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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振華重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第
二十三次會議決議公告

上海振華重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第二十三次會議
於2021年6月6日以書面通訊的方式召開，會議應到董事9人，出席董事9人。會議的召開及
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關規定，與會董事一致審議通過如下議案一、《關
於修改<公司章程>的議案》。二、《關於修改<董事會議事規則>的議案》。三、《關於修
改<股東大會議事規則>的議案》。四、《關於公司董事會換屆選舉的議案》。五、《關於
召開公司2020年年度股東大會的議案》。六、《關於聘任王柏歡先生為公司副總經理的議
案》。上述議案一、議案二、議案三、議案四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東大會審議。特
此公告。

上海振華重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21年6月7日

證券代碼：600320 900947　　股票簡稱：振華重工　振華B股 編號：臨2021-020

上海振華重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屆監事會第
十六次會議決議公告

上海振華重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第七屆監事會第十六次會議
於2021年6月6日召開，應到監事3人，實到3人。本次會議的召開及程序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相關規定，審議通過如下議案：一、《關於公司監事會換屆選舉的議案》。
二、《關於修改<監事會議事規則>的議案》。議案一、議案二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
東大會審議。特此公告。

上海振華重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監事會
2021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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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振華重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關於選舉職工監
事的公告

鑒於上海振華重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第七屆監事會任期即將屆
滿，根據《公司法》、《證券法》及《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等法律、法規及《公
司章程》的有關規定，應按程序進行監事會換屆選舉工作。同意選舉衛巍先生(簡歷附後)為
公司第八屆監事會職工代表監事。任期與第八屆監事會一致，該職工代表監事與公司2020
年年度股東大會選舉產生的兩名非職工代表監事共同組成公司第八屆監事會。特此公告。

上海振華重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監事會
2021年6月7日

證券代碼：600320 900947　　股票簡稱：振華重工　振華B股 編號：臨2021-023

上海振華重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關於召開2020年
年度股東大會的通知

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第二十三次會議定於2021年6月28日採用現場投票和網絡投票相結合的
方式召開2020年年度股東大會。

上海振華重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21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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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貿易港成內地開放新高地

如果將自由貿易區比喻為世界經濟的皇冠，
那麼自由貿易港就是皇冠上一顆璀璨的明

珠。目前排名世界集裝箱港口中轉量前列的新加
坡、中國香港，均實施自由港政策。通過這項政
策的實施，他們吸引了大量集裝箱在亞太區域的
這兩家自由貿易港中轉，從而奠定了兩家世界集
裝箱中心樞紐的地位。特別是以自由貿易港立國
的新加坡，已經是目前全球範圍內自由貿易港的
成功樣本。
新加坡早在1969年就通過自由貿易區法案。

1986年啟動國家貿易網絡開發計劃，並通過
TradeNet這一世界上第一個全國性一單多報的
電子口岸平台，實現人、財、物的自由高效流

動。接下來於1989年，推出了全國電子數據交
換系統貿易網。通過該系統打通了海關、稅務
等逾35個與進出口貿易相關的部門，實現所有
通關程序統一經貿易網執行。使得原本需要2
至7天的通關時間，成功縮短至1分鐘。此外，
需要向各個不同監管部門提交的多份紙質文
件，也減少至只需要提供1份電子文檔即可。
到了2007年，新加坡政府又一次性投入15億新
元，在原來的TradeNet連接相關政府監管部門
的基礎上，實現物流企業與其客戶及供應商的
互通互聯，並同時實現與國外口岸網絡的互通
互聯，此舉極大地促進了貿易自由化和便利
化。可以說，新加坡通過技術創新贏得優於其
他自由貿易港的優勢，使其成為世界上利用率
最高的港口。
總體而言，新加坡以及香港的自由貿易制度

是當今全世界最為自由的，金融服務業水平更是
世界級的水準，他們的核心競爭力並非一蹴而就
能輕易撼動。
如今，從內地上海、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情

況來看，他們很大程度上借鑒了新加坡、香港等
地的一些做法，實行一線放開、二線管住、區
（島）內自由等（類似於「關內境外」）。當
然，兩地在建設的過程中也可能會結合實際情
況，有一些差異化的地方。內地除上海、海南之
外，寧波亦很期盼建設自由貿易港，打造「超級
樞紐」。

相關概念股或成A股又一「風口」
當前，從上海和海南兩家自由貿易港建設情

況來看，在投資、貿易自由化等方面與新加坡、
香港尚存在一定的差距。不過，對於上海而言，
作為上海自貿區昇華而來的上海自由貿易港，已
經上升到國家經濟制度創新及國家戰略層面，肩
負驅動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重任。
不遠的將來，在各大政策禮包轟向自貿港的

背景下，相關自由貿易港概念股或將會成為A股
明日之風口，深受追捧。
註：作者為著名經濟學家，著有《床頭經濟

學》。本欄逢周一刊出

目前在全世界範圍內，自由貿易港大約有100多個，例如香港、新加坡、迪

拜、德國漢堡、荷蘭鹿特丹等自由貿易港。但是能夠躋身世界前四強的只有鹿

特丹港、新加坡、香港和釜山港。作為四個世界級自由貿易港，當前它們已成

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一個主要引擎。
宋清輝
著名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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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價短期仍存下跌風險
出擊金匯
英皇金融集團 黃楚淇

美元上周稍呈回穩，市場人士正
為美國即將公布的一系列美國經濟
數據作好準備；最近美國經濟出人
意料地強勁反彈，令投資者不敢大

量增加空頭頭寸。美聯儲官員上周
紛紛發聲，呼籲考慮開始「縮減購
債」。紐約聯邦儲備銀行亦宣布，
美聯儲將從6月7日開始逐步減持其
投資於公司債的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投資組合，這是出脫其在疫情
期間購買的公司債的第一步；這可
能是聯儲最終縮減量化寬鬆政策的
前兆。另外，由於近期美國數據普
遍造好，亦進一步對美元形成支
撐。不過，上周五公布的美國5月
非農就業崗位僅增加55.9萬個，稍
為遜於預期的65萬個增幅，令美元
再復承壓，但平均時薪月率及年率
分別報0.5%及2.0%，均優於預期，
這或許有助限制美元跌幅。而美國5
月失業率報5.8%，預估為5.9%。

支持位暫看1870美元
倫敦黃金走勢，金價在上周四顯

著下跌，因好於預期的美國就業和
服務業數據推高美元，並提振了人
們的預期，即強勁的經濟數據可能
會再次引發有關美國聯邦儲備理事
會(FED)縮減支持的討論。金價一
度觸及5月19日以來最低的1,855.6
美元，但由於周五公布的非農數據
未如市場預期的強勁，令金價得以
走穩，重登1,890水平。技術走勢
而言，MACD指標剛跌破訊號線，

而金價在上周跌破延伸自5月初的
上升趨向線及10天平均線1,896美
元後，若本周金價仍居於此區下
方，預料金價仍有回跌傾向；下方
支撐看至1,870以至1,855美元，下
一級回看之前險守着的1,850水平。
另外，以黃金比率計算，38.2%及
50%的回吐水平則在1,825及1,797
美元。上方較大阻力預估在1,910以
至上周高位1,916.40美元。

本周數據公布時間及預測(6月7日-11日)

日期
7
8

9

10

11

國家

德國
美國
日本
德國

美國

英國

美國

香港時間

3:00 PM
8:30 PM
7:50 AM
3:00 PM

8:30 PM

4:30 PM

8:30 PM

報告
無重要數據公布
四月份工業生產#
四月份貨物及勞務貿易赤字(美元)
五月份貨幣供應 #
四月份貿易赤字 (歐元)
五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截至前周六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四月份貨物及勞務貿易赤字(英鎊)
四月份工業生產#
六月份密茲根大學消費情緒指數

預測

-
686億
-
-

+0.4%
36.5萬

-
-

83.5

上次

+5.1%
744億
+9.2%
205億
+0.8%
38.5 萬
19.66億
+3.6%
82.8

註：#代表增長年率

柏傲莊III趁熱加推338伙周六賣
新盤兩日售逾410伙 4周最旺

十大屋苑兩日成交企穩雙位數

大圍站上蓋項目柏傲莊 III成周末樓市焦點，首輪開

售的331伙單位，上周六傍晚即全部沽清，套現逾

43.7億元。市民入市熱情助新盤市場持續暢旺，綜合

市場消息，剛過去的周六及周日總計沽出約411伙新

盤，為4周來最旺的周末。發展商見反響超預期便趁熱

加推，昨傍晚加推三號價單涉338伙，折實售價由

688.9萬元起，料最快本周六將進行次輪銷售。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香港文匯報訊 國際扶輪3450地區與香港
數碼港宣布可持續發展及環境保育的合作項
目，包括合辦「2021構建智能公園」比賽，
希望能吸引年輕人及創科界人才，徵集創意
與執行性兼備的智能公園方案，推動可持續
的智慧城市發展。
活動於上周末聯合國世界環境日舉行啟動

禮。數碼港首席公眾使命官陳思源表示，希
望可以透過是次比賽，激發起年輕人和初創
的創意思維，以人為本地將科技應用到公園
場景，設計出能夠提升公園管理水平、改善
公園環境及提升公眾體驗的智能公園方案。
數碼港亦會積極研究採納合適方案於數碼港
海濱公園的優化計劃中，冀能為園區的使用
者，建構一個更舒適便捷的海濱公園。

數碼港合辦比賽徵集智能公園方案

●國際扶輪3450地區加強與數碼港在可持續
發展及環境保育的合作，包括合辦「2021構
建智能公園」比賽。

新世界營業及市務總監黃浩賢昨於記者會透露，由於
市場反應非常熱烈，向隅客眾多，回應市場需求推

售次輪。他相信次輪銷情與首輪相若，十分看好後市，強
調柏傲莊為交通樞紐上蓋，區內鐵路上蓋貨源供應十分有
限，潛在升幅非常可觀。

307呎折實688.9萬入場
三號價單顯示，次輪銷售涉338伙，包括32伙一房單
位、139伙兩房單位、106伙三房單位，以及61伙四房單
位，實用面積307至1,022呎，以180天現金優惠付款計劃
的20%折扣優惠計，折實售價為688.9萬至2,590萬元，折
實呎價由18,498至25,952元。
入場單位為為1A座8樓D室，實用面積307呎，定價
861.2萬元，折實售價688.9萬元，折實呎價22,440元。是
次首推第1座正河景四房一套戶「樓王」，實用面積達
998呎，定價3,237.6萬元，價單呎價32,441元，折實售價

2,590萬元，折實呎價25,952元。

THE HENLEY單日售出4伙
其餘新盤在周末亦有不俗成交。啟德THE HENLEY單

日即沽出4伙單位，套現逾3,558萬元。4伙單位成交價介
乎583.1萬至1,280.44萬元，合共套現約3,558.27萬元。此
外，市場消息顯示，觀塘凱匯兩日共錄12宗成交，康城
Sea To Sky沽出8伙新盤，屯門御海灣亦有5宗成交。

21 BORRETT ROAD再沽1伙
另一邊，豪宅市場亦有大手成交。長實21 BORRETT
ROAD項目昨以招標形式售出一伙，單位17樓1號室，實
用面積2,945平方呎，5房間隔，成交金額2.38億元，實用
面積呎價81,000元。該盤過去6日內錄得3宗成交，套現
約6.42億元， 全個項目迄今累售11伙，共套現27.94億
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新盤戰況激
烈，二手樓市也不謙讓，多間代理反映，多區
盤源稀缺，買少見少，甚至出現準買家願意追
價入市的現象。據四大代理數據顯示，6月首個
周末（6月5日至6日）十大屋苑成交分別錄16
至20宗，連續多周企穩雙位數成交，樓市整體
購買力湧現。

購買力湧現 樓價升勢未止
美聯住宅部行政總裁布少明昨透露，受新盤

銷情大旺帶動，二手市場的入市氣氛亦見積
極，有業主開價進取，惟不少準買家願意追價
入市。他料樓價升勢未止，市場購買力湧現，
鍾情優質單位之買家必需出價進取才可買得心
頭好，相信「新高價」成交仍會持續出現。該
行的十大屋苑，於剛過去的周末錄約20宗買
賣，連續4個周末企穩20宗成交。
樓市氣氛熾熱，有賣家態度企硬。港置西九
龍昇悅居分行高級區域董事文啟光透露，西九

四小龍盤源缺，市民普遍對後市有信心，部分
業主叫價提升約1%至2%，同時收窄議價空間
至僅約1%，而個別業主甚至選擇封盤觀望後
市。該行的十大屋苑於剛過去的周末，合共錄
16宗成交，連續5周錄得雙位數成交。
中原亞太區副主席兼住宅部總裁陳永傑則

料，大圍新盤宣布加推應市，會搶去各區二手
買家，但有向隅客心急入市，即轉向同區二手
屋苑覓盤。二手盤源短缺、買家缺乏選擇下，
甚至會轉到二三線屋苑入貨。該行稱買家積極
入市，於剛過去的周末，該行的十大屋苑錄得
19宗成交，但零成交屋苑則上升至3個。

盤源短缺 業主叫價硬淨
利嘉閣總裁廖偉強預計，大多數區的盤源稀
缺，在單位選擇較少，業主叫價硬淨的情況
下，二手入市步伐仍可維持平穩。利嘉閣數據
顯示，在剛過去的周末，該行的十大屋苑累錄
20宗二手成交，按周增加1宗。

柏傲莊III 3號價單資料
第3號價單

單位實用面積

折實售價

折實呎價

入場單位

338伙

307至1,022方呎

688.9 萬至 2,590.0
萬元

18,498 元至 25,952
元

1A座8樓D室

● 新世界黃浩
賢稱，由於市
場對柏傲莊 III
反 應 非 常 熱
烈，向隅客眾
多，回應市場
需 求 推 售 次
輪。

香港文匯報
記者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