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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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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新西蘭央行離岸控股 RBNZ off-
shore holdings，前值55.1%
12月Ifo商業景氣指數，預測101.7，
前值102.0
12月Ifo商業現況指數，預測104.8，
前值105.4
12月Ifo商業預期指數，預測98.3，前值98.7
11月建築許可年率，預測126.5萬
戶，前值126.5萬戶
11月建築許可月率，前值-0.4%
11月房屋開工年率，預測123.4萬
戶，前值122.8萬戶
11月房屋開工月率，前值1.5%
10月製造業銷售月率，前值0.2%

金匯錦囊
加元：美元兌加元將反覆上試1.3500水平。
金價：將暫時上落於1,230至1,250美元之間。

美元兌加元上周三在1.3325附近獲得
較大支持後反彈，上周尾段再次觸及
1.3400水平，本周初大部分時間窄幅上落
於1.3370至1.3390水平之間。紐約期油
上周持續低位徘徊每桶50至53美元水
平，依然接近14個月以來低位，繼續限
制加元反彈幅度，引致美元兌加元過去1
周顯著持穩1.33水平。此外，加拿大央
行本月5日會議指出通脹水平未來數月將
逐漸回落，加上紐約期油價格過去兩個月
大幅下跌，預示加拿大統計局本周三公佈
的11月份通脹年率可能低於10月份的
2.4%水平，對加元走勢構成負面。

美元兌加元上試1.3500
雖然美國上周五公佈的11月份零售銷
售顯示，反映個人消費開支的核心零售銷
售按月上升0.9%，高於10月份的0.7%，

但11月份的整體零售銷售升幅卻按月放
緩至0.2%，大幅遜於10月份的1.1%升
幅。市場預期美國聯儲局本周三晚將有加
息行動，但若果聯儲局公佈的會後聲明表
示明年有暫緩加息傾向，預示美國經濟可
能掉頭放緩，不利加拿大往後出口表現，
則不排除美元兌加元有機會向上挑戰本月
上旬位於1.3445附近的主要阻力位。預
料美元兌加元將反覆上試1.3500水平。
上周五紐約2月期金收報1,241.40美

元，較上日下跌6美元。美元指數上周五
觸及97.71水平18個月以來高點，引致現
貨金價上周五跌穿1,240美元水平後跌幅
擴大，一度回落至1,233美元水平1周多
低位。
不過美國聯儲局本周三晚公佈議息結

果前，美元指數本周初走勢偏軟，限制金
價跌幅，現貨金價本周初持穩1,235美元
後曾反彈至1,240美元水平，將增加金價
處於橫行走勢的機會。預料現貨金價將暫
時上落於1,230至1,250美元之間。

消費加科技 投資更有力

從消費裡找到投資趨勢，是消費類股基
金經理人的專長，觀察傳統消費產業

基金，主要投資產業包括電信公司、家庭
耐用消費品、飯店餐廳、汽車暨零配件、
零售、建築、紡織品/奢侈品等。
而景順環球消費趨勢基金(原景順消閒基

金) 則顛覆一般市場對消費產業型基金的印
象，基金經理人Ido Cohen看好消費休閒
產業的成長力道，主要來自電子商務、電
遊和中國大陸潛力龐大休閒產業消費人
口，投資佈局着墨於兩大主軸、五大領
域。
兩大主軸分別為網路科技帶來消費革命，

以及新興市場消費力的大崛起，Ido Cohen
表示，科技帶來的創新，改變了消費購物的
行為和使用媒體內容的方式與時點，不僅是
發生在歐美成熟市場，也包含新興市場的全
球趨勢，這些趨勢背後所展現出的投資機
會，都是這檔基金佈局重點。

掌握消費趨勢 抓住投資脈動
至於未來消費趨勢五大領域：一是電子商

務和智慧手機，顛覆消費零售商業模式；二
是電遊市場，電遊不僅是種宅商機，電競未
來也是一種新興運動賽事；三是電子商務蔚
為潮流，改變媒體廣告生態；四是音樂產業

受惠電子商務快速成長將否極泰來。五、新
興市場消費力大崛起。
儘管近來美股動盪，Ido Cohen 迄今

並未改變對科技類股長期成長性的看
法。
Ido Cohen表示，近期股價拉回是健康

的，主要在反映通脹預期上揚、貿易衝突
時間拉長、聯儲局將持續升息，導致了股
市折價現象；投資團隊將密切注意經濟成
長是否出現減緩的跡象和企業每季財報的
變化，以利未來調整投資評價。

調整可望創造中長期低吸買點
從長期投資角度來看，在科技顛覆消

費、新興市場消費力崛起的大趨勢下，儘
管近期相關股票拉回，正如同百貨公司、
雙11或黑色星期五（Black Friday）的周年
慶及年終慶一樣，市場調整可望創造中長
期承接的買點。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消費是每個人每天都在做的事，科技進步改變了傳統

購物方式，投資者該如何掌握全球消費者的行為趨勢，

在不同類股中尋找長期贏家？關鍵就在於能因應時勢掌

握消費者脈動。 ■景順投信

退歐僵局持續 英鎊續受壓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美斯

英鎊兌美元及英國政壇剛度過了頗為動
盪的一周，英國首相文翠珊上周三順利挺
過針對她的不信任投票後，英鎊兌美元曾
連漲兩日。她周四呼籲歐盟領導人作出讓
步，幫助她的脫歐協議在下月贏得議會的
支持，讓英國能夠順利脫歐。脫歐是英國
貿易與外交政策逾40年來最重大的轉變，
現在證明與歐盟分道揚鑣並不容易，保守
黨的深度分歧讓事態愈加複雜。
距離3月29日英國正式脫歐不到四個
月，文翠珊的脫歐協議恐在議會受阻，企
業對經濟前景的預期平添變數。英鎊兌美

元周五回吐部分漲幅，但仍可守在周三觸
及的20個月低位1.2477美元上方，市場正
在慢慢消化英國在明年3月達不成協議的
情況下無序脫歐的可能性。英國債務違約
的保險成本目前處於2016年公投以來的最
高水平，有分析表示，陷入英國與歐盟聯
繫被硬性切斷的「硬」脫歐，將導致英鎊
再貶值5%至10%。
投資者在等待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周二

早上十時在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慶祝大
會上發表談話。在本周的年度中央經濟工
作會議上，最高領導人也將提出2019年
經濟及改革計劃。美國聯邦儲
備理事會(FED)幾乎篤定在周
二起的兩日會議中升息，為今
年第四次升息；不過關注焦點
集中在2019年的政策展望方
面，因不確定性較高，預料市
場會留意美聯儲對增長與通脹
預估作出的任何修正。
根據FOMC 9月會議最新預

測中值顯示，聯儲決策者預測明
年將升息三次。不過，利率期貨
現預期2019年可能僅有一次升
息。如果有任何內容能夠說明，
市場預期2019年加息一次和美
聯儲此前預期加息三次之間的差
異，都很可能影響市場。

仍未擺脫一浪低於一浪
英鎊兌美元在圖表走勢上仍未能擺脫一

浪低於一浪的態勢，匯價仍有繼續探低傾
向。由於已失守了10月30日低位1.2694，
而上周的一度反撲亦剛好又止步於此區之
前，因此，預計英鎊兌美元很大機會在經
歷個多月的區間盤整後，又將開展新一輪
弱勢下行。以自2016年10月起的累計漲幅
計算，61.8%的回吐水平可看至1.26。較大
支撐料指向1.25及1.2360。至於上方阻力
料在25天平均線1.2760及1.2850水平。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Hainan Airlines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and its entire directors guarantee tha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omission, fictitious description or serious misleading of information in this announcement and they will take both 
individual and joint responsibilities for the truthfulness, accuracy and completeness of the content.

Important Notice: 
●●  No objection was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1. Convening and Presentation of the Meeting
1.1 Time: On Dec. 17, 2018
1.2 Place: at the Conference hall of the Haihang Mansion, No. 7 Guoxing Rd., Haikou City
1.3 Particulars of ordinary shareholders participated the meeting and priority shareholders resumed voting right:

1. Total amount of shareholders and proxies participated the meeting 22
Incl.: Shareholders of A-share 22
         Shareholders of B-share 0
2. Total share amount with voting power held by the shareholders participated the meeting (In share) 4,697,343,074
Incl.: Total share amount held by the shareholder of A-share 4,697,343,074
          Total share amount held by the shareholder of B-share 0
3. Percentage of the shares with voting power held by the participated shareholders to the total amount of shares 
with voting power (%) 27.9501

Incl.: Percentage of A-share (%) 27.9501
          Percentage of B-share (%) 0.0000

1.4  This extraordinary general meeting was called b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nd presided by Mr. Chen Ming (Vice chairman). 
Both on-site and on-line voting methods were adopted. The convening and voting of the meeting conform to the regulations of the 
rules,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It is legal and effective.

1.5  People Attending the Meeting
① Two of the nine directors participated the meeting. Bao Qifa, Liu Lu, Xu Jun, Wang Fei, Sun Jianfeng, Xu Jingchang and 

Lin Zeming were unable to participate as some urgent business detained them.
② Five supervisors all participated the meeting.
③ Zhou Zhiyuan (Secretary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participated the meeting.

2. Deliberation of the Proposals
2.1 Cumulative voting proposal
2.1.1 The Report on Re-election of the Directors 

No. Proposal Votes
Affirmative Votes Proportion of Valid 

Votes with Voting Rights
(%)

Whether Been Elected
(Yes or Not)

1.01 Mr. Wu Xiaoxi 4,697,165,013 99.9962 Yes
1.02 Mr. Zhang Zhigang 4,697,158,011 99.9960 Yes

1.03 Mr. Liu Jichun 4,697,168,807 99.9962 Yes

2.2 Specifications on voting related matter
All sub-proposals of Proposal 1 (the Report on Re-election of the Directors) were all approved by the general meeting of 

shareholders on a case-by-case basis. 

3. Lawyer’s Witness
3.1 The Grandall Legal Group (Shanghai) witnessed the convening of this meeting.
Witness lawyers: Shi Nianqing and Wu Sijia
3.2 Opinions of the Lawyer: Shi Nianqing and Wu Sijia, lawyers of the Grandall Legal Group (Shanghai) issued the Legal 

Opinion. The convening, procedures of the meeting and qualifications of shareholders and their proxies conform to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f the Company and related laws and regulations. Both the voting procedure and results of the general meeting are 
legal and effective. 

4. Documents for Reference 
4.1 Resolutions of the General Meeting;
4.2 Legal Opinions signed and stamped by the director of the Law Firm witnessed. 
4.3 Other documents required. 

Board of Directors
                                 Hainan Airlines Holding Co., Ltd.

                                        Dec. 18, 2018 

THE ANNOUNCEMENT OF RESOLUTIONS OF GENERAL MEETING
HAINAN AIRLINES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申請酒牌公告
SHADY ACRES

「現特通告：NIGHTINGALE, Ryan Albert 

Maurice其地址為香港堅尼地城太白臺12A

號3樓，現向酒牌局申領位於香港中環卑

利街46號地下SHADY ACRES的酒牌，*附

加批註事項為酒吧。凡反對是項申請者，

請於此啟事登報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

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香港灣仔軒

尼詩道225號駱克道市政大廈8字樓酒牌局

秘書收。」

日期：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油價低位徘徊 加元續走疲
動向金匯

馮強

雲能續加強綠色能源主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

玲）雲能國際(1298)昨日舉行揭
牌儀式，雲南能投集團總裁助
理、香港雲能國際投資董事局
主席張錦燦昨出席揭牌儀式時
表示，雲南能投集團會聚焦做
好「綠色能源牌」和打造能源
第一支柱產業，同時持續加強
綠色能源主業。
今年4月底，雲南能投以溢

價32%向天美控股提出全購，
天美控股權易手予雲南能投，
其後公佈將改名為「雲能國際
股份有限公司」，而昨日舉行
公司名稱揭牌儀式。
張錦燦指出，該集團早前成
功發行了四期美元債券，總計
15.4億美元，獲得了多家銀行授信，直接融資和
間接融資同時進行，並拓寬了境外市場融資渠
道，以及滿足了「一帶一路」項目發展中持續穩
定的資金需求。

已儲備近百億美元國際項目
張錦燦提及，該集團充分利用現有國際合作
框架和機制，主動融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能源項目投資建設，儲備了近百億美元的國際

項目，重點投資了緬甸達克鞳循環電廠、緬甸
諾昌卡流域水電開發、老撾色拉龍水電站、南
非杜馬變電站等項目，以大力推動境外清潔能
源項目落地和促進南亞東南亞能源網絡互聯互
通為核心。另一方面，張錦燦稱將進一步規範
境外公司管控治理，優化「一帶一路」沿線、
聚焦南亞東南亞國家投資的整體國際化佈局，
打造境外融資、境外投資和境外資本市場良性
互動模式。

■雲南能投集團總裁助理、香港雲能國際投資董事局主席張錦燦(左
一)，雲南能投集團董事長段文泉(左二)出席揭牌儀式。 記者殷考玲攝

廸生10億拓新零售 金鐘舖面縮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岑健樂）廸生
創建（0113）昨公佈，計劃以Harvey
Nichols品牌推出結合在線及實體店零
售模式的店舖，期望該店可於明年秋
季在金鐘太古廣場揭幕，到時店舖面
積則因應新銷售模式而減少50%，不
過可提供給顧客商品之數量將增加3
倍以上。
廸生創建執行董事潘冠達昨表示，

初步計劃投資2.5億元，預料相關投資
額會增至10億元，當中包括在科技相
關的投資，而未來亦不排除投資更
多。

網上銷售持續快速增長
潘冠達續指，由於現時不少客人於
網上購物，期望新的銷售模式能夠為
客人提供更多選擇與體驗。另一方

面，他透露今年公司網上銷售增長快
速，而他預計這趨勢將會持續，故決
定以 Harvey Nichols 品牌，結合科
技，為客人推出個人化服務。
公司於近期持續回購股份，對於此

行動，廸生創建執行主席潘廸生昨表
示，由於公司持有不少現金，加上上
半年度盈利按年升15倍，因此希望股
東可一同分享成果。

人行：引導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人民銀行表示，

準確把握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
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個實際，堅持
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健全貨幣政策
與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管
好貨幣供給總閘門。
據人行網站新聞稿引述央行黨委理

論學習中心組並強調，引導貨幣信貸
和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進一步疏
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讓中央銀行貨
幣供給切實服務實體經濟需要。
同時，切實履行防範系統性金融風

險的牽頭管總責任，充分發揮國務院
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辦公室統籌協調
作用，從宏觀經濟全局和金融市場整
體的角度考慮問題，努力形成全國一
盤棋的金融風險防控格局。

有序擴大金融對外開放
此外，穩妥推進重要領域和關鍵環
節金融改革，主動有序擴大金融對外
開放。
嚴格落實「放管服」要求，進一

步做好「簡政放權」的減法、加強

監管的「加法」和優化服務的「乘
法」。
央行還指出，着力解決好金融服務
供給總量不充分、結構不合理、質量
不夠高的問題。把為實體經濟服務作
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把更多金融資源
配置到經濟社會發展的重點領域和薄
弱環節。
加強貨幣政策和金融市場工具運

用，抓好政策措施落地，進一步加大
對民營和小微企業的金融支持，緩解
民營和小微企業融資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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