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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匯錦囊
日圓：美元兌日圓將反覆走高至110.50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下試1,310美元水平。

本周的新聞焦點為美
國禁止美國廠商向中興
通訊供應晶片，及美國
10年國債孳息率升越
3%，這代表資金寬鬆
的狀況結束。
資金緊縮永遠是不利

於金融。美國10年期
孳息率由1985年開始
一路下跌，3%是下降

軌和雙底頸線，這代表從周三起全球金融市場
要扭轉過去30年的周期到來了。
對於美國財長訪問中國談判貿易戰，投資者
不宜過分樂觀解讀。因為美國總統特朗普一直
的言論是一鬆一緊，但總方向是加大對華制裁
的力度。投資者可能還會記得特朗普也曾經在
推文中提到和國家主席習近平永遠是朋友，但
結果，中興中槍了，這是要減少貿赤，還是加
大貿赤呢？在中興事件尚未解決，有傳司法部
正在調查華為有否違反禁令，向伊朗、敘利亞
和朝鮮出售產品。根據知情人士透露，聯邦調
查局展開的調查至少由2017年初就開始。這
也代表，這次美國若採取行動，不單止影響到
華為在美業務，還會影響到其於歐洲的業務。
所以，雖然美國財長即將訪華，但並不見得有
樂觀氣氛。

融資成本升 資產價格恐回落
全球PMI突然大幅下滑，由54.8下跌至53.3，創16個

月新低。雖然還在50的榮枯分水線之上，但收縮速度十
分急速。這也會導致金融融資成本上升，並預期會繼續
上升。若果中美貿易戰繼續升溫及融資成本繼續上升，
將會影響到已經在高位的資產價格回落。
美匯指數已經上破由2017年1月開始的下降軌，代表

美元由2017年1月的下跌階段性結束。特別是上周的美
元淨空倉達到2011年以來的最大規模，但美匯不但沒有
再下跌，反在本周升破下降軌，代表美元有機會在未來
幾個月反彈。若果反彈38.2%，美匯有機會上試93.9。
雖然預期美匯未來還會下跌，但短線反彈正在展開，除
非美匯下破88，則要重新審時度勢。

金融壓力增 高收益債風險升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美債10年期殖利率突破3%，投資市場再陷震

盪，隨着美國的升息將使全球利率政策正常化，

目前價格偏高的高收益債券恐面臨修正壓力。另

外，全球美元計價投資級企業債未償還餘額超過10萬億美元，

投資者別低估可能違約債券佔整體高收債比例，一旦金融壓力

上升，企業品質較差的且對資金成本較敏感的高收益債券往往

先下跌，在不確定性增加下，建議可降債轉股。 ■鉅亨網投顧

美6月加息機會增 日圓料續下行
動向金匯

馮強

美元兌日圓本周初持穩107.65水平
後迅速轉強，重上108水平，本周五
曾向上逼近109.50 水平兩個多月高
位。美國10年期長債息率自上周三開
始出現明顯升幅，更於近日觸及3%水
平，美元兌日圓亦隨即處於反覆上升
走勢，加上朝韓兩國領導人本周五在
板門店會面，有望結束半島敵對狀
態，朝鮮半島局勢將趨向緩和，有助
保持日圓近期的下行走勢，而日本武
田藥品公司本周三表示將動用高達460
億英鎊去收購愛爾蘭藥企Shire的消
息，亦引致市場氣氛進一步不利日圓
表現。此外，美國本周四公佈上周首
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下降至48年以來
低點，美國聯儲局下周三政策會議後
的聲明內容可能傾向強硬，增加聯儲
局6月份加息的機會，有助美元兌日
圓升幅擴大。
另一方面，日本央行本周五會議後

維持貨幣政策不變，不過卻把2019年
左右達至2%通脹目標的字句刪去，反

映日本的實質工資年率連續3個月下
跌，而核心通脹年率亦放緩之際，日
本央行將難以確定達成2%通脹目標的
時間。雖然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在
會議後繼續重申有機會在2019年財政
年度左右實現2%通脹目標，但言論未
對日圓走勢構成影響。
歐洲央行本周四保持貨幣政策不

變，行長德拉吉在會議後的發言顯示
歐洲央行現階段依然不急於收緊其
寬鬆的貨幣政策，預示歐洲央行的
緊縮步伐將持續大幅落後於美國聯
儲局，同時反映歐洲央行現階段不
擔憂歐元近期的偏弱表現，歐元其
後迅速擴大跌幅，失守1.21美元水
平，更於周五反覆下挫至 1.2065美
元附近3個多月低位，帶動歐元兌日
圓交叉匯價連日下跌，觸及 131.95
附近兩周低位。

英國經濟轉弱 英鎊跌幅擴大
繼英國首季零售銷售按季下跌

0.5%，而3月份零售銷售更按月急跌
1.2%之後，英國國家統計局本周五公
佈首季經濟按季僅有0.1%增長，顯著

遜於第 4 季的 0.4%升
幅，反映英國經濟有轉
弱傾向，數據配合英國
央行行長卡尼淡化5月
份加息的言論，英鎊跌
幅迅速擴大，一度走低
至1.3755美元附近8周
低位，拖累英鎊兌日圓
交叉匯價回落至150.40
附近3周低位。雖然歐
元兌日圓以及英鎊兌日
圓等主要交叉匯價雙雙
走勢偏弱，稍為限制日
圓的下行幅度，但隨着
美國長債息率逐漸上
揚，朝鮮半島局勢正趨
向和平，美元兌日圓將有機會向上衝
破110.00主要關位。預料美元兌日圓
將反覆走高至110.50水平。

朝鮮半島局勢緩和 不利金價
周四紐約6月期金收報1,317.90美
元，較上日下跌4.90美元。現貨金價
本周初受制1,336美元水平後連日下
跌，本周四曾回落至1,315美元水平，

周五大部分時間窄幅處於 1,315 至
1,321美元之間。英國首季經濟轉弱，
英鎊周五出現急跌走勢，引致美元指
數升幅擴大，有逼近92水平傾向，加
上美國長債息率高企，同時朝韓兩國
領導人會面，有利朝鮮半島向無核化
進展，該些因素均增添金價的下行壓
力，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下試1,310美
元水平。

任曉平
光大新鴻基外匯策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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鉅亨基金交易平台指出，4月初以
來，美國10年公債殖利率由2.73%升
高至3%以上，短期的2年公債殖利率
也從2.25%上升至2.48%，長短期公債
利差持平於0.5%左右。近30年美國金
融壓力變化顯示，當美國長短期公債

殖利率大幅下降，並跌至0%時，美國
金融壓力往往跟隨升高，上升的金融
壓力意味更高的資金成本及更嚴苛的
借貸標準。
一般來說，企業信用評級可反映企

業品質，品質越好的企業享有越低的

借款成本，反之亦然。依據違約風險
低至高投資級債券分為AAA、AA、A
及BBB四大等級，而當資金成本升
高、經營環境惡化時，投資級債券中
較差的BBB級債券往往容易遭調降評
級，並落入俗稱高收益債的非投資級
債券。

防投資級債或被降級
美國BBB級企業債券未償還餘額達

3萬億美元，佔整體美國投資級債券的
比重為48%。美國投資級債券近半都
投資於容易遭調降的BBB級，價格穩
定及安全性恐不如投資者想像，投資
者別輕視債券價格下跌風險。不僅美
國投資級債券面臨此風險，目前全球

美元計價投資級企業債券未償還餘額
達10.4萬億美元，其中BBB級未償
還餘額為4.3萬億美元，另外還有1.3
萬億美元債券並無評級，高收益債
券投資人容易忽略此類券種，而低
估可能違約債券佔整體高收益債券
的比例。

建議投資者降債轉股
鉅亨基金交易平台總經理朱挺豪表

示，當金融壓力升高、經濟盛極而轉弱
時，企業品質較差且對資金成本較敏感
的高收益債券往往率先下跌，考量到目
前景氣上升接近末段且不確定性增加，
建議投資者可降債轉股，並密切關注高
收益債券價格變化。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屆董事會第九次會議決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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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於2018年4月17日以書面形式向全體董事發出了關於召開公司第九屆董事
會第九次會議（通訊方式）的通知，並於2018年4月27日召開。會議應參加表決董事7名，實際參加表決董事7名。
會議的召開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作出的決議合法有效。會議經審議通過了以下議案：

一、《公司2018年第一季度報告》
1、主要財務數據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本報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報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減(%)
總資產 719,037,300.90 752,458,122.27 -4.44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資產 461,979,203.85 458,916,748.32 0.67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每股淨資產（元／股） 2.2985 2.2833 0.67

年初至報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報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減(%)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49,799,895.23 -24,872,800.17 不適用

年初至報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報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減（%）
營業收入 350,751,481.47 282,507,640.64 24.16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2,456,220.03 40,774,893.02 -93.98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扣除非經常性損益的淨利
潤 854,323.74 -15,901,512.11 不適用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0.53 9.18 減少8.65個百分點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2 0.203 -94.09 
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0.012 0.203 -94.09 

2、非經常性損益項目和金額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項目 本期金額
非流動資產處置損益 1,092,600.00
計入當期損益的政府補助，但與公司正常經營業務密切相關，符合國家政策規定、按照一定標準定額或定量持
續享受的政府補助除外 247,111.35

除同公司正常經營業務相關的有效套期保值業務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資產、交易性金融負債產生的公允價值變
動損益，以及處置交易性金融資產、交易性金融負債和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取得的投資收益 587,220.89

單獨進行減值測試的應收款項減值準備轉回 48,600.00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收入和支出 -34,188.38
少數股東權益影響額（稅後） -916.82
所得稅影響額 -338,530.75

合計 1,601,896.29

公司2018年第一季度報告全文登載指定網站：
http://www.sse.com.cn
表決結果：同意7 票，反對0票，棄權0票。 
特此公告。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1 其A股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碼：000666），其H股已於2015年12月28日起於香港
證券交易所撤銷上市。

1 其A股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碼：000666），其H股已於2015年12月28日起於香港
證券交易所撤銷上市。

JINGWEI TEXTILE MACHINERY COMPANY LIMITED
經緯紡織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股東大會表決結果

經緯紡織機械股份有限公司1（「本公司」）已於2018年4月27日在北京市
朝陽區亮馬橋路39號第一上海中心C座7層本公司會議室舉行2017年度股東大
會。本次股東大會審議事項之具體內容請詳見刊載於2018年3月24日《證券時
報》、巨潮資訊網(www.cninfo.com.cn)及公司網站（http://www.jwgf.com）的
相關公告；審議事項之表決結果則詳見刊載於2018年4月28日《證券時報》、
巨潮資訊網及公司網站編號為2018-30的公告。

特此通告。

　　　　　　　　　　　　　　　　　　　　　　　　　承董事會命
　　　　　　　　　　　　　　　　　　　　　經緯紡織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葉茂新
　　　　　　　　　　　　　　　　　　　　　　　　2018年4月28日

JINGWEI TEXTILE MACHINERY COMPANY LIMITED
經緯紡織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有關外資股股權登記事宜

經緯紡織機械股份有限公司1（「本公司」）2017年度利潤分配方案於2018
年4月27日已獲得本公司2017年度股東周年大會通過。按公司章程約定，公司應
於年度股東大會召開後2個月內實施股東大會批准的利潤分配方案。凡於2018年
4月28日登記在冊的本公司外資股股東均可獲得派發2017年度末期股利。

股利具體派發日期再行通知。
本通告只適用於公司外資股。

特此通告。

　　　　　　　　　　　　　　　　　　　　　　　　　承董事會命
　　　　　　　　　　　　　　　　　　　　　經緯紡織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葉茂新
　　　　　　　　　　　　　　　　　　　　　　　　2018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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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昌鴻深圳報道）平保昨日與深圳
市公安局簽署戰略合作協議，雙方將在智慧警務、智慧安
防、智慧交管等領域展開全方位的合作。雙方將利用平保全
球領先的圖片識別、聲紋識別、大數據建模技術、微表情應
用、雲計算和災害預警系統，通過公眾安全、交通管控、災
害預警、城市治安、社區管理、市民服務等解決方案，着力
解決城市突出問題，提升深圳公安科技信息化水平，助力深
圳智慧城市建設。
深圳市公安局黨委副書記、副局長施志剛，平保常務副總

經理兼副首席執行官陳心穎分別代表雙方在戰略合作協議上
簽字。深圳市公安局黨委委員、指揮部指揮長官爾傑，平安
智慧城董事長兼CEO俞太尉等一同出席簽約儀式。

平保助深建智慧警務

李河君現身漢能公益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北京報道）仍在停牌的漢能薄
膜（0566.HK）昨天在北京宣佈啟動名為「點亮非洲」的漢
傘公益活動，並發佈了一款名為「漢傘」的太陽能發電傘。
久未露面的漢能創始人李河君表示，漢能將通過內地民間組
織國際交流促進會，捐助首批價值百萬元人民幣的太陽能發
電傘給非洲，希望能幫助一些缺電地區的兒童有更多的閱讀
時間。
據悉，非洲僅37%的人口擁有穩定的電力供應，人均用電
量為世界最低。作為「點亮非洲」公益活動發起方，漢能薄
膜發電將向非洲國家捐贈首批價值百萬人民幣的漢傘，通過
內地民間組織國際交流促進會，捐助給非洲貧困兒童。同
時，漢能集團還將會成立「點亮非洲項目基金」，每賣出一
把漢傘，漢能就捐贈一美元。

■ 漢 能
啟 動 非
洲 公 益
項目。
張聰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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