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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5 月零售料跌 今年首見

美國經濟增長形勢時晴時陰，近期就
業增長速度放慢，最新公布的失業率不升
反跌，顯示美國經濟復蘇力度不足，由於
收入和就業前景不穩，打擊零售市道，經
濟員料 5 月零售銷售轉弱，料出現今年以
來首度下跌情況，不過汽油價格下滑，有
助通脹降溫，給予聯儲局更大空間實施寬
鬆的刺激經濟措施。
本報記者鄭芸央

美國本周公布零售銷售數據，據彭博一項經濟
員調查結果顯示，5 月美國零售銷售料出現年內首
度下跌之象，主要是受到就業市場放緩，家庭薪金
收入減少影響，打擊消費市道尤其是汽車銷售。經
濟員估計 5 月零售銷售將會減少 0.2%，不能延續 4
月份的 0.1%升幅，其實 4 月的升幅已經是今年以來
最小的幅度。美國商務部將於 6 月 13 日公布零售銷
售數據。另一反映生活成本的指數，經濟員料在 5
月都會下跌，為兩年來首見跌幅，反映汽油價格較
前便宜。

本周重要經濟數據
日期

油價跌助抑制通脹

製造業支持經濟擴張
美國失業率由 8.1%升至 8.2%，6 月的平均月薪
上升 1.7%，但此為 2010 年 12 月以來最小升幅。就
業市場泠卻，加上股市由 4 月底開始下滑，進一步
打擊美國消費者信心。6 月 15 日將公布的路透／密
歇根大學信心指數，經濟員料為下跌。美國最大型
家居裝修用品商 Home Depot，以至其他美國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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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員料 5 月零售銷售將出現今年以來首度下跌情況
， 對 經 濟 增 長 及 失 業 前 景 看 法 並 不 樂 觀 ， Home
Depot 表示，經濟仍面對高於正常水平的失業率，
增長將會溫和而已。
美國汽車零售市場最受經濟環境影響，業界預
計 5 月汽車及輕型貨車按年銷售為 1370 萬部。如果
不計汽車在內，零售銷售料與上月一樣。然而，投
資者則對美國消費信心不算太弱，包括 Macy's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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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會 2012 年度
第四次臨時會議决議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內容的真實、 準確和完整， 沒有
虛假記載、 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一、 董事會會議召開情况
1. 董事會會議通知的時間和方式
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於 2012 年 6 月 4 日以專人送達和 E-mail 的方
式發出第七届董事會 2012 年度第四次臨時會議的書面會議通知。
2. 董事會會議的時間、 地點和方式
會議於 2012 年 6 月 7 日召開， 采取通訊方式進行並做出决議。
3. 董事會會議董事出席情况
會議應參加董事九人， 其中五位關聯董事均已回避表决， 共有四人參與
通訊表决。
4. 會議的召開符合有關法律、 行政法規、 部門規章、 規範性文件和 《公
司章程》 的規定。
二、 董事會會議審議情况
除去應回避表决的關聯董事， 以 4 票同意， 0 票反對， 0 票弃權， 全票審
議通過 《關於與關聯方共同投資成立財務公司的議案》 ， 同意如下事項：
1. 同意公司與南山集團、 深圳赤灣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深基
地”） 和雅致集成房屋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雅致股份”） 以現金出資形式共
同投資設立中國南山開發集團財務有限公司 （暫定名， 未經核准， 届時以工
商登記爲准， 下稱“財務公司”） ， 並簽署及履行相關出資協議。
財務公司注册資本爲人民幣 5 億元， 上述四家股東作爲發起人以現金形
式出資， 其中南山集團出資 2 億元， 佔財務公司注册資本的 40%， 本公司、
深基地、 雅致股份各出資人民幣 1 億元， 分別佔財務公司注册資本的 20%。
2. 同意委托南山集團代表本公司辦理財務公司籌建事宜。
3. 設立財務公司的申請獲得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批准後， 財務公
司應依法建立相應的內部控制體系， 加强管理， 確保本財務公司合法、 高
效、 安全運作。 （詳見公司同日公告 2012－024 號） 。
三、 備查文件
經與會董事簽字的第七届董事會 2012 年度第四次臨時會議决議。
特此公告。
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一日
股票簡稱： 深赤灣 A/深赤灣 B
股票代碼： 000022/20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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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與關聯方共同投資
成立財務公司的關聯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 準確、 完整， 沒有
虛假記載、 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特別風險提示：
本次所投資財務公司的設立尚須獲得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批准。
一、 關聯交易概述
1. 基本情况
爲拓寬本公司融資渠道， 提高資金效率， 經友好協商， 公司擬與中國南
山開發 （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南山集團”） 、 深圳赤灣石油基地
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深基地”） 和雅致集成房屋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
稱“雅致股份”） 共同投資設立中國南山開發集團財務有限公司 （暫定名， 未
經核准， 届時以工商登記爲准， 以下簡稱“財務公司”） 。
財務公司注册資本爲五億元人民幣， 擬由上述四家股東作爲發起人以現
金形式出資， 具體情况見下表：
出資人
南山集團
深赤灣
深基地
雅致股份

出資額
20,000 萬
10,000 萬
10,000 萬
10,000 萬

出資比例
40％
20％
20％
20％

出資方式

出資期限

現金出資

公司設立時繳付

星期一

美國實體零售商正在面臨來自像亞馬遜
（Amazon.com）這樣的網上零售商的挑戰，為了應
對激烈的競爭環境，實體零售商正在嘗試在營業稅
的問題上說服國會民主黨人批准，州政府對於消費
者採購本州以外的網上零售商的產品行為徵稅。
市場研究公司 Forrester Research 數據顯示，去
年網上零售商佔據全美零售市場的市場份額為 7%，
銷售收入更是接近 2000 億美元。由於憂慮市場份額
流失，實體零售商正在尋求通過立法，來賦予州政
府強制向州以外網上零售商徵稅的權力。
不過，許多共和黨人並不願意採取任何與增加
稅收相關的舉措。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共和黨
人 Orrin Hatch 明確表示，反對增加稅收。而資深參
議員 Dick Durbin、Mike Enzi 以及 Lamar Alexander
等共同提議透過美國參議院對徵收營業稅立法，他
們呼籲共和黨人應該給予更多支持。
全美零售商聯合會（National Retail Federation）
上月召集 200 家零售商舉行超過 100 場會議，希望傳
達有關營業稅的信息，該組織同時還與保守的網上
零售商溝通，並且希望主要由共和黨人控制的眾議
院司法委員會（HJC），在未來的兩個月內舉行聽
證會或就立法舉行投票。
巴爾的摩 Falls Road Running 商店的店主亞
當斯（Jim Adams）表示，當前的市場失衡嚴重，
將地方稅轉嫁給了納稅者的一方承擔。他還稱，一
些手機應用程序（Apps）可以用來進行實體商店商
品的價格比較，並且可以允許購物者瀏覽條形碼，
隨着這些應用程序的誕生，市場失衡狀況變得更為
嚴重。業界分析指出，iPhone 等智能電話及 iPad 平
板電腦普及，消費者隨時可以上網搜尋價格較優惠
的貨品，搶去不少實體零售商的生意。

失業率高企 拖累消費開支

事實上，美國就業增長放軟腳步，失業率依舊
高企 8%之下，導致消費者開支難以有大升勢。不過
與此同時，汽油價格下跌，對美國家庭來說終可以
鬆一口氣，亦有助抑止通脹上升，給予聯儲局更多
空間刺激經濟。分析指出，零售銷售將會放緩，因
為就業市場不景關係，聯儲局對高失業率感到憂慮
，這甚於擔心通脹率。經濟員料 2012 年首 3 季度的
家庭購物開支按年增長 2.3%。消費開支佔美國經濟
活動比重約達 70%，上個季度以 2.7%步伐增長。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一日

2. 關聯關係
南山集團爲本公司的控股股東， 深基地爲南山集團之控股子公司， 雅致
股份爲南山集團所控制的企業， 根據 《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 中關
於關聯交易的有關規定， 本次共同投資事項構成了關聯交易。
3. 審批程序
本公司於 2012 年 6 月 7 日召開第七届董事會 2012 年度第四次臨時會議，
鄭少平董事長、 田俊彥董事、 王芬董事、 范肇平董事與袁宇輝董事爲關聯董
事， 均已按照規定遵守了回避制度未參與表决， 其餘四位非關聯董事經過通
訊表决， 一致通過了 《關於與關聯方共同投資成立財務公司的議案》 。 獨立
董事對該事項進行了事前認可並發表了獨立意見。
4. 本次關聯交易不構成 《上市公司重大資産重組管理辦法》 規定的重 大
資産重組。 財務公司的設立尚需獲得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批准。
二、 關聯方介紹
1. 中國南山開發 （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
名稱： 中國南山開發 （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類型： 股份有限公司 （台港澳與境內合資， 未上市）
注册地： 深圳市南山區蛇口赤灣港赤灣大厦
主要辦公地點： 深圳市南山區赤灣石油大厦十一、 十二樓
法定代表人： 傅育寧
注册資本： 人民幣 9 億元
營業執照注册號： 440301501121470
稅務登記證號碼： 440301618832976
主營業務： 土地開發， 發展港口運輸， 保稅場庫經營， 相應發展工業、
商業、 房地産和旅游業。
主要股東： 深圳市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中國近海石油服務 （香港） 有限
公司、 黃振輝投資有限公司、 招商局 （南山） 控股有限公司、 中海石油投資
控股有限公司、 銀川有限公司和廣東省廣業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分別持股
26.103%、 1.644%、 3.915%、 36.518%、 7.831%、 0.496%和 23.493%。
財務情况： 2011 年末歸屬於母公司淨資産爲 499,379 萬元； 2011 年度營
業收入 673,342 萬元， 歸屬於母公司淨利潤 61,106 萬元； 2012 年 3 月 31 日歸
屬於母公司淨資産 507,897 萬元。
關聯方歷史沿革及主要業務最近三年發展狀况： 南山集團成立於 1982
年， 從開發經營赤灣港口、 石油基地起步， 現已發展成爲一家以港航運輸、
海洋石油服務和物流後勤服務、 房地産開發、 集成房屋體系爲四項核心業
務， 以國內綜合物流業務爲新培育業務,跨行業、 跨地區經營的綜合性大型企
業集團。 南山集團近三年主要業務保持著良好的發展勢頭。
關聯關係： 南山集團爲本公司的控股股東， 且由於本公司鄭少平董事
長、 田俊彥董事、 范肇平董事和郭頌華監事同時擔任南山集團的高級管理人
員， 本公司王芬董事同時擔任南山集團的董事， 本公司袁宇輝董事同時擔任
南山集團的副董事， 根據 《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 中關於關聯交易
的有關規定， 本項交易構成了關聯交易。
2. 深圳赤灣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
名稱： 深圳赤灣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類型： 已上市的中外合資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 中國深圳市蛇口赤灣
主要辦公地點： 深圳市南山區赤灣石油大厦十四樓
法定代表人： 范肇平
注册資本： 人民幣 23,060 萬元
營業執照注册號： 440301501124066

Gap 等大型零售商的標普綜合零售指數，在今年至
6 月 8 日期間升逾 16%，跑贏大市的 5.4%升幅。汽油
價格下跌，意味着通脹不會大幅攀升，聯儲局主席
伯南克上周對議員表示，歐洲的情況對美國金融體
系及經濟構成重大風險，必須密切注視。製造業繼
續支持美國經濟擴張，不過已呈現放緩之象。經濟
員料 5 月工業生產增長只有 0.1%。

稅務登記證號碼： 440300618833899
主營業務： 經營碼頭、 港口服務， 堆場、 倉庫及辦公樓的租賃業務； 提
供勞務服務， 貨物裝卸運輸、 設備出租、 供水、 供電及供油， 代理海上石油
後勤服務； 經營保稅倉庫及堆場業務。 開辦經營性停車場。
主要股東： 南山集團爲深基地的控股股東， 持股 51.79%。
財務情况： 2011 年末歸屬於母公司淨資産 116,034 萬元， 2011 年度營業
收入 46,192 萬元， 歸屬於母公司淨利潤 12,927 萬元； 2012 年 3 月 31 日歸屬
於母公司淨資産 118,802 萬元。
關聯方歷史沿革及主要業務最近三年發展狀况： 深基地於 1984 年由中國
南山開發 (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與新加波海洋聯合服務有限公司共同投資興
建。 公司位於珠江口， 與蛇口赤灣深水港相連， 毗鄰香港， 地理位置優越。
爲在中國南海海域從事石油及天然氣勘探、 開發生産活動的作業者提供全方
位的後勤保障服務。 現在已經發展爲以石油後勤保障服務、 海洋工程服務和
物流後勤服務三大産業爲核心的多元化企業， 最近三年業務發展狀况良好。
關聯關係： 深基地爲本公司控股股東南山集團之控股子公司， 且由於本
公司范肇平董事同時擔任深基地的董事長， 本公司田俊彥董事同時擔任深基
地的董事， 本公司郭頌華監事同時擔任深基地的監事， 根據 《深圳證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規則》 中關於關聯交易的有關規定， 本項交易構成了關聯交易。
3. 雅致集成房屋股份有限公司
名稱： 雅致集成房屋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類型： 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 深圳市南山區高新區南區科技南十二路 007 號九洲電器大厦五
樓Ａ室
主要辦公地點： 深圳市南山區高新區南區科技南十二路 007 號九洲電器
大厦五樓 Ａ 室
法定代表人： 田俊彥
注册資本： 人民幣 29,000 萬元
營業執照注册號： 440301102780881
稅務登記證號碼： 440301728551331
主營業務： 活動房屋、 金屬結構件、 建築材料、 設備的生産 （分公司經
營） 、 銷售、 租賃及相關服務， 國內商業、 物資供銷業 （不含專營、 專控、
專賣商品） ； 進出口業務； 普通貨運。
主要股東： 赤曉企業有限公司 （48.77%）
實際控制人： 赤曉企業有限公司爲南山集團全資子公司， 南山集團間接
持有雅致股份 48.77%的股權， 爲其實際控制人。
財務情况： 2011 年末歸屬於母公司淨資産 196,826 萬元， 2011 年度營業
收入 246,781 萬元， 歸屬於母公司淨利潤 10,426 萬元； 2012 年 3 月 31 日歸屬
於母公司淨資産 197,319 萬元。
關聯方歷史沿革及主要業務最近三年發展狀况： 公司成立於 2001 年， 致
力於新型集成房屋及船舶耐火艙室業務的開發與經營， 擁有領先的研發能力
與技術優勢， 是中國最大的集成房屋與船舶耐火艙室製造企業， 最近三年業
務發展狀况良好。
關聯關係： 雅致股份爲公司控股股東南山集團所控制的企業， 且由於本
公司田俊彥董事同時擔任雅致股份的董事長， 根據 《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規則》 中關於關聯交易的有關規定， 本項交易構成了關聯交易。
三、 關聯交易標的公司 （擬成立公司） 基本情况
公司名稱： 中國南山開發集團財務有限公司 （暫定名， 未經核准， 届時
以工商登記爲准）
注册資本： 五億元人民幣
注册地址： 廣東省深圳市南山區蛇口赤灣石油大厦 12 樓 1203 房
經營範圍： 設立初期， 財務公司的業務範圍將包括： 對成員單位辦理財
務和融資顧問、 信用鑒證及相關的咨詢、 代理業務； 協助成員單位實現交易
款項的收付； 經批准的保險代理業務； 對成員單位提供擔保； 辦理成員單位
之間的委托貸款及委托投資； 對成員單位辦理票據承兌與貼現； 辦理成員單
位之間的內部轉賬結算及相應的結算、 清算方案設計； 吸收成員單位的存
款； 對成員單位辦理貸款及融資租賃； 從事同業拆借。 未來業務範圍將包
括： 經批准發行財務公司債券； 承銷成員單位的企業債券； 對金融機構的股
權投資； 有價證券投資； 成員單位産品的消費信貸、 買方信貸及融資租賃；
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批准的其他業務。
財務公司最終開展的業務範圍， 以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批准並在
工商行政管理機關登記的業務範圍爲准。
四、 交易的定價政策及定價依據
本公司與上述關聯方發生的該項關聯交易， 遵循自願、 公平合理、 協商
一致的原則。
五、 交易協議的主要內容
1. 協議簽署方： 南山集團、 本公司、 深基地、 雅致股份。
2. 財務公司注册資本爲人民幣 5 億元， 其中： 中國南山集團出資 2 億
元， 佔注册資本的 40%； 本公司、 深基地及雅致股份各出資 1 億元， 分別佔
注册資本的 20%。
3. 公司委托中國南山集團作爲申請人， 向公司審批登記機關提交相關文
件辦理相關手續， 負責財務公司設立過程中的具體事務， 並保證所提交文
件、 資料的真實性、 有效性和合法性。
4. 若中國南山集團成功取得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的財務公司籌建
批復， 在財務公司名稱預先核准登記後， 各出資人在規定的時間內保證及時
足額出資。
5. 在財務公司設立過程中發生的各項合理支出， 若財務公司成功設立，
則由財務公司股東會審議通過後， 由設立後的財務公司承擔； 若因任何原因
導致財務公司未能最終設立， 所耗費用由各出資人按照出資比例分別承擔。
6. 協議生效條件： 協議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權代表人簽字並加蓋公章
之日起生效。
7. 由於深基地及雅致股份有關此次共同投資事項的議案還需要經過股東
大會審議， 待其股東大會審議批准後， 上述四方將按照上述原則簽署協議。
六、 涉及關聯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關聯交易對關聯各方公司業務運作無影響， 不涉及人員安置、 土地
租賃等情况。
由於新設財務公司擬開展業務與關聯各方主營業務不同， 故不會産生同
業競爭。
七、 本公司參與投資財務公司的目的和對本公司的影響
本公司此次與關聯方共同投資設立財務公司目的在於： 1.拓展投融資渠
道， 提高資金使用效率， 降低財務成本， 爲本公司發展提供一定的資金支
持； 2.投資金融企業收益穩定、 回報率較高， 公司可以按出資比例分享財務公
司的經營利潤； 3.金融牌照是稀缺資源， 公司可借助財務公司的金融平臺價值
和牌照價值， 以及借助集團整體優勢實現本公司發展戰略規劃,增强本公司的
市場競爭力。
八、 當年年初至披露日與相關關聯人累計已發生的各類關聯交易的總金
額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除已獲董事會批准並履行披露義務的關聯交易外， 與
該關聯人累計已發生的其他關聯交易的總金額爲零。
九、 獨立董事意見
本次審議的關聯交易已得到公司獨立董事的事前認可。 公司獨立董事就
此關聯交易發表獨立意見如下：
1. 董事會的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 、 《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
等法律法規以及公司 《章程》 的有關規定。
2. 本事項屬於關聯交易， 關聯董事在審議議案時已遵循相關回避制度。
3. 本次關聯交易遵循自願、 公平合理、 協商一致原則， 沒有發現損害公
司和非關聯股東利益的行爲和情况， 符合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符合相關
法律法規和 《公司章程》 的規定， 無需經公司股東大會批准。
4. 設立財務公司的申請獲得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批准後， 公司應
依法建立相應的內部控制體系及相關風險處置制度， 加强監督管理， 確保財
務公司合法、 高效、 安全運作。
十、 備查文件目錄
1.2012 年 6 月 7 日召開的第七届董事會 2012 年度第四次臨時會議的决
議；
2.經獨立董事簽字確認的關於關聯交易事項的事前認可函及 《關於與關聯
方共同投資成立財務公司事項的獨立董事意見》 。
特此公告。

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一日

周四

周五

國家
法國

事項

預測

4 月工業生產（按月）

-0.1%

4 月製造業生產（按月）

-0.7%

日本

5 月消費者信心指數

39.8

美國

核心生產者消費物價指數
（不含食品）

0.2%

5 月零售銷售

-0.2%

日本

4 月機器訂單（按月）

1.6%

美國

5 月消費者物價指數（按月）

-0.2%

歐元區

5 月核心 CPI（按年）

1.6%

日本

4 月工業生產（按月）

0.2%

美國

5 月工業生產

0.1%

美國

6 月密歇根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

77.5

歐元區
日本

一季度就業率（按季）

-0.2%

日本央行議息

0.10%

英央行或獲權推金融改革
英國銀行監管當局準備把金融改革大權交予英倫
銀行，據《英國電訊報》引述消息報道，英國財相奧
斯本，於本周將會有所宣布。英國當局推動針對當地
最大型銀行的金融改革方案，據報道，財相奧斯本打
算把實施金融改革的主要權力交給英倫銀行，由英倫
銀行負責管理的一個新設立部門 「審慎監管局」PRA
，將會決定對大型銀行零售及投資操作的營運守則及
施行。不過，有關細節尚未落實，因而業界專家認為
，計劃仍未清楚，例如哪些產品及服務不列入銀行的
業務之內等細節，這反而導致更多不明朗，業界期望
財相奧斯本於本周的宣布，可以帶來較明確指引。

蘇皇銀擬資本重整
經過上一波全球金融危機後，英國金融業受到重
大衝擊，皇家蘇格蘭銀行因為財困被迫接受政府援助
，英國當局亦在積極推動針對大型銀行的金融改革方
案，而據《英國金融時報》引述消息指稱，蘇格蘭皇
家銀行正與英國政府、金融服務局討論，進行資本重
整，涉及規模 80 億英鎊（124 億美元）的可轉換工具
。截至 5 月 4 日，蘇皇銀的一級核心資本比率 10.8%。
據悉蘇格蘭皇家銀行同時與有關當局，就退出政府的
資產保障計劃進行談判，因為每年蘇皇銀要為此支付 5
億英鎊保險費用，對銀行資本造成不利影響。
此外，目前英國的銀行業持有多達 1000 億英鎊與
基建及房屋貸款相關資產，但這些資產市值大貶值，
銀行業也不願蝕賣，英國政府現正推行一項規模 2000

▲蘇格蘭皇家銀行正與英國政府、金融服務局討論
，進行資本重整
億英鎊的基建計劃，目的為刺激經濟增長，當局認為
退休基金等投資機構，可以成為這類基建資產的主要
投資者。
而《英國電訊報》周日刊登財相奧斯本接受訪問
文章，奧斯本表示，英國的經濟復蘇受到歐元區危機
影響，經濟面對歐元區出現無秩序解體的重大風險，
同時受到高油價及負債影響。不過，他重申英國經濟
受惠政府削減預算赤字的計劃。

澳財長指國家經濟仍強
澳洲財長斯萬在每周經濟匯報表示，雖然澳洲經
濟面對挑戰，但仍然是發達國家中最強，澳洲央行最
近一次減息，是澳洲數以百萬計業主及小企業的勝利
，澳洲經濟表現證明 「末日論者」是錯的。澳洲首季

▲斯萬表示，澳洲至今仍是發達國家中最強國家

經濟按年增長 4.3%，5 月就業增加 3.89 萬個職位，斯
萬表示，薪酬增加、通脹受控、消費增長、國民儲蓄
率處於穩健水平等，政府預算將重返盈餘，這些都顯
示澳洲經濟強勁。
上周澳元兌美元升 2.2%，由 2009 年初以來升值約
41%，當地資源投資項目規模約達 5000 億澳元。礦業
投資潮推動澳洲經濟增長，1 月至 3 月的增長是 2007
年第三季以來最快速。1 月至 5 月期間，澳洲的就業市
場顯著好轉，職位增長是 5 年來最快。澳洲 5 月的失
業率為 5.1%，低於歐元區水平的一半，不過 5 月消費
信心仍然處於接近今年低位，顯示消費者擔心歐債危
機對全球經濟的衝擊。
澳洲央行去年把利率調低 50 個基點，今年過去兩
次議息後，進一步調低 75 個基點，目前利率處於 3.5
厘，是主要發達經濟體中最高。分析員指出，明顯地
澳洲的減息行動反映其立場不是太樂觀，否則不會多
次減息。

iPad2 銷量維持強勢
美國消費者對 iPad2 需求依然
強勁，根據業界一項最新的調查報
告顯示，在蘋果公司推出新版 iPad
後，美國消費者對上一代 iPad2 的
需求依然保持強勁。市場調查機構
CIRP 進行的這項調查顯示，自從
新 iPad 於 3 月 16 日 上 市 以 來 ，
iPad2 依然佔到蘋果 iPad 系列產品
銷量的 41%。CIRP 的分析員在接
受媒體採訪時說，iPad2 比新 iPad

價格低 100 美元，吸引的主要是第
一次購買 iPad 的顧客，和一些消費
開支較低的消費者。消費者購買
iPad 的習慣與蘋果發布新款 iPhone
時不同，不少消費者在新 iPad 剛剛
發布後購入 iPad2。此外，社交網
站 臉 譜 （Facebook） 推 出 Apps 應
用程式中心，以強化其一直較薄弱
的移動業務。這是臉譜上市以來發
布的首個重要產品。臉譜 Apps 中

心目前有 600 多個應用程序，包括
受 歡 迎 的 Nike ＋ GPS, Draw
Something 和 Pinterest 等 。 臉 譜 在
三藩市的發布會上說，Apps 中心
將向用戶提供發現社交應用的新途
徑，也向應用開發者提供了該網站
擁有的 9 億多用戶市場。臉譜同時
表 示 ， 蘋 果 Apps 商 店 在 5 月 有
8300 萬次訪問來自臉譜，但臉譜
目前沒有直接向用戶銷售數字產品
和應用，以及向蘋果和谷歌挑戰的
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