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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聯邦預算，前值赤字133億

1月皇家測量師學會(RICS)房價差值，預測正3，前值負2

第四季ILO失業率，預測8.5%，前值8.6%

1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月率終值，預測-0.6%，前值-0.6%

1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率終值，預測+1.7%，前值+1.7%

1月消費者物價調和指數(HICP)月率終值，預測-0.8%，前值-0.8%

1月消費者物價調和指數(HICP)年率終值，預測+1.6%，前值+1.6%

1月經季調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月率，預測+0.2%，前值+0.2%

1月未經季調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率，預測+2.4%，前值+2.3%

1月經季調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月率，預測+0.2%，前值+0.1%

1月未經季調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率，預測+2.2%，前值+2.3%

1月每周平均實質所得月率，預測+0.1%，前值-0.1%

初請失業金人數(2月8日當周)，預測21.0萬，20.2萬

初請失業金人數四周均值(2月8日當周)，前值21.175萬

續請失業金人數(2月1日當周)，預測174.5萬，前值175.1萬

金匯錦囊
歐元：歐元將反覆走高至1.1000美元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暫時上落於1,560至1,580

美元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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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三面防護盾 抵抗疫情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中國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經濟的衝擊已無法避

免，2月初中國鄰近的泰國、菲律賓相繼降息以

提振經濟，而印尼央行官員也表示因應疫情衝

擊，可能有再降息空間。其他新興國家如巴西、墨西哥等亦在

減息循環中，這樣的趨勢下，當地公債即可率先受惠而有資本

利得空間。 ■富蘭克林投顧

央行放棄寬鬆傾向 紐元止跌回穩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楚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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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曾浩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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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2020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的延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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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延期後的召開時間：2020年3月10日
1、原股東大會有關情況
1. 原股東大會的類型和屆次
    2020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
2. 原股東大會召開日期：2020年2月18日
3. 原股東大會股權登記日

股份類別 股票代碼 股票簡稱 股權登記日 最後交易日
Ａ股 600848 上海臨港 2020/2/10 －
Ｂ股 900928 臨港B股 2020/2/13 2020/2/10

2、股東大會延期原因
為切實做好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有效減少人員聚集，阻斷

疫情傳播，同時確保公司股東大會順利召開，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決定將原定於2020年2月18日召開的2020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延期至
2020年3月10日召開。延期召開的股東大會股權登記日不變，審議事項不變，本次股
東大會延期召開符合相關法律法規的要求。

3、延期後股東大會的有關情況
1. 延期後的現場會議的日期、時間
召開的日期時間：2020年3月10日  13點30分
2. 延期後的網絡投票起止日期和投票時間
網絡投票的起止時間：自2020年3月10日
　　　　　　　　　　至2020年3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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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延期召開的股東大會股權登記日不變，其他相關事項參照公司2020年1月
22日刊登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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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於召開2020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的通知》（公告編號:2020-
010）。

4、其他事項
（一）會議登記時間變更為：2020年3月6日（星期五）上午9:00至下午4:00
（二）本次股東大會不發放禮品和有價證券，與會股東及股東代表交通及食宿費

用自理。為防止疫情擴散和保護股東及股東代表健康，建議股東及股東代表採取網絡
投票方式參加本次會議。

（三）公司聯繫方式
聯繫地址：上海市松江區莘磚公路668號雙子樓B座18樓
聯繫電話：021-38295359
郵編：201612 
傳真：021-64852187 
（四）本次股東大會其他事項，參照公司2020年1月22日刊登的《關於召開2020

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的通知》。

特此公告。

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20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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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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延期召開的股東大會股權登記日不變，其他相關事項參照公司2020年1月
22日刊登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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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於召開2020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的通知》（公告編號:2020-
010）。

4、其他事項
（一）會議登記時間變更為：2020年3月6日（星期五）上午9:00至下午4:00
（二）本次股東大會不發放禮品和有價證券，與會股東及股東代表交通及食宿費

用自理。為防止疫情擴散和保護股東及股東代表健康，建議股東及股東代表採取網絡
投票方式參加本次會議。

（三）公司聯繫方式
聯繫地址：上海市松江區莘磚公路668號雙子樓B座18樓
聯繫電話：021-38295359
郵編：201612 
傳真：021-64852187 
（四）本次股東大會其他事項，參照公司2020年1月22日刊登的《關於召開2020

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的通知》。

特此公告。

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20年2月13日

逸璟．龍灣再有3宗殺大訂 涉155萬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悅琴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令樓市前景不明朗，加上發展商延遲交樓至少

一年，縱然買家可收取發展商賠息作補償，中冶旗下青山公路青龍

頭逸璟．龍灣依然再新增3宗撻大訂，涉遭發展商殺訂合共逾155萬

元。該盤於本月已錄得6宗撻訂個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丁春麗 濟南報
道）為了應對防控一線對防護服的迫切需
求，魏橋紡織(2698)母企創業集團旗下的
山東向尚服飾周一起緊急轉產防護服和隔
離衣，全力支持抗疫一線。據了解，向尚
服飾先是在春節期間緊急復工生產口罩馳
援抗疫，近日又通過多方渠道緊急採購市
場上緊缺的專用面料，轉產一次性防護服
和一次性隔離衣（非無菌），供應抗疫一
線。該公司有成熟的服裝生產技術，為一
般防護服實現快速生產創造了有利條件。
現已實現日產隔離衣1,000件，防護服量
產將視原料供應情況決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岑健樂）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多個上市
公司紛紛推行在家辦公。網龍
（0777）為了保護逾6,000名員
工的人身安全，安排絕大多數的
部門和崗位實行遠程辦公。公司
為此自主研發了一款企業即時溝
通軟件和協同辦公工具——網龍
99助手，這款軟件具備當前辦公
軟件通行的即時通訊、電子化單
據審批、工作任務分配、線上會
議等基礎功能。目前，網龍99助
手也面向所有企業開放。
據介紹，在網龍的工作流程

中，小到請假單據、報銷單據，
大到一些文件方案的制定，都可
以通過99助手的電子化流程實
現。99助手還支持多人視頻會
議，可讓身處不同地點的人員隨
時進行會議。99助手還有投票和
互動等多媒體功能。
另一方面，為回應內地教育部

「讓孩子們在家也能開展學習」
的號召，網龍旗下網教通平台推
出「停課不停學」平台保障方
案，免費為超過1,000萬用戶提
供在線課程直播服務。同時，網
龍向港澳地區師生開放免費在線
互動教學平台及學習產品，使港
澳師生能繼續在家「教與學」。

■逸璟．龍灣關鍵日期為2019年6月，惟至今仍未獲批入伙紙，不少業主相繼「斬
纜」，撻訂離場。 網上圖片

網龍推新軟件助市民遠程辦公

香港電訊：4月推5G
冀成港首營運商

魏橋轉產防護服助抗疫

根據成交紀錄冊顯示，逸璟．龍灣新
增3宗撻大訂單位包括2座6樓E

室，2座9樓C室和2座1樓F室，原於去
年3至4月期間以461.1萬至627.7萬元售
出，買家雖已簽署正式買賣合約，但近
日均取消交易撻大訂，料遭發展商沒收
10%訂金涉逾46萬至62萬元，3伙涉殺

訂總額逾155萬元。逸璟．龍灣自2018
年底推出市場發售至今，累沽約80伙，
惟同期累積錄得15宗撻大訂，佔售出單
位比例約19%，比例甚高。
據售樓書顯示，逸璟．龍灣關鍵日期
為2019年6月，惟至今尚未交樓。發展
商回應指，逸璟．龍灣有機會於本月內

取得入伙紙，希望6月可
獲批滿意紙，即要延遲
交樓至少一年，屆時將
會以現樓形式重啟銷
售，並視乎當時市況考
慮優惠折扣等銷售方
法。
發展商稱，入伙紙審

批較預期遲的最主要原
因，是受後山斜坡工程
所影響，由於後山斜坡
面積較大，施工方案要
求高，地形陡峭且極易
受雨水天氣影響施工所
致。

峻源沽3伙吸金逾6000萬
中信泰富旗下馬鞍山峻源昨連沽3伙，

據成交紀錄冊顯示，該盤透過招標售出3
伙分佈於第3座11至21樓單位，實用面
積介乎1,185及1,194方呎，均屬三房戶
型，成交價2,036萬至2,218.8萬元，呎價
1.7萬至1.87萬元，單日吸金逾6,372萬
元。2月至今累沽6伙，套現約1.3億元。

凱譽十按盤蝕43萬離場
另一方面，疫市之下，市場驚現逾十

按銀主盤蝕讓易手。市場消息指出，尖

沙咀凱譽中層H室，實用445方呎，近日
以約1,000萬元易手，呎價約22,472元，
賬面要蝕43萬元。
消息指，原業主於2015年 11月以約
1,043萬元購入該物業，並向恒生銀行承
造首次按揭，其後至2016年2月開始，
陸續向多間財務公司加按單位，共將單
位逾十按，其中2019年4月，就曾加按
600萬元。最後一次即2019年11月，亦
曾加按50萬元。代理指出，業主於去年
11月首度將單位以1,250萬元放售，一個
月後減至1,150萬元，至數日前已通知代
理，上述單位淪為銀主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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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蘭克林證券投顧表示，因應市
場波動加劇局勢，現階段建議

投資策略可保有三項配置，即新興國
家當地公債、貨幣避險，以及日圓。
其中，當地公債可受惠於央行降息的
資金行情，雖然降息或國際事件易引
發當地匯價壓力，但可藉由匯率避險
的操作，純粹爭取於公債收益機會。

此外，日圓通常於股市修正或市場恐
慌時有逆勢上漲表現，日圓可穩定新
興國家資產的震盪程度。

買日圓沽澳元 對沖風險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宏觀投資團隊

投資長麥可．哈森泰博表示，中國疫
情爆發提醒投資者金融市場隨時可能

會有意外事件發生，因此投資宜重視
分散和防禦性。以投資安全避風險貨
幣日圓的方式，於市場恐慌情境時，
能保有逆勢上漲的資產。

看好巴西印尼墨西哥公債
此外，由於澳元與中國經濟和商品

市場的聯動強，做空澳元即可降低新
興國家資產的總爆險敏感度。在外匯
面採取防禦的操作下，即可爭取於新
興國家當地公債的債息和資本利得機
會，現階段看好政府積極進行改革的
巴西、印尼公債；以及高殖利率還有
充沛降息空間的墨西哥等公債、政府
逐漸開放外資投資的印度公債等。
富蘭克林坦伯頓新興國家固定收益

基金目前主要投資於新興國家當地公

債為主，以爭取當地債較美元債為高
的殖利率機會，區域配置以高債息的
拉丁美洲和新興亞洲公債為多，並搭
配購買日圓、做空澳元和歐元以抵減
新興國家貨幣部位的震盪風險(截至1
月底的配置)。

澳元歐元近來明顯貶值
根據彭博資訊，自今年1月17日新

興國家股市下跌以來已修正5.20%，
然而ICE美銀美林新興國家當地公債
原幣上漲1.23%，加計貨幣表現換算
成美元為損失0.63%，然而同時間日
圓升值 0.34%、澳元和歐元貶值
2.79%及1.63%，顯見若有搭配貨幣
避險操作即可有效抵減新興國家貨幣
匯損的侵蝕(截至2月10日的表現)。

歐元本周初受制1.0960美元附近阻力，周二
曾短暫向下逼近1.0890美元水平19周低位，
周三偏穩，大部分時間窄幅處於1.0905 至
1.0925美元之間。歐盟統計局本周三公佈歐元
區12月份工業生產按月下跌2.1%，按月有
4.1%跌幅，數據未對歐元構成太大下行壓
力。此外，美國近期公佈的經濟數據表現偏
強，帶動美元指數上周顯著反彈，本周二更向
上觸及98.94水平4個月高點，不過美國聯儲
局主席鮑威爾周二表示就業市場表現向好之
際，美元指數卻反而掉頭作出回吐，反映美國
經濟數據在12月份至1月份之間的好轉，已大
致反映在美元匯價過去1周多的升幅上。

美聯儲有機會轉鴿派
另一方面，美國聯儲局主席鮑威爾的言論已
略為關注新冠肺炎對經濟的影響可能波及美
國，不排除聯儲局在3月17日至18日舉行的
會議，其政策立場有機會再次偏鴿，抑制美元
表現，而歐元兌日圓交叉匯價周三重上120水
平，亦有助歐元跌幅放緩。美國本周四及周五
將分別公佈1月份的消費者物價指數以及零售
銷售，若果該些數據均依然未能帶動美元指數
進一步向上挑戰99水平，則預料歐元將反覆
走高至1.1000美元水平。
周二紐約4月期金收報1,570.10美元，較上
日下跌9.40美元。現貨金價周二受制1,574美
元水平後走勢偏軟，周三在1,562美元附近獲
得較大支持後逐漸回穩至1,567美元水平。雖
然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對美國經濟的表現依然偏
向樂觀，但美元指數未能擴大升幅至99水
平，有助減輕金價回吐壓力，而市場等候美國
公佈通脹以及零售銷售數據之際，預料現貨金
價將暫時上落於1,560至1,580美元之間。

市場憂慮情緒稍見改善，主要因為新
冠肺炎新增確診病例下降，令人期望疫情
高峰或已過去。中國周三公佈的新增確診
病例為1月底以來最低。中國國家衛健委
高級別專家組組長鍾南山接受訪問時稱，
疫情預計在2月達到高峰，可能在4月結
束。
另外，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FED)主席

鮑威爾周二在國會作證，表示美國經濟形
勢良好，但指出中國新冠肺炎疫情對前景
構成潛在威脅，且擔憂經濟的長期體質。
他亦重申當前1.5%-1.75%的短期借貸成
本目標區間，是保持經濟在既定軌道上擴
張的「適當」水平。
新西蘭央行周三維持指標利率於紀錄

低點不變，符合市場預期，暗示短期內沒
有必要調整政策，但若新冠肺炎疫情對於
經濟成長的威脅升高，將有調整政策的空
間。去年新西蘭央行降息75個基點。央
行稱，疫情爆發對新西蘭經濟的整體影響
不會持續太久，2020上半年可能受到溫

和衝擊。市場迅速縮減進一步寬鬆的押
注，目前市場預期下次3月會議降息25個
基點的機率不到10%。預估8月降息的機
率則有40%。另外，新西蘭央行總裁奧
爾(Adrian Orr)表示，預計新冠肺炎疫情
的影響將在約六周左右得到緩解。他說，
目前的假設是對中國的旅行禁令被解除，
3月在一定程度上恢復正常。

投資者減少降息的押注
紐元兌美元周三跳漲，因投資者縮減

對新西蘭作進一步降息的押注。圖表所
見，SI及隨機指數剛自超賣區域回升，
料紐元兌美元短線可稍呈喘穩，但向上亦
要留意 200 天平均線阻力，目前位於
0.65，上周已見受阻此區而引伸進一步回
挫，若此趟再受制此區，恐怕仍見紐元尚
處於下行走勢。
由去年10月初低位0.6204至12月底高

位0.6755，累計漲幅逾550點，回吐50%
的幅度將至0.6484，擴大至61.8%則為
0.6415水平。較大支持將參考去年11月
低位0.6323。至於向上較大阻力預估在
25天平均線0.6540及0.6670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 新加坡機構房地產私募
股權投資公司SC Capital Partners宣佈，
中國保利地產以2.7億澳元代價，向其買
入一項位於澳洲悉尼南面中央商業區
(CBD)的商業物業。SC Capital Partners
稱，其代表旗下RECAP基金與保利澳洲
簽約，向後者出售其在悉尼Goulburn
Street 59號的商業物業權益。
Goulburn Street 59號於1973年落成，

為一幢樓高26層的寫字樓大樓，淨可出
租面積19,470平方米。成交價相當於每方
米均價 13,867 澳元，初始租金回報率
4.9%。保利澳洲為保利地產於澳洲的分
支，該公司自2015年1月起進軍澳洲市
場，並在墨爾本及悉尼等地進行收購。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電訊（6823）昨以
視頻網絡直播方式舉行2019年度業績發
佈會，董事總經理許漢卿表示，預計在今
年4月推出5G，目標成為香港第一個推
出5G的營運商。她指，5G的重點不在於
價錢及數據的多少，而是着重於用戶體
驗，因此公司會推出多元化的應用及節目
內容，展現5G超低延遲傳輸的優點。
據公佈，截至去年12月31日止，香港

電訊2019年EBITDA為128.17億元，按
年升2%；合訂單位持有人應佔溢利較
2018年同期增加8%至52.17億元；每股
基本盈利為68.91仙；派末期息每股40.37
仙，連中期息全年共派息70.38仙。

保利地產2.7億澳元購澳洲商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