKEA）這 更多資金持續流入，再加上國際原物
網絡科技及社交遊戲龍頭股；三、景 類大型跨國企業，長久以來希望在 料行情上漲，對於印尼整體經濟及股
氣循環類股如航運、化工、水泥、鋼 印度投資開設直營店的計劃可望實 市皆為重要利多，看好電信、金融、
鐵類股。四、金融領域如銀行、保險 現。
基礎建設、原物料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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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佈局，根

票數

棄權
比例
（%）

305,603,367 99.9997

645

0.0003

0

0.0000

280,244,010 99.9998

645

0.0002

0

0.0000

（三）關於議案表決的有關情況說明
上述第1項、第2項議案已對持股5%以下股東的表決情況進行了單獨計票。
三、律師見證情況
1、本次股東大會鑒證的律師事務所：國浩律師（上海）事務所
律師：林琳、耿晨
2、律師鑒證結論意見：
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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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備查文件目錄
1、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決議；
2、國浩（上海）律師事務所為本次股東大會出具的法律意見書；
特此公告。
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月13日

鉅亨網投顧
美國原油庫存連續 8 周下滑，油價再度衝高至近 3 年
新高水位，激勵能源產業表現。目前國際原油已供不應
求，加上伊朗示威活動為全球原油供給帶來更多不確定
性，都對油價的上揚帶來助力，進一步觀察能源產業的
盈利狀況，預估以上游的探勘及生產類股、石油及天然
氣服務及設備類股，未來一年盈利年增率上看4~7成受
惠最多，也成為能源投資佈局的重點。

美生產新原油速度減緩
鉅亨基金交易平台指出，國際油價自去年中開始大幅
度反彈，一路走高至近 3 年高點。過去 2014 年至 2015
年受到產能過剩拖累的下跌走勢已不復見，值得一提的
是，去年開始，美國鑽油井效率持續下降，顯示美國生
產新原油的速度減緩，加上美國原油庫存持續走低，意
味着之前累積過剩的產能也逐步消耗。

原油供給過剩情況改善

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全資子公司新增土地儲備的公告

鉅亨基金交易平台表示，由於美國鑽油井效率降低與
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減產，原油供給過剩的情況明
顯改善。隨着全球經濟逐步復甦，石油需求可望持續提
升，在供給回穩，需求有機會提升的情況下，對於未來
油價走勢樂觀，上揚的油價有利能源公司盈利，因此看
好能源股未來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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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勘生產料多賺71%居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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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簡稱 上海臨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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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臨2018-002號

2018年1月11日，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全資子公司上海臨港浦江國際科
技城發展有限公司參加了上海市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掛牌出讓活動，分別競得C03A-02號地塊和C-01B-03號地塊，並與上海市閔行區規劃和土地管理局簽訂了上
述地塊的《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出讓合同》。
C-03A-02號地塊，位於上海市閔行區浦江鎮122街坊P1宗地[閔行區浦江社區
MHPO-1306單元C區]，面積54,944.90平方米，土地用途：科研設計用地。
C-01B-03號地塊，位於上海市閔行區浦江鎮121街坊P1丘[閔行區浦江社區
MHPO-1306單元C區]，面積14,283.90平方米，土地用途：科研設計用地。
特此公告。
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8年1月13日

鉅亨基金交易平台進一步指出，受惠於油價走強回

穩，能源公司盈利能力也有望跟上。根據分析師預估，
標普各個產業中，能源類股未來一年的盈餘增長可上看
4 成，其中又以上游的探勘及生產業務盈利增長幅度高
達71%居冠，其次則為石油、天然氣服務及設備增幅為
46%，凸顯能源產業上游的盈利增長最具動能，只要盈
利持續好轉，自然有利公司股價的上揚。
鉅亨基金交易平台總經理朱挺豪認為，當前不只
OPEC第三大產油國伊朗國內情勢緊張，又有美國原油
庫存連續下滑等因素，另一方面，中東的伊朗與沙特阿
拉伯的衝突可能升級，對油價來說都是一正面助力，建
議投資者分享油價上漲好處又不會被中東紛擾所影響的
能源基金，作為此時的佈局首選。

能源產業未來一年盈利增長預測
產業類型

盈利年增率(%)

探勘及生產

71.3

石油、天然氣服務及設備

46.5

生質燃料

42.2

中游石油及天然氣

25.5

綜合性石油業

20.2

提煉及行銷

14.1

煤礦

-4.3

再生能源設備製造

-13.7

資料來源：Bloomberg； 鉅亨基金交易平台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