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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首季GDP料增長2.5%
經濟學者預測儲局低息政策不變

美國將在本周公布季度首季國內生產
總值（GDP）數據，據彭博經濟學家預測
，受惠於一年來最強勁的季度消費增長，
美國經濟可抵住燃料上漲的壓力，仍然錄
得升幅，不過未足以讓美聯儲局改弦易轍
，低息政策可能依然維持至2014年。

本報記者 劉靜遠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
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

重要內容提示：
◆本次會議沒有否決提案的情況；
◆本次會議沒有新提案提交表決。
一、會議召開和出席情況
上海大江（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於2012年4月20日

在上海松江區文誠路765號上海新暉大酒店12樓黃山廳召開。本次股東大會由公司董
事會召集，董事顧偉文主持會議。

參加表決的股東（股東授權代理人）共134人，共持有代表公司217,969,221股有
表決權股份，佔公司股份總數的32.2294％。其中：A股股東及股東代表為84人，代表
股份212,156,208股；B股股東及股東代表50人，代表股份為5,813,013股。

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及上海市誠致信律師事務所律師出席了本次會
議。本次股東大會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股東大會議事規則》的有關規
定。

二、提案的審議和表決情況
本次股東大會共審議了二項議案，會議採用記名投票表決方式逐項投票表決，結

果如下：
（一）審議通過《關於授權轉讓子公司上海申德機械有限公司股權的議案》，同

意以資產評估值為依據轉讓公司所持有的申德公司30%股權以及上海大江共創投資有限
公司所持有的申德公司50%股權，並授權公司總裁全權處理相關事宜。

（二）審議通過《關於註銷上海大江（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孵化廠的議案》，同
意註銷上海大江（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孵化廠。

三、律師見證情況
本次股東大會聘請上海市誠至信律師事務所許菁律師出席並出具法律意見書，主

要法律意見如下：公司本次股東大會的召集、召開程序符合法律、法規及《公司章
程》、《公司股東大會議事規則》的規定；出席會議人員的資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東大會議案的提議程序合法、有效；表決程序符合法律、法規及《公司章程》、《公
司股東大會議事規則》的規定。

四、備查文件
1、股東大會會議決議；
2、法律意見書。
特此公告。

上海大江（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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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江（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會議決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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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mportant Notes
1.1 The Board of Directors, the Supervisory Committee as well as directors, su－
pervisors and senior executives of Anhui Gujing Distillery Company Limite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Company”) guarantee that this report does not
contain any false information, misleading statement or material omission and will
take individual and/or joint liabilities for the factuality, accuracy and complete－
ness of this report.
1.2 Financial statements for the first quarter of 2012 have not been audited by
an accounting firm.
1.3 Mr. Yu Lin, principal of the Company, Mr. Ye Changqing, principal of the
accounting work, and Ms. Xia Xueyun, person in charge of the accounting organ
(chief accountant) , hereby confirm that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enclosed in the
quarterly report are factual and complete.
[ English Translation for Reference Only. Should there be any discrepancy be－
tween the two versions, the Chinese version shall prevail.]
§2 Company Profile
2.1 Main accounting data and financial indices

Unit: RMB Yuan
31 Mar. 2012 31 Dec. 2011 Increase/

decrease (%)
Total assets (Yuan) 4,314,015,510.03 4,241,819,550.30 1.70%
Owners’ equity attributable to share－
holders of the Company (Yuan) 3,017,207,021.53 2,761,115,284.45 9.27%

Total share capital (share) 251,800,000.00 251,800,000.00 0.00%
Net assets per share attributable to
shareholders of the Company (Yuan/
share)

11.98 10.97 9.21%

Jan.-Mar. 2012 Jan.-Mar. 2011 Increase/
decrease (%)

Gross revenue (Yuan) 1,318,602,541.17 941,428,281.84 40.06%
Net profit attributable to shareholders of
the Company (Yuan) 256,091,737.08 167,158,132.24 53.20%

Net cash flows from operating activities
(Yuan) -43,944,281.40 -9,490,044.01 -363.06%

Net cash flows per share from operat－
ing activities (Yuan/share) -0.17 -0.04 -336.30%

Basic EPS (Yuan/share) 1.02 0.71 43.66%
Diluted EPS (Yuan/share) 1.02 0.71 43.66%
Weighted average ROE 8.86% 14.75% -5.89%
Weighted average ROE after deducting
non-recurring gains and losses 8.75% 14.55% -5.80%

Items of non-recurring gains and losses
√Applicable □Inapplicable

Unit: RMB Yuan
Items of non-recurring gains

and losses
Amount from 1 Jan. 2012

to 31 Mar. 2012 Notes (if applicable)

Non-operating net income 4,384,694.94
Effect on income tax -1,096,173.74

Total 3,288,521.20
2.2 As at the end of reporting period, the total number of shareholders and
shareholding by the top ten shareholders with shares not subject to trading
moratorium

Unit: share
Total number of shareholders at the end

of the reporting period 10,980

Shares held by the top ten shareholders not subject to trading moratorium

Full name of shareholder
Shares not subject to

trading moratorium held
at the period-end

Type of share

ANHUI GUJING GROUP COMPANY
LIMITED 135,702,011RMB ordinary shares

KGI ASIA LIMITED 5,183,214Domestically listed for－
eign shares

GUOTAI JUNAN SECURITIES
(HONGKONG) LIMITED 4,495,704Domestically listed for－

eign shares
CHINA MERCHANTS SECURITIES
(HK) CO., LTD 4,325,012Domestically listed for－

eign shares

UBS (LUXEMBOURG) S.A. 3,686,917Domestically listed for－
eign shares

TRIVEST CHINA FOCUS MASTER
FUND 3,275,143Domestically listed for－

eign shares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GF WEALTH ACCUMULA－
TION OPEN-ENDED EQUITY FUND

3,000,000RMB ordinary shares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GALAXY YINTAI FINANC－
ING DIVIDEND FUND

2,743,848RMB ordinary shares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 TIANHONG SELECTED
MIXED TYPE FUND

2,431,935RMB ordinary shares

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 -
SOOCHOW VALUE GROWTH DOUBLE
POWER STOCK FUND

2,412,712RMB ordinary shares

§3 Significant Events
3.1 Significant changes in major accounting data, financial highlights and reasons
for these changes
√Applicable □Non-applicable
(1) Notes receivable at the period-end increased 42.18% over the year-begin,
which was mainly because income increased and more transactions were settled
with notes.
(2) Interest receivable at the period-end decreased 100% over the year-begin,
which was mainly because mature term deposits flowed in.
(3) Construction in progress at the period-end increased 37.89% over the year-
begin, which was mainly because of the on-going projects financed with raised
funds and those with self-owned funds.
(4) Accounts payable at the period-end decreased 44.95% over the year-begin,
which was mainly because the Company paid for materials.
(5) Accounts received in advance at the period-end increased 70.94% over the
year-begin, which was mainly because sales expanded and goods payments re－
ceived in advance increased accordingly.
(6) Operating revenue for the reporting period increased 40.06% over the same
period of last year, which was mainly because the sales volume of distilled spirit
increased.
(7) Operating cost for the reporting period increased 38.61% over the same pe－
riod of last year, which was mainly because sales increased.
(8) Business taxes and surtaxes for the reporting period increased 38.69% over
the same period of last year, which was mainly because sales increased.
(9) Selling expense for the reporting period increased 67.02% over the same pe－
riod of last year, which was mainly because the Company input more effort for
sales promotion, causing higher expenses on services and advertising.
( 10) Financial expense for the reporting period decreased 235.79% over the
same period of last year, which was mainly because the note handling fees re－
ceived by the Company and the interest income from structural deposits increased.
(11) Operating profit for the reporting period increased 58.54% over the same
period of last year, which was mainly because sales income increased.
(12) Total profit for the reporting period increased 58.35% over the same period
of last year, which was mainly because sales income increased.
( 13) Income tax expense for the reporting period increased 73.91% over the
same period of last year, which was mainly because total profit increased.
(14) Net profit for the reporting period increased 53.20% over the same period
of last year, which was mainly because sales income increased.
(15) Net cash flows from operating activities for the reporting period decreased
363.06% over the same period of last year, which was mainly because the weight
of settlements with notes increased and holdover taxes from 2011 were paid in
the reporting period.
3.2 Progress of significant events as well as their influence and solutions
3.2.1 Non-standard audit opinion
□Applicable √Inapplicable
3.2.2 The Company provides funds for th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 or its related
parties or provides external guarantees in violation of the prescribed procedure
□Applicable √Inapplicable

3.2.3 Significant contracts signed and executed concerning routine operation
□Applicable √Inapplicable
3.2.4 Other
√Applicable □Non-applicable

Raised investment project Budget
input (1)

Accumulative
invested

amount (2)

Investment progress as
at the end of the period

(3) ＝ (2) /(1)

Change
or not

Re－
mark

Technological Transform on the
Brewage of High -quality Base
Wine

12,194.42 1,509.79 12.38% No

Construction of Base Wine
Blending & Filling Centre and
Ancillary Facilities

65,921.06 7,102.73 10.77% No

Construction of Marketing Net－
work 27,500.00 11,146.75 40.53% No

Construction of Brand Commu－
nication 17,000.00 8,022.98 47.19% No

Total 122,615.48 27,782.25 22.66% No
3.3 Commitments made by the Company, its shareholders and actual controller
Commitments made by the Company, its directors, supervisors, senior executives,
shareholders holding over 5% of the Company’ s shares, actual controller and
other related parties in the reporting period, or such commitments carried down
into the reporting period
□Applicable √Inapplicable
3.4 Warnings of possible loss or large -margin change of the accumulated net
profit made during the period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to the end of the
next reporting period compared with the same period of the last year according to
prediction, as well as explanations on the reasons
□Applicable √Inapplicable
3.5 Other significant events
3.5.1 Securities investment
□Applicable √Inapplicable
3.5.2 Reception of research, interviews and visits in the reporting period
The Company received no field researches or written inquiries from investors dur－
ing the reporting period.
3.6 Derivative Investment
□Applicable √Inapplicable
3.6.1 Derivatives held as at the end of the reporting period
□Applicable √Inapplic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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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古井貢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屆董事會第 9次會議決議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資訊披露內容的真實、 準確、 完整，

沒有虛假記載、 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安徽古井貢酒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公司”） 第六屆董事會第 9

次會議通知於 2012 年 4 月 10 日發出， 並以通訊表決的方式於 2012 年 4
月 20 日召開。 應出席董事 9 人， 實際出席 9 人。 會議的召開符合 《中華
人民共和國公司法》 和 《公司章程》 的有關規定。

決議及表決結果如下：
1、 審議並通過了關於公司 2012年第一季度報告及摘要的議案；
全體董事認為公司已嚴格按照上市公司財務制度規範運作， 能夠按照

定期報告的編報規則編制公司 2012 年第一季度報告， 該報告公允的反映
了公司第一季度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

表決結果： 9 票贊成， 0 票反對， 0 票棄權
2、 審議並通過了關於公司使用銀行承兌匯票支付募集資金投資項目

資金的議案。 （詳見公司 2012-015 號公告 《關於使用銀行承兌匯票支付
募集資金投資項目資金的公告》）

表決結果： 9 票贊成， 0 票反對， 0 票棄權
特此公告

安徽古井貢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日

證券簡稱： 古井貢酒、 古井貢 B 公告編號： 20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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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古井貢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屆監事會第 7次會議決議公告
本公司及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資訊披露的內容真實、 準確、 完整，

沒有虛假記載、 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安徽古井貢酒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公司”） 第六屆監事會第 7

次會議通知於 2012年 4月 10日發出並於 2012 年 4 月 20 日以通訊表決方
式召開。 會議由監事長許鵬先生主持。 會議應出席監事 5 名， 親自出席 5
名， 本次會議符合 《公司法》 和 《公司章程》 的有關規定。

決議及表決結果如下：
1、 審議並通過了公司 2012年第一季度報告及其摘要。
全體監事認為公司董事會嚴格按照上市公司財務制度規範運作， 能夠

按照定期報告的編報規則編制公司 2012 年第一季度報告， 該報告公允的
反映了公司第一季度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

表決結果： 同意 5票， 反對 0票， 棄權 0票
2、 審議並通過了關於公司使用銀行承兌匯票支付募集資金投資項目

資金的議案。
監事會認為公司使用銀行承兌匯票支付 （或背書轉讓支付） 募集資金

投資項目資金， 不存在變相改變募集資金用途或影響募集資金投資計畫正
常進行的情形， 有利於進一步提高資金使用效率、 降低資金使用成本、 更
好地保障公司及股東利益。 同意公司使用銀行承兌匯票支付募投專案資金
的事項。

表決結果： 同意 5票， 反對 0票， 棄權 0票
特此公告

安徽古井貢酒股份有限公司
監 事 會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日

證券簡稱： 古井貢酒 古井貢 B 公告編號： 20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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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古井貢酒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使用銀行承兌匯票支付

募集資金投資項目資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資訊披露內容的真實、 準確和完整，

沒有虛假記載、 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安徽古井貢酒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公司”） 第六屆董事會第 9

次會議於 2012年 4月 20日召開， 會議審議通過了 《關於使用銀行承兌匯
票支付募集資金投資項目資金的議案》 。 為提高公司整體資金使用效率，
降低資金使用成本， 公司決定在募集資金投資專案實施期間， 使用銀行承
兌匯票支付 （或背書轉讓支付） 募集資金投資專案中的設備採購、 應付工
程等款項， 並從募集資金專戶劃轉等額資金補充流動資金。

一、 使用銀行承兌匯票支付專案資金的操作流程
為加強募集資金使用管理， 確保銀行承兌匯票用於募集資金投資專

案， 公司配套擬定了相關操作流程， 具體如下：
1、 根據募集資金投資專案相關設備採購及基礎設施建設進度， 由專

案建設部門、 採購中心及財務管理中心負責確認可以採取銀行承兌匯票進
行支付的款項， 履行相應的審批程式後， 簽訂相關交易、 支付合同；

2、 具體辦理銀行承兌匯票支付時， 專案建設部門、 採購中心填制付
款申請單， 並注明付款方式是銀行承兌匯票， 財務管理中心根據審批後的
付款申請單， 辦理銀行承兌匯票支付 （或背書轉讓支付） ；

3、 財務管理中心按月編制當月銀行承兌匯票支付情況匯總明細表並
抄送保薦代表人。 募集資金投資項目應付款項單筆支付金額在 200萬元以

內， 報公司總會計師進行簽批； 單筆支付金額在 200—500 萬元之間的，
由總會計師簽署意見後報公司總經理簽批； 單筆支付金額在 500萬元以上
的， 由總會計師、 總經理簽署意見後報董事長簽批。 每月經總會計師、 總
經理和董事長審批後並且保薦代表人表示無異議後， 財務管理中心向募集
資金專戶監管銀行提報和銀行承兌匯票等額的募集資金書面置換申請。

4、 募集資金專戶監管銀行審核、 批准後， 將以銀行承兌匯票支付的
募集資金投資項目建設所使用的款項從募集資金帳戶中等額轉入公司一般
帳戶， 用於補充流動資金。

5、 非背書轉讓支付的銀行承兌匯票到期時， 公司以自有資金支付到
期應付的資金， 不再動用募集資金帳戶的任何資金。

二、 對公司的影響
公司使用銀行承兌匯票支付 （或背書轉讓支付） 募集資金投資專案資

金,有利於提高公司整體資金的使用效率， 降低資金使用成本， 符合股東
和廣大投資者利益。 不影響公司募集資金投資項目的正常進行， 不存在變
相改變募集資金投向和損害股東利益的情況。

三、 保薦機構和保薦代表人的監督
保薦機構和保薦代表人對公司使用銀行承兌匯票支付募集資金投資專

案資金的情況進行監督。 保薦代表人有權採取現場檢查、 書面問詢等方式
對公司使用銀行承兌匯票支付募集資金投資專案資金的情況進行監督， 公
司將於每月月末報送保薦代表人對使用銀行承兌匯票支付募集資金投資專
案建設款的情況進行審核， 並通過現場調查、 書面問詢等方式行使監管
權， 公司和募集資金存儲銀行應當配合保薦機構的調查與查詢。

四、 獨立董事意見
獨立董事同意公司使用銀行承兌匯票支付募集資金投資專案資金。 公

司使用銀行承兌匯票支付 （或背書轉讓支付） 募集資金投資項目資金,有
利於提高整體資金的使用效率， 符合股東和廣大投資者利益。 不影響公司
募集資金投資項目的正常進行， 不存在變相改變募集資金投向和損害股東
利益的情況， 內容、 程式符合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 、 《深圳證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規則》 、 《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規範運作指引》 等相關
法律、 法規和規範性檔， 以及 《公司章程》 的規定。

五、 監事會意見
監事會認為公司使用銀行承兌匯票支付 （或背書轉讓支付） 募集資金

投資項目資金， 不存在變相改變募集資金用途或影響募集資金投資計畫正
常進行的情形， 有利於進一步提高資金使用效率、 降低資金使用成本、 更
好地保障公司及股東利益。 同意公司使用銀行承兌匯票支付募集資金投資
專案資金的事項。

六、 保薦機構意見
保薦機構經過審慎核查後認為： 安徽古井貢酒股份有限公司以銀行承

兌匯票支付 （或背書轉讓支付） 募集資金投資項目建設款項， 以真實交易
為背景， 符合銀行票據使用的相關規定。 同時， 公司制定了相應的操作流
程， 履行了必要的審批程式， 已經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第 9會議、 第六屆監
事會第 7次會議審議通過， 並由公司獨立董事認可發表了獨立意見， 能夠
保證銀行承兌匯票用於募集資金投資專案、 保證募集資金得到合理使用。
上述事項的實施， 不會影響募集資金投資專案的正常實施， 也不存在變相
改變募集資金投向、 損害股東利益的情形， 不存在違反 《證券發行上市保
薦業務管理辦法》 、 《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 、 《深圳證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規範運作指引》 等相關規定的情形。 公司以銀行承兌匯票支付
募集資金投資專案建設款項， 能夠提高資金使用效率， 降低財務成本， 符
合全體股東的根本利益。 公司決策層在決定本次事宜前， 與廣發證券進行
了充分溝通。

廣發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安徽古井貢酒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銀行承兌
匯票支付募集資金投資項目建設款以及使用募集資金置換前期已發生的銀
行承兌匯票支付 （或背書轉讓支付） 募集資金投資項目事項。

七、 備查文件
1、 《第六屆董事會第 9次會議決議》 ；
2、 《第六屆監事會第 7次會議決議》 ；
3、 獨立董事關於使用銀行承兌匯票支付募集資金投資項目資金的獨

立意見；
4、 廣發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關於安徽古井貢酒股份有限公司以銀行承

兌匯票支付募集資金投資項目建設款的核查意見。
特此公告

安徽古井貢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日

安徽古井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關於使用銀行承兌匯票支付

募集資金投入資金議案的獨立意見
根據中國證監會 《關於在上市公司建立獨立董事指導意見》 、 深交所

《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規範運作指引》 及 《公司章程》 的有關規定，
我們作為安徽古井貢酒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公司”） 的獨立董事，
對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第 9次會議審議的 《關於使用銀行承兌匯票支付募集
資金投入資金議案》 基於獨立的判斷立場， 發表獨立意見如下：

公司使用銀行承兌匯票支付 （或背書轉讓支付） 募投項目資金,有利
於提高整體資金的使用效率， 符合股東和廣大投資者利益。 不影響公司募
集資金投資項目的正常進行， 不存在變相改變募集資金投向和損害股東利
益的情況， 內容、 程式符合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 、 《深圳證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規則》 、 《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規範運作指引》 等相關法
律、 法規和規範性檔， 以及 《公司章程》 的規定。

綜上所述， 同意公司使用銀行承兌匯票支付募集資金投資資金。

獨立董事： 王瑞華 吳慈生 劉立賓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日

廣發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關於
安徽古井貢酒股份有限公司
以銀行承兌匯票支付募集

資金投資項目建設款的核查意見
安徽古井貢酒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公司”） 第六屆董事會第 9

次會議審議通過了 《關於使用銀行承兌匯票支付募集資金投資項目資金的
議案》 。 為提高公司整體資金使用效率， 降低資金使用成本， 公司決定在
募集資金投資專案實施期間， 使用銀行承兌匯票支付 （或背書轉讓支付）
募集資金投資專案中的設備採購款項、 應付工程等款項， 並從募集資金專
戶劃轉等額資金補充流動資金。 公司每月經總會計師、 總經理和董事長審
批後並且保薦代表人表示無異議後， 財務管理中心向募集資金專戶監管銀
行提報和銀行承兌匯票等額的募集資金書面置換申請。

保薦機構經過審慎核查後認為： 公司以銀行承兌匯票支付 （或背書轉
讓支付） 募集資金投資項目建設款項， 以真實交易為背景， 符合銀行票據
使用的相關規定。 同時， 公司制定了相應的操作流程， 履行了必要的審批
程式， 已經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第 9會議、 第六屆監事會第 7次會議審議通
過， 並由公司獨立董事認可發表了獨立意見， 能夠保證銀行承兌匯票用於
募集資金投資專案、 保證募集資金得到合理使用。 上述事項的實施， 不會
影響募集資金投資專案的正常實施， 也不存在變相改變募集資金投向、 損
害股東利益的情形， 不存在違反 《證券發行上市保薦業務管理辦法》 、
《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 、 《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規範運作
指引》 等相關規定的情形。 公司以銀行承兌匯票支付募集資金投資專案建
設款項， 能夠提高資金使用效率， 降低財務成本， 符合全體股東的根本利
益。 公司決策層在決定本次事宜前， 與廣發證券進行了充分溝通。

廣發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安徽古井貢酒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銀行承兌
匯票支付募集資金投資項目建設款以及使用募集資金置換前期已發生的銀
行承兌匯票支付 （或背書轉讓支付） 募集資金投資項目事項。

保薦代表人簽字： 賀小社 閆 鵬

廣發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 4月 20日

Stock Abbr.: Gujing Distillery, Gujing Distillery B Stock Code: 000596, 200596 Announcement No.: 2012-012

Anhui Gujing Distillery Company Limited
The First Quarterly Report 2012

美國商務部將於本周五（27 日）公布首季 GDP
數據，根據彭博綜合 72 位經濟師預測中位數，首季
GDP按年率增長約2.5%，而去年第四季時，GDP增
長則有3%。經濟學家又預測，約佔該國GDP七成的
消費，顯著拉動經濟增長，首季消費增幅料為 2010
年末以來最高。

零售料增0.8%一年最高
由於職位增長和暖冬氣候的幫助，減輕了燃料價

格飛漲的負面影響，專家預料不僅汽車銷售有所增長
，零售商場也受益於人流增多。只是專家也認為，
GDP 增幅仍然不算非常理想，不夠說服美聯儲局改
弦易轍，該局可能仍然會維持將低息保持至 2014 年
的政策。經濟學家預測中位數顯示，美國零售首季增
長為0.8%，為一年來最高。

有經濟學家表示，去年第四季消費毫無起色，幾
乎是零增長，相對而言，上一季零售額增長確實非常
不錯，可以肯定增幅加快。3月26日，美聯儲局主席
伯南克曾表示，經濟需要更快增長，才能最終降低失
業率，也帶來更多職位。

聯儲局公開市場委員會會在本周二（24 日）開
始新一輪為時兩天的會議。有專家認為，由於經濟增
長不盡如人意，加之失業率高企，聯儲局開會後，料
會繼續重申維持低息至2014年。

職位增63萬個6年最多
另外，有經濟學家預測，樓市漸趨於穩定，而由

於波音公司接到的訂單少於以往，耐用品訂單有所下
跌。經濟學家預測今年首季房屋購買增長為 2.3%，
上一季則為 2.1%。除此之外，美國勞工部數據顯示
，首季職位增長為 2006 年以來，同比增長最多，約

為63.5萬個職位。
根據美聯儲局 3 月 13 日的會議記錄，聯儲局官

員可能仍會維持原有的貨幣政策方向，除非經濟增長
停滯，否則不會輕易使用任何刺激經濟的措施。曾有
官員早前表示，經濟恢復最終會 「站穩陣腳」，現在
下結論說增長無以為繼，顯然為時過早。

本周三（25 日），美聯儲局將會發表關於貨幣
政策的聲明，同時會預測經濟增長、失業率和通脹。
有經濟學家指出，聯儲局主席和其他官員認為，
GDP增長若介於2%至2.5%，遠不夠令就業數據得到
改善。

▲今年的暖冬氣候，減輕了燃料價格飛漲的負面
影響，專家預料汽車銷售有所增長 彭博社

已集資到更多資金抗衡歐債危機的國際
貨幣基金組織（IMF），周日被要求加緊向
歐洲各國施壓，以進行更徹底的改革，以紓
緩金融市場的緊張情緒，同時避免危機進一
步演化。

IMF的最終聲明並沒講清楚將會推行哪
種結構性改革，以令金融市場回復穩健，以
及如何可以令歐元十七國的經濟加快增長。

但是美國財長蓋特納曾向 IMF 的政策
籌劃委員會表示，歐洲應該更具創意和主動
地解決債務危機，同時更應該動用所有金融
資源，包括歐洲中央銀行以達成這個目的。
蓋特納指出，應對新一輪債務危機的行動能
否成功，取決於歐元區的意願，和能否有創
意、靈活和主動地運用其工具和程序，以支
持各國的改革行動和比市場更領先一步。

德國財務大臣朔伊布勒表示，曾受歐洲
金融危機蹂躪的銀行，正推行更強力和深度
的改革。包括對勞工市場、社會保障制度、
公共行政和金融市場機構等的改革。朔伊布
勒指出，這將會令各國重獲競爭力和強勁的
增長，亦是唯一可以恢復國民和投資者信心
的方法。

在上周末的 IMF 與其有關機構世界銀
行、各國的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的行長等先
後表示，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的威脅已紓緩，
但他們仍然用 「疲弱」、 「脆弱」、 「挑戰
性」等來形容未來全球經濟環境的展望。

上周末舉行的會議最大的成就，可說是
IMF 已得到了多國承諾增加貢獻，得到共
4300 億美元的捐款，幾乎令該組織的放貸
能力倍增至接近1萬億美元。IMF總裁拉加
德表示，有着一把大雨傘或是一度大的防火
牆是好事。她和 IMF 其他官員稱，額外增
加的資源足夠令投資者對金融市場回復信心
，他們最近數周憂慮西班牙將成為另一個需
要財政援助的國家，以避過違約的危機。

而一直與歐洲各國政府一同施以援手的
IMF，直至目前為止，已向希臘、葡萄牙和
愛爾蘭等提供財政援助。

歐央行拒加大救市力度
西班牙再爆債務危機後，多國要求歐洲中央銀行加大救市的力度，但

該行委員柯恩（Luc Coene）昨日警告，若即時再推出進一步措施幫助西
班牙解決金融危機，便會影響到該行貨幣政策的彈性和信譽。

柯恩昨日接受彭博社訪問時表示，他們已盡力和盡可能解決問題，現
時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做一些能力範圍以外的事，這樣，歐央行將可能失去
目前的信譽。

即使西班牙借貸成本一直高企，但歐央行已連續五周沒有再買歐豬債
券，歐央行執行委員會委員Joerg Asumssen曾在四月二十日表示，雖然歐
央行將繼續密切注視西班牙的市況，但更進取的央行措施，亦不能解決到
問題。歐央行自從去年十二月以來，以一共向銀行體系注入了超過1萬億
歐元，以紓緩當時不斷惡化的債務危機。柯恩表示，現時銀行體系的資金
流動十分充足，將有力在某程度上幫助銀行市場回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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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重要經濟數據
日期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地區

歐洲

美國

英國

美國

美國

日本

美國

項目

四月採購經理指數——
製造業

服務業

二 月 標 普/CaseShiller
房價指數

四月消費者信心指數

三月新屋銷售

首季國內生產總值

三月耐用品定單

聯儲局最新利率

新申領失業救濟金

三月成屋待完成

三月失業率

首季國內生產總值

四月密西根大學消費信
心指數

預測

48.1

49.3

─

69.8

31.8萬間

+0.1%

-1.7%

不變

37.5萬人

+1%

4.5%

+2.5%

75.7

英陷雙底衰退邊緣
本周三（25 日）英國統計局會公布第一季經濟增長的數據，料

會顯示期內經濟增幅約 0.1%，有經濟學家認為，數字可能會引起爭
議。倫敦金融界對首季經濟增長的預測分歧很大，介乎負 0.3%至正
0.3%，英國財相奧斯本相信也承受很大壓力，因為繼去年第四季經濟
錄得衰退 0.3%後，若經濟持續兩季衰退，即意味英國進入所謂 「雙
底衰退」。

而數字本身也引起一些質疑，如英國央行曾公開質疑數據質素，
特別是建築業。英國統計局數據顯示，建築業去年 12 月和今年 1 月
大幅衰退，但卻沒有做出季節調整。雖然建築業只佔經濟的一小部分
，不足8%，但若誤差太大，足以使英國經濟整體數據轉增為跌。

英國央行則對複雜而費解的建築業數據作冷處理，但該行或許也
預料到今年上半年經濟增長的官方統計為負數，其中，英國女王登基
六十周年，使公眾假期多了一天，估計也有影響。

相對於波動較大的官方數據，英國財經信息集團Markit提供的採
購和供應數據，則有更樂觀和一致的結果，顯示季度增長約為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