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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
六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六月份歐元區經濟情緒指數
六月份歐元區消費信心指數
六月份歐元區工業信心指數
五月份入口物價指數#
六月份歐元區協調化消費物價指數#
第一季國內生產總值# (修訂)
六月份芝加哥採購經理指數
六月份消費信心指標
第二季短觀擴散指標
五月份零售銷售#
六月份供應管理會製造業指數
五月份建築開支
五月份貨物及勞務貿易赤字 (澳元)
五月份歐元區失業率
五月份歐元區生產物價指數#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六月份失業率
六月份非農業就業人數
五月份貨物及勞務貿易赤字 (美元)
五月份工業生產
五月份零售額

獨立紀念日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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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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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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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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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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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5 萬
12.6%

+ 350 萬
530 億
+ 7.2%

-

上次
+ 0.6%

67.5
- 18.8
- 17.4
- 7.4%
+ 0.1%
- 1.6%

32.3
86.6
- 8

- 6.5%
43.1

- 2.9%
88 億
7.3%

- 4.5%
148.0 萬
13.3%

+ 250.9 萬
494 億

- 13.0%
-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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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29日）為期指結算日。恒指近期
在 24,000-25,300 點中窄幅上落，上周五
（26日）港股成交額由早前的平均1,200億
元，減少至不足1,000億元。
如看好恒指，可留意恒指牛證(51230)，收
回價24,100點，2023年1月到期，實際槓桿
46倍。如看淡恒指，可留意新上市的恒指
熊證(63290)，收回價25,050點，今年10月
到期。
騰訊（0700）旗下天美工作室與任天堂合
作，推出免費多人線上戰鬥競技場遊戲
「Pokemon Unite」，與騰訊旗艦遊戲《王
者榮耀》玩法相似，將支援手機平台及Nin-
tendo Switch連線對戰。
騰訊股價升上505元的上市新高後，暫時
高位稍回至485元。如看好騰訊，可留意騰
訊認購證(14280)，行使價519.08元，今年
12月到期，實際槓桿6倍。如看淡騰訊，可
留意騰訊認沽證(14270)，行使價417.8元，
今年11月到期，實際槓桿7倍。

看好美團留意購輪13409
據《晚點Latepost》報道，美團(3690)計
劃投資5億美元，參與理想汽車D輪融資。
美團股價近日創新高180元後，稍回至173
元，如看好美團，可留意美團認購證
(13409)，行使價 200.88 元，今年 12 月到
期，實際槓桿5倍。同時也可留意美團牛證
(51195)，收回價 165.88 元，今年 12 月到
期，實際槓桿15倍。如看淡美團，可留意
美團認沽證(13965)，行使價140.3元，今年
11月到期，實際槓桿5倍。
軟銀集團主席兼行政總裁孫正義宣布，即
日起辭任阿里（9988）董事，據最新年報資
訊顯示，軟銀持有阿里約25%股份，為阿里
單一最大股東。阿里股價升至近月高位
224.8元後，跌3%至214元，如看好阿里，
可留意阿里認購證(22501)，行使價259元，
今年9月到期，實際槓桿11倍。同時也可留
意阿里牛證(51894)，收回價208.88元，今年
12月到期，實際槓桿21倍。如看淡阿里，
可留意阿里認沽證(23096)，行使價198.88
元，今年10月到期，實際槓桿7倍。
本資料由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持牌人中銀國際亞洲有限公司(「本公司」)
發出，其內容僅供參考，惟不保證該等資料
絕對正確，亦不對由於任何資料不準確或遺
漏所引起之損失負上責任。本資料並不構成
對任何投資買賣的要約，招攬或邀請，建議
或推薦。

疫情帶旺 機器人板塊勁彈

根據彭博資料顯示，近3個月全球
股市牛市反撲，其中，機器人相

關類股整體上漲 49%，重回波段高
點，並超越以科技股為大宗的納斯達
克指數，後者漲幅僅44%，顯示雖然
受到疫情的干擾，機器人的投資主流
未受動搖。

第一金全球AI機器人及自動化產業
基金經理人陳世杰表示，雖然疫情一
度造成股價短期波動，卻無礙機器人
的中長期發展趨勢，甚至有推波助瀾
的效果，如：自動化物流和配送的需
求增加、企業加速自動化生產線的建
設，各國政府也積極投入各項資源推

動機器人技術研發。
國際機器人協會IFR在近期新出具

的報告中即指出，全球政府投入機器
人研發的金額已超過10億美元，其中
又以美、中、日、韓、德等5大國最積
極。日本是全球機器人的創新中心，
供應全球超過一半的工業機器人；韓
國在過去5年內，工業機器人的使用量
翻了一倍。

美國採用量料更上層樓
美國的機器人安裝量已連續成長8

年，在特朗普政府「製造業返美」的
號召下，預期機器人的採用量將更上
層樓。中國則急起直追，今年目標包
括：發展3家至5家具有全球競爭力的

機器人製造商、提高機器人度到每萬
名工人100台等。
陳世杰分析，政府、企業和個人對

機器人需求激增，主要原因有三：
一、強權爭霸，非典型作戰下，科技
實力成為未來競爭核心；二、因應去
全球化浪潮，供應鏈重組，仰賴更多
的自動化生產，解決勞動力短缺的問
題；三、機器人提供便利性、避免人
際接觸，降低疫情的擴散。
因此，陳世杰認為，儘管歐美疫情

尚未落幕、憂慮內地二次染疫再起、
全球各地抗爭事件不斷，全球經濟前
景難測，機器人產業的中長期向上趨
勢沒有改變，投資人應採取定期定額
分批布局，搭配逢回加碼因應。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新冠肺炎疫情帶旺機器人產業，推升 ROBO

Global機器人指數自波段低點迅速反彈近5成，重

回高點。業界指出，疫情改變全球製造業生態，刺

激各國政府、企業和消費者對自動化的需求，儘管經濟前景多

變，機器人產業中長期向上趨勢沒有改變，逢回都應該加碼布

局。 ■第一金投信

疫情仍處反覆 金價續受支撐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楚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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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走勢上周先抑後揚，主要受到對全球經
濟迅速復甦的期望降溫影響。英鎊、歐元等貨
幣回吐漲幅，而金價則受避險情緒所支撐。鑑
於第二波疫情的風險，市場人士保持審慎，儘
管經濟數據好轉。美國新增病例數攀升降低了
人們對經濟快速復甦的信心，且美國正考慮對
歐洲產品徵收關稅。
隨着美國許多地區新增病例數激增，曾經處於

疫情重災區的紐約州、新澤西州和康涅狄格州州
長宣布，他們將要求來自感染率較高的州的遊客
在抵達時進行隔離。美國單日新增病例數創紀
錄，打擊風險偏好，並推動金價連續第三周上
漲。另外，寬鬆的貨幣政策和主要央行為緩解疫
情影響而採取的一系列刺激措施引發了人們對通
脹的擔憂，已推動金價今年上漲了約16.5%。

短期支持暫看1745美元
倫敦黃金走勢，在前一周金價多日未能突破

1,745美元，至上周初終可作出突破，並延伸漲
幅至周三最高觸及1,779水平，雖然在上周五
晚一度出現回挫，但金價卻又剛好止住跌幅於
1,745水平上方，而且更於即晚出現快速反彈，
返回至1,770水準，可視為是一記不俗的技術

後抽，再加上圖表亦見10天平均線已上破25
天平均線，故可望金價有着重啟升勢的傾向，
上望較大阻力將會看至1,780及1,800美元關
口，下一級看至1,820美元。下方支持方面，
1,745美元亦將視為反制支持，此區同時亦是
10天平均線位置；較大支撐則會看至1,728及
1,717美元。
倫敦白銀方面，銀價上周仍告延續窄幅上落

走勢，未有突破本月初以來之波動範圍，估計
銀價仍處橫盤待變局面。較近阻力預估在本月
未能突破的18.28，下一級看至18.50及100個
月平均線18.92美元。至於下試支撐則參考
17.70以至250天平均線16.95美元，進一步將
會看至100天平均線16.26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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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29日（星期一）

　　招標項目：深圳免稅(香港)有限公司誠邀合資格的承辦商為其屯門倉裝修
工程進行投標資格預審。 經預審後之認可承辦商，將有機會獲邀參與投標此
項目。 

項目資料：
招標項目  ： 屯門倉裝修工程
物業位置   ： 香港屯門 
物業需裝修的面積　： 約1000m2
承辦商資格要求  ： 信譽良好、豐富經驗及財政穩健

承辦商須提交之預審資料：
1.    　　有效之公司註冊證明文件副本；
2.    　　有效之商業登記證副本；
3.    　　公司簡介及聯繫資料；
4.    　　公司架構及項目隊伍組織表；
5.    　　項目隊伍組織主要工程人員之工作經驗及學歷；
6.    　　註冊資本；
7.    　　公司財務資料包括收入來源及借貸記錄等；
8.    　　過去 3 年已審核之公司財務報告 
9.    　　任何公司財務文件或資料以證明公司財政狀況健全；
10.  　　公司現時正執行之主要合約工程 
11.  　　過去 3年相關工程資料，包括客户名稱、合約金額、工期、工程內
　　　　容等；
12.  　　認可品質管理系統證書副本或相關管理程序；
13.  　　公司過往三年之工地意外及事故記錄 (如有)；
14.  　　有關工程項目合約之申索記錄；
15.  　　 公司業務訴訟及索償記錄（如有），另外由律師行發出的無法律訴
　　　　訟證明；
16.  　　過去 2 年之推薦信 / 嘉許信副本；

邀請方將揀選合資格公司參與投標。 

截止日期及交回地址：有意參加者必須以書面密封形式於 2020年7月15日 
（星期三）下午五時或以前，連同所需文件，封面請註明︰「屯門倉免稅倉
裝修工程承辦商投標資格預審」字樣，交回香港金鐘力寶中心2座 2002室深
圳免稅（香港）有限公司。逾期恕不受理。

如欲查詢，請致電 (852) 2721 6373或電郵至 paddy@szdfhk.com.hk 與潘志
奇先生聯絡。 

深圳免稅(香港)有限公司謹啟
　　　　　　　　　　　　　　　　　　　　　　　　2020年6月29日

　　招標項目：深圳免稅(香港)有限公司誠邀合資格的承辦商為其屯門倉裝修
工程進行投標資格預審。 經預審後之認可承辦商，將有機會獲邀參與投標此
項目。 

項目資料：
招標項目  ： 屯門倉裝修工程
物業位置   ： 香港屯門 
物業需裝修的面積　： 約1000m2
承辦商資格要求  ： 信譽良好、豐富經驗及財政穩健

承辦商須提交之預審資料：
1.    　　有效之公司註冊證明文件副本；
2.    　　有效之商業登記證副本；
3.    　　公司簡介及聯繫資料；
4.    　　公司架構及項目隊伍組織表；
5.    　　項目隊伍組織主要工程人員之工作經驗及學歷；
6.    　　註冊資本；
7.    　　公司財務資料包括收入來源及借貸記錄等；
8.    　　過去 3 年已審核之公司財務報告 
9.    　　任何公司財務文件或資料以證明公司財政狀況健全；
10.  　　公司現時正執行之主要合約工程 
11.  　　過去 3年相關工程資料，包括客户名稱、合約金額、工期、工程內
　　　　容等；
12.  　　認可品質管理系統證書副本或相關管理程序；
13.  　　公司過往三年之工地意外及事故記錄 (如有)；
14.  　　有關工程項目合約之申索記錄；
15.  　　 公司業務訴訟及索償記錄（如有），另外由律師行發出的無法律訴
　　　　訟證明；
16.  　　過去 2 年之推薦信 / 嘉許信副本；

邀請方將揀選合資格公司參與投標。 

截止日期及交回地址：有意參加者必須以書面密封形式於 2020年7月15日 
（星期三）下午五時或以前，連同所需文件，封面請註明︰「屯門倉免稅倉
裝修工程承辦商投標資格預審」字樣，交回香港金鐘力寶中心2座 2002室深
圳免稅（香港）有限公司。逾期恕不受理。

如欲查詢，請致電 (852) 2721 6373或電郵至 paddy@szdfhk.com.hk 與潘志
奇先生聯絡。 

深圳免稅(香港)有限公司謹啟
　　　　　　　　　　　　　　　　　　　　　　　　2020年6月30日

深圳免稅(香港)有限公司
屯門倉裝修工程承辦商投標資格預審公告

深圳免稅(香港)有限公司
屯門倉裝修工程承辦商投標資格預審公告

股票代碼：A股：600663	 股票簡稱：陸家嘴	 編號：臨 2020 － 024
	 B 股：900932	 陸家 B股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部分高級管理人員及

其他核心團隊成員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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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增持基本情況：公司部分高級管理人員及其他核心團隊成員使用 2019 度
超額獎勵，於 2020 年 6 月 23 日至 2020 年 6 月 24 日，通過二級市場一共增持了
575,900 股公司 A股股票（股票代碼：600663），本次增持的股票總數占公司總股本
的 0.0143%。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第八屆董事會
薪酬與考核委員會 2019 年第二次會議及第八屆董事會第六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
2019 年實行與公司業績指標掛鉤的超額獎勵的議案》，第八屆董事會 2020 年第二次
臨時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 2019 年超額獎勵分配比例的議案》。根據上述議案，公
司部分高級管理人員及其他核心團隊成員獲得了 2019 年度超額獎勵，並按照規定，
於 2020 年 6 月 23 日至 2020 年 6 月 24 日，將超額獎勵所得全額通過二級市場增持
了公司 A股股票（股票代碼：600663），具體情況如下：

一、增持主體的基本情況。
	 	 1、核心團隊中的董事長、總經理以及執行董事嚴格按照「如公司薪酬預算與上海
市浦東新區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的薪酬發放規定不一致的，按孰低的原則發放其
薪酬」的規定，不領取相應的超額獎勵。

2、公司部分高級管理人員增持情況如下表：
（單位：股）

姓名 職務 增持前持有股票 本次增持數量 增持後持有股票
丁曉奮 副總經理 68,000 27,000 95,000
周偉民 副總經理 95,556 27,500 123,056
周		翔 副總經理 96,792 30,400 127,192
賈		偉 副總經理 70,000 30,000 100,000
王		輝 董事會秘書 70,560 27,800 98,360
胡		習 財務總監 10,400 25,300 35,700
小計 411,308 168,000 579,308

	 	 3、其他核心團隊成員 30人，此次一共增持了 407,900 股。

二、增持的主要內容。
	 	 1、本次增持股份的目的：基於對公司未來發展的信心，也為了進一步激發公司核
心團隊成員的責任感、使命感，強化目標責任意識，使其利益與公司長遠發展更緊密
結合，努力促進公司經營業績持續穩步增長，為股東創造更大的價值。
	 	 2、本次增持股份的種類：公司 A股，股票代碼：600663。
	 	 3、本次增持股份的實施情況：公司部分高級管理人員及其他核心團隊成員使用
2019 年度超額獎勵，於 2020 年 6 月 23 日至 2020 年 6 月 24 日，通過二級市場一共
增持了 575,900 股公司 A股股票（股票代碼：600663），本次增持的股票總數占公司
總股本的 0.0143%。	
	 	 4、本次增持股份的資金來源：2019 年度與公司業績指標掛鉤的超額獎勵。

三、其他。
	 	 上述核心團隊成員承諾在其本人退出超額獎勵對像範圍前不在二級市場出售或以
其他方式轉讓本次增持的股票，且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承諾遵守《公司法》、
《證券法》、《關於上市公司大股東及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增持本公司股票相
關事項的通知》、《上市公司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變動管
理規則》、《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東及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減持股份實
施細則》關於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購買及轉讓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的規定。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體為《上海證券報》、《中國證券報》、《證券時報》、《證
券日報》、《香港文匯報》及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有關信息均
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體披露信息為準，敬請廣大投資者關注相關公告，並注意投資風
險。
	 	 特此公告。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啟 事
省善真堂位於九龍塘律倫街7-8號的骨灰龕，

已於2020年6月15日獲 「私營骨灰龕安置所發牌委

員會」 發出原則上同意豁免書。

在獲發正式豁免書前，本堂需要向發牌委員會

提交安奉人資料。但有部份雙人／三人龕位安奉

人資料不全。本堂曾根據奉祀人（後人）在認訂

龕位時向本堂提供的聯絡資料，多次用電話及郵寄

方式聯絡有關奉祀人而不果。

鑒於一經遞交安奉人資料後，發牌委員會將會

記錄在案，以後將不能更改。所以懇請上述龕位的

奉祀人盡快與本堂辦事處謝小姐或王先生（電話

2336 1578）聯絡，以便補交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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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啟

註： #代表增長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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