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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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食品價格指數，前值0.7%
10月路透短觀製造業景氣判斷指數，前值-7
9月RICS房屋調查，預測負7，前值負4
9月銀行貸款年率，前值2.1%
前周投資海外債券，前值買超8,692億
前周外資投資日本股票，前值賣超2,212億
9月國內企業物價指數月率，預測-0.1%，前值-0.3%
9月國內企業物價指數年率，預測-1.2%，前值-0.9%
8月經季節調整出口月率，預測-1.0%，前值+0.7%
8月經季節調整進口月率，預測-0.2%，前值-1.5%
8月工業生產月率，預測0.3%，前值0.3%
8月GDP月率，預測0.0%，前值0.3%
8月GDP年率，預測0.9%，前值1.0%
8月製造業產出月率，預測0.0%，前值0.3%
8月製造業產出年率，預測-0.7%，前值-0.6%
8月全球商品貿易平衡，預測100.0億赤字，前值91.4億赤字
8月對非歐盟地區貿易平衡，預測28.00億赤字，前值19.32億赤字
9月經季調的CPI月率，預測0.1%，前值0.1%
9月未經季調的CPI年率，預測1.8%，前值1.7%
9月經季調的核心CPI月率，預測0.2%，前值0.3%
9月未經季調的核心CPI年率，預測2.4%，前值2.4%
一周初請失業金人數(10月5日當周)，預測21.9萬人，前值21.9萬人
初請失業金人數四周均值(10月5日當周)，前值21.25萬人
續請失業金人數(9月28日當周)，預測165.3萬人，前值165.1萬人

金匯錦囊
歐元：歐元將反覆走高至1.1080美元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重上1,520美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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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本周初受制1.1000美元水平後走勢偏
軟，周二在1.0940美元水平獲得較大支持，周
三呈現反彈，一度重上1.0990美元水平，收復
本周早段大部分跌幅。歐元本周二跌穿1.0960
美元水平，並進一步失守1.0940美元主要支撐
位之際，美國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卻發出擴大聯
儲局資產負債表的言論，消息迅速帶動歐元反
彈，而鮑威爾的發言顯示聯儲局近期向市場大
幅注入資金的舉動依然不足以迅速解決流動性
不足的問題。

歐元或上試1.1美元阻力位
另一方面，美國聯儲局自2017年10月份開始
縮表，並剛於今年8月份結束，聯儲局隨即有意
再度擴大其資產負債表規模，反映美國經濟已
有加速轉弱的風險，增加美息進一步下行機會
之外，預期聯儲局將於10月30日政策會議公佈
其購買資產計劃的內容。隨着聯儲局往後的減
息與購債措施將一併施行，凸顯寬鬆行動有逐
漸升級傾向，該因素將抑制美元指數的偏強表
現，有助減輕歐元的下行壓力。此外，歐元兌
日圓交叉匯價連日持穩117水平，走勢有反覆上
移傾向，對歐元構成支持，不排除歐元稍後將
再次上試1.1000美元阻力位。預料歐元將反覆
走高至1.1080美元水平。
周二紐約12月期金收報1,503.90美元，較上

日下跌0.50美元。現貨金價周二持穩1,487美元
水平後迅速反彈至1,500美元之上，周三曾走高
至1,511美元水平。英國在10月31日脫歐的日
期逐漸臨近，無序脫歐的風險上升，對金價構
成支持，現貨金價本周早段已連日守穩1,487至
1,488美元之間的支持位，加上美國聯儲局表示
再次推出購買資產計劃，有利金價表現。預料
現貨金價將反覆重上1,520美元水平。

Q3財報空窗期 美股料先蹲後跳

距離美股財報高峰期還有兩周的
時間，市場已提前看淡第3季

獲利表現。根據FactSet最新預估，
S&P500企業上季獲利成長率將衰退
3.7%，又以科技類股衰退幅度較
大，恐年減10%。若細究次產業族
群，貿易關稅衝擊的半導體、硬體設
備業可能大減30.1%，高於先前預估
的22.1%。
受到財報不確定因素影響，美股
上周再度瀰漫衰退的恐慌氣氛，造成

S&P 500指數連2日大跌，重挫逾
3%，失守半年線。

投資者不必過度恐慌
第一金全球AI人工智慧基金經理

人陳世杰指出，觀察財報基本面，今
年上半年都發生財報預估值與實際數
據出現落差的情形，第1、2季獲利
成長預估初值分別為-4%、-2.7%，
但最終實際值都只有-0.4%。其中，
資訊科技業預估值各為-10.6%、

-11.9%，實際值則為-6.7%、-5.9%。
有鑑於前兩季經驗，陳世杰認

為，投資者對於第3季財報表現不必
過度恐慌。尤其，依據 FactSet 預
估，S&P500企業今年獲利成長率為
1.3% 、 資 訊 科 技 業
為-0.1%，對照前3季的衰
退情形，代表第4季獲利有
機會重拾成長動能。

佈局高科技等基金
從股價面來看，今年

S&P500指數出現兩波明顯
回檔，分別在5月、8月，
各下跌7.6%、6.8%，待市
場情緒平復、回歸基本面
看待後，都展開反彈走
勢，續創波段高點。
陳世杰認為，美股短線

的急跌，或許提前反映財

報利淡，可望呈現「先蹲後跳」走
勢。投資人可趁着科技類股回落較深
之際，逢回分批佈布局趨勢明確的
AI人工智能、FinTech金融科技、精
準醫療、機器人等相關基金。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美股財報高峰期即將來臨，受到貿易戰衝擊

影響，市場擔心第3季獲利恐再陷衰退，造成

上周美股大幅重挫。不過，第一金投信指出，

有鑑於前兩季經驗，最終公佈結果整體優於初步預估，迅速帶

動股市反彈，建議投資人可留意財報空窗期，尤其是本波跌勢

較重的科技類股，加碼佈局機會大。 ■第一金投信

貿戰憂慮重燃 日圓獲見支撐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楚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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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兌避險的日圓周二下跌，受累於貿易
憂慮重燃。美國以中國拘禁或虐待穆斯林少
數民族為由，對中國一些官員實施簽證限
制，並把中國企業列入黑名單，讓定於本周
稍晚舉行的中美高級別貿易協商前景蒙陰。
美國因人權問題而宣佈簽證限制及企業黑名
單的時機，不利於維持貿易協商的正面基
調。
中國副總理劉鶴將在周四同美國貿易代表

萊特希澤及財長姆努欽會面。除了限制簽證
和將企業加入黑名單外，據彭博周二援引消
息人士的話報道稱，特朗普政府正在推進有
關可能限制美國資本流入中國的討論。
美元兌其他主要貨幣的走勢亦見承壓，因

投資者亦在消化隔夜美聯儲主席鮑威爾暗示
進一步降息及購債的談話，他表示美聯儲計
劃不久後開始擴大其3.6萬億美元債券投資
組合，這是迄今最明顯的暗示。美元兌日圓

走勢，技術圖表可見，MACD指標下破訊
號線，匯價仍見走低傾向。當前支持先看
106.50，自上周四至本周初，匯價的低位亦
是在此區獲見支撐，下一級關鍵則在105關
口，自2018年至今的走勢已形成一組雙頂
形態，頸線正是位於105，故明確跌破此區
或將加劇美元跌勢，預計延伸跌幅將看至
104水準。至於上方阻力則關注9月以及本
月初兩趟未能突破的108.50水準。另外，倘
若以自四月起的累計跌幅計算，50%及
61.8%的反彈水準為108.40及109.30水準。

英鎊短期或喘穩
英鎊兌美元周三午盤跳漲，此前有媒體報

道稱歐盟準備在英國脫歐談判中作出重大讓
步。技術圖表所見，RSI及隨機指數陷於超
賣區域，英鎊兌美元短期或有喘穩機會。向
上先要留意匯價近月以來連番在100天平均
線遇阻，目前100天線處於1.2415。向上較
大阻力料為1.25及上月高位1.2580。下方支
撐料為1.21及1.1950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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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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東大會召開日期：2019年10月25日
●本次股東大會採用的網絡投票系統：上海證券交易所股東大會網絡投票系統 

一、召開會議的基本情況
（一）股東大會類型和屆次
2019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
（二）股東大會召集人：董事會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東大會所採用的表決方式是現場投票和網絡投票相結合的方式
（四）現場會議召開的日期、時間和地點
召開的日期時間：2019年10月25日上午10點
召開地點：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楊浦區軍工路2636 號）辦公大樓會議室
（五）網絡投票的系統、起止日期和投票時間。
網絡投票系統：上海證券交易所股東大會網絡投票系統
網絡投票起止時間：自2019年10月25日
　　　　　　　　　至2019年10月25日
採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絡投票系統，通過交易系統投票平台的投票時間為股東大會召開當

日的交易時間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過互聯網投票平台的投票時間
為股東大會召開當日的9:15-15:00。

（六）融資融券、轉融通、約定購回業務賬戶和滬股通投資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資融券、轉融通業務、約定購回業務相關賬戶以及滬股通投資者的投票，應按照

《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東大會網絡投票實施細則》等有關規定執行。
（七）涉及公開徵集股東投票權
無

二、會議審議事項
本次股東大會審議議案及投票股東類型

序號 議案名稱
投票股東類型

A股股東 B股股東
非累積投票議案
1 關於公司董事變更的議案 √ √

1. 各議案已披露的時間和披露媒體
本次會議的提案已經公司董事會2019年度第二次臨時會議審議通過，詳見公司2019年5月

25日在《上海證券報》、香港《文匯報》和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http://www.sse.com.cn）發
佈的公告。

2. 特別決議議案：無

3. 對中小投資者單獨計票的議案：《關於公司董事變更的議案》
4. 涉及關聯股東迴避表決的議案：無
 　應迴避表決的關聯股東名稱：無
5. 涉及優先股股東參與表決的議案：無

三、股東大會投票注意事項
（一）本公司股東通過上海證券交易所股東大會網絡投票系統行使表決權的，既可以登陸

交易系統投票平台（通過指定交易的證券公司交易終端）進行投票，也可以登陸互聯網投票平
台（網址：vote.sseinfo.com）進行投票。首次登陸互聯網投票平台進行投票的，投資者需要
完成股東身份認證。具體操作請見互聯網投票平台網站說明。

（二）股東通過上海證券交易所股東大會網絡投票系統行使表決權，如果其擁有多個股東
賬戶，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東賬戶參加網絡投票。投票後，視為其全部股東賬戶下
的相同類別普通股或相同品種優先股均已分別投出同一意見的表決票。

（三）同一表決權通過現場、本所網絡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複進行表決的，以第一次投
票結果為準。

（四）股東對所有議案均表決完畢才能提交。
（五）同時持有本公司A股和B股的股東，應當分別投票。

四、會議出席對像
（一）股權登記日收市後在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記在冊的公司股

東有權出席股東大會（具體情況詳見下表），並可以以書面形式委託代理人出席會議和參加表
決。該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東。

股份類別 股票代碼 股票簡稱 股權登記日 最後交易日
Ａ股 600841 上柴股份 2019/10/17 －
Ｂ股 900920 上柴B股 2019/10/22 2019/10/17

（二）公司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
（三）公司聘請的律師。
（四）其他人員

五、會議登記方法
1、登記時間：2019年10月23日上午9:00-11:30，下午13:00-15:00時，逾期不予受理。
2、登記方式：符合上述條件的法人股東持股東賬戶、營業執照複印件、法人代表授權委

託書和出席人身份證辦理登記手續；符合上述條件的個人股東持股東賬戶、身份證辦理登記手
續；委託代理人持授權委託書、身份證和委託人股東賬戶辦理登記手續；異地的股東可以通過
信函或傳真方式登記。（授權委託書詳見附件）

3、登記地點：長寧區東諸安濱路165弄29號4樓 「立信維一軟件」（紡發大樓）靠近江蘇
路

軌道交通：軌道交通2、11號線江蘇路站4號口出
公路交通：臨近公交車有01路、62路、562路、923路、44路、20路、825路、138路、71

路、925路

4、聯繫辦法：
電　話：021-52383315
傳　真：021-52383305
聯繫人：歐陽女士

六、其他事項
參加會議的股東食宿費和交通費自理。

特此公告。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9年10月10日 

附件1：授權委託書
　　報備文件
提議召開本次股東大會的董事會決議：《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2019年度第二次

臨時會議決議》

附件1：授權委託書

授權委託書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
茲委託＿＿＿＿＿＿先生（女士）代表本單位（或本人）出席2019年10月25日召開的貴公

司2019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並代為行使表決權。
委託人持普通股數：　　　　　　　　
委託人持優先股數：　　　　　　　　
委託人股東帳戶號：

序號 非累積投票議案名稱 同意 反對 棄權
1 關於公司董事變更的議案    

委託人簽名（蓋章）：　　　　　　　　　受托人簽名：
委託人身份證號：　　　　　　　　　　　受托人身份證號：

　　　　　　　　　　　　　　　　　　　委託日期：　　年 　月　 日

備註：
委託人應在委託書中「同意」、「反對」或「棄權」意向中選擇一個並打「√」，對於委

託人在本授權委託書中未作具體指示的，受托人有權按自己的意願進行表決。

證券代碼：600841 900920 　　　　　　　　　　　　　　　　　　　　　　　　　　　　　　　　　　　　　　　　　　　　證券簡稱：上柴股份 上柴B股　　　　　　　　　　　　　　　　　　　　　　　　　　　　　　　　　　　　　　　　　　　　　　　　公告編號：臨2019-018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召開2019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的通知

上 海 金 橋 出 口 加 工 區 開 發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證券代碼：600639、900911　　證券簡稱：浦東金橋、金橋B股� 公告編號：臨2019-036
債券代碼：122338�　　　　　　債券簡稱：13金橋債

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當年累計新增借款超過上年末淨資產的百分之二十的公告

特別提示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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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證券交易所公司債券上市規則》等規定，截至2019年9月30日，上海金橋出口
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2019年1-9月累計新增借款占2018年末（上
年末）經審計淨資產的比例超過20%，具體情況如下：

一、主要財務數據概況
單位：萬元　幣種：人民幣

上年末淨資產 907,096.93�
上年末借款餘額 546,774.09
計量月月末 2019年9月末
計量月月末的借款餘額 803,945.51�
累計新增借款餘額 257,171.42�
累計新增借款佔上年末淨資產的比例 28.35%
達到信息披露義務的比例 20.00%

二、新增借款的分類披露
單位：萬元　幣種：人民幣

新增借款類型 借款新增額 累計新增借款佔上年末�
淨資產的比例

銀行貸款 307,171.42 33.86%
企業債券、公司債券、金融債券、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 -50,000.00 -5.51%
其他借款 - -
合計 257,171.42 28.35%

三、本年度新增借款對償債能力的影響分析
上述新增借款主要系公司正常經營需要所致。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公司經營狀況穩健、

盈利情況良好。公司將合理調度分配資金，確保借款按期償付本息。上述新增借款對公司的償
債能力影響可控，對公司經營情況及償債能力不構成重大不利影響。

上述財務數據除2018年末相關數據外均未經審計。
特此公告。

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二零一九年十月十日

證券代碼：600639、900911　　證券簡稱：浦東金橋、金橋B股� 公告編號：臨2019-037

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超短期融資券獲准註冊的公告

特別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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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第十九次會
議及2018年年度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了《關於發行超短期融資券的議案》，同意公司向中國銀
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以下簡稱「交易商協會」）申請註冊發行不超過20億元的超短期融資
券。�2019年10月8日，公司收到交易商協會於2019年9月23日印發的《接受註冊通知書》（中
市協注[2019]SCP359號），交易商協會決定接受公司超短期融資券的註冊。本次《接受註冊
通知書》中明確：公司超短期融資券註冊金額為人民幣5億元，註冊額度自本通知書落款之日
起2年內有效，由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國光大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聯席主承銷。

公司將根據上述《接受註冊通知書》要求，按照《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註冊發行規

則》、《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公開發行註冊工作規程》、《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信息
披露規則》及有關規則指引規定，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二零一九年十月十日

證券代碼：600639、900911　　證券簡稱：浦東金橋、金橋B股� 公告編號：臨2019-038

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中期票據獲准註冊的公告

特別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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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第十九次會議
及2018年年度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了《關於發行中期票據的議案》，同意公司向中國銀行間市
場交易商協會（以下簡稱「交易商協會」）申請註冊發行不超過20億元的中期票據。

2019年10月8日，公司收到交易商協會於2019年9月23日印發的《接受註冊通知書》（中
市協注[2019]MTN573號），交易商協會決定接受公司中期票據註冊。本次《接受註冊通知
書》中明確：公司中期票據註冊金額為人民幣5億元，註冊額度自本通知書落款之日起2年內
有效，由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國光大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聯席主承銷。

公司將根據上述《接受註冊通知書》要求，按照《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註冊發行規
則》、《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公開發行註冊工作規程》、《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信息
披露規則》及有關規則指引規定，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二零一九年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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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500企業獲利表現

2019年第1季

2019年第2季

2019年第3季

2019年第4季

2020年第1季

2020年第2季

資料來源：FactSet，2019/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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