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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域法院

婚姻訴訟2012年第9323號

張苑 呈請人
及

周恩傑 答辯人

通 告
玆有離婚呈請書經呈遞法院，提出與答

辯人周恩傑離婚。答辯人住址不詳，現可向
香港港灣道12號灣仔政府大樓閣樓二家事法
庭登記處申請領取該離婚呈請書副本乙份。
如於一個月內答辯人仍未與該登記處聯絡，
則法庭可在其缺席下聆訊本案。

司法常務官

本通告將於香港及中國刊行之中文報章大公報刊登一天

尋陳星先生

見字後請即致電廣州電

話：（020）81941107 或香

港電話：（852）28357552

與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社

工盤小姐聯絡，以商討劉

美玲女士在香港所生的小

孩的撫養及福利事宜。

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三季度報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及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保證本報告所載資料不存在任何

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負個別及連
帶責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審議本次季報的董事會會議。
公司負責人童來明、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王奇及會計機構負責人（會計主管人員）季

向東聲明：保證季度報告中財務報告的真實、完整。
二、公司基本情況

（一）主要會計數據及財務指標
以前報告期財務報表是否發生了追溯調整
□ 是  否 □ 不適用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項目和金額適用 □ 不適用

公司對 「其他符合非經常性損益定義的損益項目」以及根據自身正常經營業務的性質
和特點將非經常性損益項目界定為經常性損益的項目的說明

（二）報告期末股東總數及前十名股東持股情況表

三、重要事項
（一）公司主要會計報表項目、財務指標大幅度變動的情況及原因 適用 □ 不適用
1.資產負債表項目 單位：人民幣元

2.利潤表項目（1-9月） 單位：人民幣元

3.現金流量表項目 單位：人民幣元

（二）重大事項進展情況及其影響和解決方案的分析說明
1、非標意見情況
□ 適用  不適用
2、公司存在向控股股東或其關聯方提供資金、違反規定程序對外提供擔保的情況
□ 適用  不適用
3、日常經營重大合同的簽署和履行情況
□ 適用  不適用
4、其他
□ 適用  不適用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東在報告期內或持續到報告期內的承諾事項
□ 適用  不適用
（四）對2012年度經營業績的預計
預測年初至下一報告期期末的累計淨利潤可能為虧損或者與上年同期相比發生大幅度

變動的警示及原因說明
□ 適用  不適用
（五）其他需說明的重大事項
1、證券投資情況
□ 適用  不適用
2、衍生品投資情況
□ 適用  不適用
3、報告期末衍生品投資的持倉情況
□ 適用  不適用
4、報告期內接待調研、溝通、採訪等活動登記表

5、發行公司債券情況
是否發行公司債券 是 □ 否
公司於2012年5月31日收到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關於核准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

限公司公開發行公司債券的批覆》（證監許可[2012]725號），核准公司向社會公開發行面
值不超過8億元的公司債券。

公司董事會將按照相關法律法規和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東大會的授權，在核
准文件有效期內，實施本次公開發行公司債券的相關事宜。

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童來明

二○一二年十月十九日

證券簡稱：粵華包B 證券代碼：200986 公告編號：2012－032

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屆董事會2012年第九次會議決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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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公告的虛假記載、誤
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負連帶責任。

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 「公司」）第五屆董事會2012 年第九次會議於
2012年10月19日以通訊表決方式召開。會議應到董事9名，實到9名，本次會議的召開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規定。會議審議並通過了以下決議：

1、董事會以9票贊成，0票反對，0票棄權，審議通過《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中國證監會廣東監管局對公司重大資產重組實施情況專項現場檢查問題的整改報
告》；（詳見公司同日在《證券時報》、《大公報》以及巨潮資訊網上發布的《佛山華新
包裝股份有限公司關於中國證監會廣東監管局對公司重大資產重組實施情況專項現場檢查
問題的整改報告》。）

2、董事會以9票贊成，0票反對，0票棄權，審議通過公司2012年第三季度報告。
特此公告。

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二○一二年十月十九日

證券簡稱：粵華包B 證券代碼：200986 公告編號：2012－033

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關於中國證監會廣東監管局
對公司重大資產重組實施情況專項現場檢查問題的整改報告

中國證監會廣東監管局：
貴局2012 年6月11日下達《現場檢查結果告知書》【2012】14號（以下簡稱 「告知

書」）後，公司領導高度重視，專門成立了整改小組，對《告知書》中提出的問題進行了
研究和討論，認真查找原因、漏洞，提出相應的整改措施。公司董事會於2012年7月18日
專門召開會議，對整改草案進一步討論、聽取修改意見，最終審議並通過了《佛山華新包
裝股份有限公司關於中國證監會廣東監管局對公司重大資產重組實施情況專項現場檢查問
題的整改方案》。在整改期內，公司針對珠海經濟特區紅塔仁恆紙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紅塔仁恆」）存在資產權利瑕疵的問題，認真組織並切實落實各項整改措施，現將整改

情況報告如下：
一、有關房產權證、土地使用權證的辦理情況
（一）房屋產權證的辦理
針對紅塔仁恆未能取得權屬證書的瑕疵房產，紅塔仁恆委派專職人員負責辦理工作，

另一方面，公司領導也積極與珠海經濟特區政府有關部門進行溝通，8月21日下午，公司
董事長童來明拜會了廣東省委常委、珠海市委書記李嘉，就公司對珠海的投資建設進行了
深入交談，此外，6月21日，紅塔仁恆總經理季向東在與珠海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尤鎮城
等領導進行的座談會上，也就紅塔仁恆遇到的一些困難進行了講述，以期加快有關房地產
權的辦理進度。截止目前，紅塔仁恆存在權利瑕疵的11處房產中，除了110KV變電站、
食堂（擴建）、備品倉庫、紙品倉庫等4處房產由於客觀原因未能辦理以外，其餘7處房
產的產權證已經辦理完成。

部分房產未能辦理產權證的原因。110KV變電站的消防驗收仍未完成；紅塔仁恆食堂
的擴建部分超出了紅塔仁恆自有土地的紅線範圍；備品倉庫、製品倉庫屬於臨時建築，由
於以上原因，上述4處房產均未能辦理房產證。

（二）土地使用權證的辦理
7月初，紅塔仁恆已經向珠海市住房和城鄉規劃局報送了《關於補回珠海經濟特區紅

塔仁恆紙業有限公司建設用地的報告》，請求有關部門盡快進行土地補償。經過紅塔仁恆
各級領導以及有關人員的多番努力，截止目前，紅塔仁恆存在資產瑕疵的13530.213平方
米土地中，其中紅塔仁恆所擁有的8543.62平方米水廠用地已成功取得土地使用權證，但
此前珠海市政府尚未補償的4986.593平方米用地，由於目前紅塔仁恆附近沒有適合用於補
償的地塊，且紅塔仁恆未來存在整體搬遷的可能，因此上述用地未能在整改期內獲得補
償。

二、對未取得產權證的房產與土地的賠償方式
根據公司增資控股紅塔仁恆的過程中，由紅塔仁恆、雲南紅塔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 「紅塔集團」）和新加坡仁恆工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新加坡仁恆」）等各重組方簽
訂的《增資擴股協議》，若紅塔仁恆的有關瑕疵資產在2009年10月8日前無法辦理或者未
能按期辦完相關資產權證，紅塔集團、新加坡仁恆、紅塔仁恆將承擔違約責任，賠償公司
因此遭受的損失。

（一）關於未辦理房產證資產的賠償
紅塔仁恆的4處瑕疵房產雖然未能按時完成辦理手續並取得房產證，但紅塔仁恆一直

在佔有、使用該等瑕疵房產。紅塔仁恆並未接到任何政府部門要求拆除瑕疵房產的通知，
並未因該等瑕疵事項受到政府部門的行政處罰，也沒有任何單位或個人對上述瑕疵房地產
提出任何權利主張或異議。截至目前，該等瑕疵並未對紅塔仁恆的正常生產經營造成影
響，沒有導致紅塔仁恆和本公司出現任何直接損失。

根據中商資產評估有限責任公司於2008年11月7日出具的《珠海經濟特區紅塔仁恆紙
業有限公司股東全部權益價值資產評估報告書》，在對有關瑕疵房產進行評估時，考慮到
紙品倉庫、備品倉庫、110千伏變電站、食堂是廠區生產必須的組成部分，評估時按成本
法進行評估，房屋建（構）築物是在實地勘察的基礎上，以類比的方法，綜合考慮各項評
估要素，確定重置單價並計算評估淨值。此外，在資產評估報告書的特別事項中已對未辦

理產權證的資產進行了披露，而且對瑕疵房產的評估價值已扣除了報建費用和補證等所需
的費用，所以該等資產未辦到房產證，對評估價值沒有影響，也未對受讓方股東權益造成
影響。

截至目前，上述4處未能辦理房產證的資產暫未對紅塔仁恆的正常使用以及生產經營
造成影響，且紅塔仁恆暫時沒有對上述資產進行單獨處理的計劃，公司權益並未因此受到
影響，因此公司暫未要求紅塔仁恆及其原股東對此進行賠償。但為了維護公司股東的長遠
利益，公司將要求紅塔仁恆原股東作出承諾，對於目前未能取得權屬證書的瑕疵房產，若
未來出現第三方主張權利、房產被拆除等任何導致紅塔仁恆無法正常佔有、使用、收益、
處分的情形，原股東需賠償公司因此所遭受的損失，瑕疵房產的價值以重大資產重組時的
評估值為確定依據。

（二）關於未取得土地使用權證的賠償
由於紅塔仁恆未能在整改期內取得珠海市政府4986.593平方米的土地補償，公司將要

求紅塔仁恆的原股東按照資產重組時的承諾，對未按時取得上述土地使用權證作出相應的
賠償，以保證公司的利益不受損害。

鑒於：
1、根據向珠海市有關政府部門的諮詢結果，餘下尚未補償的4986.593平方米土地，

基於紅塔仁恆未來整體搬遷的需要，且紅塔仁恆現階段對此塊土地無特別需求，公司將考
慮在未來搬遷時一併向珠海市政府要求作出補償；

2、珠海經濟特區紅塔仁恆紙業有限公司新、老股東利益一致，紅塔集團、新加坡仁
恆一直對紅塔仁恆的生產經營給予大力支持，各方合作愉快；

3、在重大資產重組過程中對紅塔仁恆進行資產評估時，對珠海市政府尚未補償的
4986.593平方米土地並未按照土地來評估作價，而是按該部分土地對應實際已繳納的地價
款按 「其他應收款」評估作價，即：648,257.09元人民幣；

基於上述情況，公司計劃與紅塔仁恆原股東協商一致，由於珠海市政府目前未能補
償土地給紅塔仁恆，也未退回該部分土地價款，因此視同紅塔仁恆的直接經濟損失為
648,257.09元人民幣，並以此為基礎要求紅塔仁恆原股東對新股東作出補償，並按同期銀行
存款利率計算滯納金，計算期限自2009年10月9日起至原股東足額支付上述賠償之日止。

三、具體賠償方案
為維護公司和廣大股東的合法權益，並促進紅塔仁恆未來生產經營的穩定發展，根據

上述賠償方式，公司與紅塔仁恆原股東協商一致，現公司擬與紅塔集團、新加坡仁恆、龍
邦國際、紅塔仁恆等簽訂《協議書》，主要內容如下：

（一）在粵華包、龍邦國際增資入股紅塔仁恆時，有4986.593平方米的土地在紅塔仁
恆賬面上以 「其他應收款」的形式反映（賬面價值648,257.09元），但紅塔仁恆至今未能
取得上述土地。為此，新加坡仁恆同意向粵華包、龍邦國際進行賠償。鑒於在上述增資過
程中，對紅塔仁恆的整體評估未考慮上述4986.593平方米土地，各方同意，新加坡仁恆應
按上述土地賬面價值支付賠償648,257.09元，並按同期銀行存款利率計算滯納金，計算期
限自2009年10月9日起至新加坡仁恆足額支付上述賠償之日止。上述賠償款及滯納金，由
粵華包與龍邦國際按照上述增資完成後各自在紅塔仁恆所佔持股比例（40.1760% :
13.3920%）進行分配。各方同意，新加坡仁恆支付上述賠償款及滯納金不影響紅塔仁恆未
來取得上述4986.593平方米土地的權利。

（二）對於未能取得權屬證書的瑕疵房產，紅塔集團、新加坡仁恆承諾，若出現第三
方主張權利、房產被拆除等任何導致紅塔仁恆無法正常佔有、使用、收益、處分的情形，
紅塔集團、新加坡仁恆同意在收到粵華包或龍邦國際之通知書之日起30個自然日內賠償粵
華包、龍邦國際因此所遭受的損失，瑕疵房產的價值根據中商資產評估有限責任公司於
2008年11月7日出具的《珠海經濟特區紅塔仁恆紙業有限公司股東全部權益價值資產評估
報告書》並根據房產的已使用年限、折舊情況等綜合確定，賠償金額不超過上述瑕疵房產
的評估淨值合計人民幣10,746,298.00元，瑕疵房產的評估淨值明細如下：

（三）各方同意，本協議第二條約定之賠償款由紅塔集團、新加坡仁恆以其在紅塔仁
恆增資前各自在紅塔仁恆所佔持股比例（70%：30%）予以承擔；上述賠償款及滯納金，
由粵華包與龍邦國際按照上述增資完成後各自在紅塔仁恆所佔持股比例（40.1760%:
13.3920%）進行分配；若紅塔集團、新加坡仁恆在本協議第二條約定之期限內未向粵華
包、龍邦國際支付前述賠償款，紅塔集團、新加坡仁恆應以未付賠償款為基數，從本協議
第二條約定之支付期限起按中國人民銀行同期同類存款利率計算滯納金支付給粵華包、龍
邦國際，直至紅塔集團、新加坡仁恆全額支付前述賠償款之日止。

公司將抓緊上述賠償方案的落實，同時密切關注任何因存在資產瑕疵而可能對上市公
司權益造成影響的事項，切實維護上市公司和廣大股東的根本利益。

附件：珠海經濟特區紅塔仁恆紙業有限公司瑕疵房產、土地使用權清單

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二年十月十九日

珠海經濟特區紅塔仁恆紙業有限公司瑕疵房產、土地使用權清單
瑕疵房產：

瑕疵土地使用權

項目 涉及金額（元） 說明

總資產（元）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所有者
權益（元）
股本（股）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每股淨
資產（元/股）

營業總收入（元）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元）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元）
每股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淨額（元/股）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加權平
均淨資產收益率（%）

2012.9.30

6,591,873,706.42

1,354,916,572.20

505,425,000.00

2.68

2012年7-9月

982,210,385.47

-5,426,620.85

-

-

-0.011
-0.011
-0.37%

-0.40%

2011.12.31

6,571,888,756.69

1,538,546,101.56

505,425,000.00

3.04

比上年同期
增減(%)

-5.41%

-123.31%

-

-

-123.91%
-123.91%

-1.92%

-1.94%

本報告期末比
上年度期末增減(%)

0.30%

-11.94%

0%

-11.84%

2012年1-9月

2,519,192,219.62

-12,659,443.45

-226,490,486.55

-0.45

-0.025
-0.025
-0.87%

-0.92%

比上年同期
增減(%)

-19.79%

-114.88%

-704.28%

-650%

-114.88%
-114.88%

-6.66%

-6.67%

項目

非流動資產處置損益
越權審批或無正式批准文件的稅收返還、減免
計入當期損益的政府補助（與企業業務密切相關，按照國家統一標準定額
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補助除外）
計入當期損益的對非金融企業收取的資金佔用費
企業取得子公司、聯營企業及合營企業的投資成本小於取得投資時應享有
被投資單位可辨認淨資產公允價值產生的收益
非貨幣性資產交換損益
委託他人投資或管理資產的損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災害而計提的各項資產減值準備
債務重組損益
企業重組費用，如安置職工的支出、整合費用等
交易價格顯失公允的交易產生的超過公允價值部分的損益
同一控制下企業合併產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併日的當期淨損益
與公司正常經營業務無關的或有事項產生的損益
除同公司正常經營業務相關的有效套期保值業務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資產
、交易性金融負債產生的公允價值變動損益，以及處置交易性金融資產、
交易性金融負債和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取得的投資收益
單獨進行減值測試的應收款項減值準備轉回
對外委託貸款取得的損益
採用公允價值模式進行後續計量的投資性房地產公允價值變動產生的損益
根據稅收、會計等法律、法規的要求對當期損益進行一次性調整對當期損
益的影響
受託經營取得的託管費收入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收入和支出
其他符合非經常性損益定義的損益項目
少數股東權益影響額
所得稅影響額

合計

年初至報告期
期末金額（元）

-315,189.16

3,437,836.00

2,022,552.53

-3,382,856.71
-961,127.77

801,214.89

說明

-

報告期末股東總數（戶）
前十名流通股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

詹長城
吳浩源

16,592

期末持有流通股的數量

2,641,200
2,561,991

股份種類及數量
種類

境內上市外資股
境內上市外資股

數量
2,641,200
2,561,991

項目

貨幣資金

應收票據

應收賬款

投資性房地產

在建工程

長期待攤費用

應付票據

預收款項

應付職工薪酬

一年內到期的非
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未分配利潤

2012年9月30日

135,705,723.62

322,957,111.38

1,223,355,530.85

10,069,036.03

59,854,703.12

6,419,939.84

15,440,214.95

60,229,898.60

13,903,200.29

1,601,522.20

414,440,812.44

2011年12月31日

369,971,131.96

548,408,372.53

888,268,795.03

17,536,077.64

12,727,295.10

1,000,110.16

86,277,224.67

114,240,243.39

31,415,001.93

230,000,000.00

182,141.16

637,158,732.82

變動幅度(%)

-63.32%

-41.11%

37.72%

-42.58%

370.29%

541.92%

-82.10%

-47.28%

-55.74%

-100.00%

779.28%

-34.95%

說明
主要是本期部分銷售未及時回
款所致。
主要是本期票據貼現增加所致
。
主要是本期部分銷售未及時回
款所致。
主要是部分房產不再出租所致
。
主要是珠海華豐在建倉庫工程
所致。
主要是增加辦事處裝修費所致
。
主要是本期支付已到期銀行承
兌匯票款所致。
主要是去年年底部分預收客戶
貨款本年已發貨結清所致。
主要是期初計提的職工工資及
獎金已發放所致。
主要是本期歸還了一年內到期
的銀行借款所致。
主要是下屬企業紅塔仁恆公司
併購金雞化工評估增值所致。
主要是母公司和下屬企業分紅
所致。

項目
營業稅金及附加

財務費用

資產減值損失

營業外支出

所得稅費用

本期（1-9月）
2,546,077.77

148,202,030.71

675,819.46

4,599,724.98

上年同期（1-9月）
9,310,386.69

96,810,242.11

670,175.23

2,075,181.12

24,479,449.36

變動幅度(%)
-72.65%

53.09%

-100.00%

-72.05%

-81.21%

說明
主要是應交增值稅減少所致。
主要是銀行借款本金增加和同
比利率增加所致。
主要是去年同期增加壞賬準備
的計提所致。
主要是去年同期有較大的行政
支出事項所致。
主要是同期利潤比去年減少所
致。

項目
經營活動產生的
現金流量淨額
投資活動產生的
現金流量淨額
籌資活動產生的
現金流量淨額

本期（1-9月）

-226,490,486.55

743,954.16

-14,412,146.57

上年同期（1-9月）

-28,160,673.18

32,328,892.49

-96,100,428.07

變動幅度(%)

-704.28%

-97.70%

85.00%

說明
主要是本期部分銷售未及時
回款所致。
主要是本期新購建固定資產
比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主要是與上年同期相比，銀
行借款淨增加額增大所致。

接待時間 接待地點 接待方式 接待對象類型 接待對象 談論的主要內容及提供的資料

序號
1
2
3
4

合計

建築物名稱
110KV變電站
食堂（擴建）

備品倉庫
紙品倉庫

評估淨值（單位：人民幣元）
160,294.00

2,719,747.00
5,966,807.00
1,899,450.00

10,746,298.00

序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名稱
科研樓、機修車間

鍋爐房
110KV變電站
食堂（擴建）

脫硫房
傳達室、地磅房

泡沫泵房、公用變電所、車庫
煙囱、油泵房

給水站、廢水處理站
備品倉庫
紙品倉庫

產權證辦理情況
已完成
已完成
未完成
未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未完成
未完成

序號
1
2

名稱
水廠用地

其他瑕疵土地

面積(㎡)
8543.62

4986.593

產權證辦理情況
已完成
未完成

朱世杰
劉斌
陳慈柔
GUOTAI JUNAN SECURITIES
(HONGKONG) LIMITED
王智勇
PANG,KWOK SHI彭國仕
陳毅能
賴東紅
股東情況的說明

1,350,400
1,050,000

963,109

893,556

874,720
755,904
701,153
686,210

境內上市外資股
境內上市外資股
境內上市外資股

境內上市外資股

境內上市外資股
境內上市外資股
境內上市外資股
境內上市外資股

1,350,400
1,050,000

963,109

893,556

874,720
755,904
701,153
686,210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星期一A19國際經濟責任編輯：譚澤滔

美上季經濟料增1.8%
零售有望轉好零售有望轉好 抵銷企業投資減弱抵銷企業投資減弱

美國商務部將於10月26日公布第三季國內生產總
值的數據，彭博事前向 66 位經濟學家進行調查，其預
測增長的中位數為 1.8%，優於次季的 1.3%。不過，這
亦將會是 2009 年美國經濟由衰退中復蘇以來，首次連
續兩季低於2%。房屋市場改善，令家庭住戶的信心回
復，不過，美國企業因為擔心明年初出現的「財政懸崖」
，所以亦在這時停止了更換舊設施和儀器。

消費者開支或增長2.1%
佛羅里達州聖彼德堡 Raymond James & Associates

公司的總經濟師布朗（Scott Brown）表示，美國經濟
仍然處於復蘇的模式，消費者對信心和前景的看法比預
期更好，不過，商業投資仍是一個隱憂。伴隨國內生
產總值數據而公布的消費者開支，將會錄得 2.1%的按
年增長，高於4月至6月份第二季所錄得的1.5%升幅。

8月份和9月份公布的零售銷售，是2010年底以來
最佳的兩個月升幅，原因是消費者增購了各種的商品，

由汽車到蘋果公司的 iPhone 也有，反映出臨近年底的
黃金消費檔期，購物需求正不斷上升。全美國第二大折
扣零售店Target是其中一家同店銷售額優於預期的連鎖
店。

根據業內機構Automotive Group的數字，9月份汽
車與輕型貨車賣出了年率149萬輛，是自從2008年3月
以來最佳的數字。佳士拿和通用汽車均錄得增長。失業
人數下降加上樓價回穩，反映出消費者的信心將在今季
保持強勁。與國內生產總值同一日公布、由湯普森路透
與密歇根大學進行的一項消費情緒指數將會顯示，10
月份的數字會升至 83 點，創下自從 2007 年 9 月以來最
高水平。

聯儲局本周再度議息
為了刺激增長和減低失業率，聯儲局從上月開始推

出了開放式的量化寬鬆措施，是其首次未明確透露整個
量寬行動將會動用多少金額。聯儲局將於本周再度召開
議息會議，在會上所發表的聲明，將可讓市場估計到該
局對經濟和勞工市場推行的政策方向。

同時，美國商務部將於10月25日公布最新耐用品
訂單數據，預期耐用品在 8 月大跌 13.2%，創 2009 年 1
月以來最大跌幅後，9月份將會大幅反彈升7%，扣除運
輸工具的耐用品訂單在8月下跌後，在9月份亦會回升
0.9%。房屋方面，本周公布的數據將會進一步印證樓市
仍在反彈。彭博社的調查顯示，9月份新屋銷售將會創
下年率38.5萬戶，創2010年4月以來最大升幅。

澳洲政府將於今天公布最新財政預算
案，預期公布將會削減多少開支，才能令
明年六月前達到財政盈餘。

澳洲政府將於今天公布半年度財政預
算案，隨商品價格近期不斷下跌，當地
政府將會宣布削減開支所涉及的金額，讓
其可以履行競選時，作出回復財政盈餘的
承諾。自從 2008 年起，當地政府為了讓
澳洲避過因全球金融危機而做成的衰退，
不斷增加開支刺激經濟，因而在這段時間
，連續數年錄得財政赤字。

澳洲將於 2013 年下半年舉行選舉，
政府希望可在屆時令財政預算案回復盈餘
，以消除反對黨對其經濟政策的攻擊。

澳洲財政部長斯旺表示，他將會在今
次的半年經濟和財政展望報告中，公布大
幅節約的計劃，以補救政府因為全球經濟
面對新一輪增長放緩和商品下跌的損失。
斯旺在發言中表示，受到全球在本世代以
來最疲弱環境的影響，令澳洲政府的傳統
收入大幅減少。

今年5月份，澳洲政府在公布預算案
時，曾承諾在 2013 年中，將會錄得財政
盈餘 15 億澳元，或是佔國內生產總值的
0.1%。不過，5月份以來，澳洲政府因為
商品價格下跌和主要貿易夥伴增長放緩，
再加上極富爭議的煤炭稅收大減，以至鐵
礦石盈利大跌，導致庫房收入受打擊。

美國本周公布多項經濟數據，預期美國
消費者開支恢復增長，抵銷了美國企業因前
景不明朗而大幅削減的投資，直接推動美國
經濟在第三季錄得1.8%的升幅，優於次季的
1.3%。而美國企業最擔心的是，明年初將會
出現 「財政懸崖」 。

本報記者 李耀華

日本大選在即，經濟財政大臣前原誠
司表示，由於在野黨有較強的公眾支持，
現屆政府為備戰，需要推出更多財政寬鬆
措施和其他政策刺激經濟增長。

前原誠司在接受電視訪問時表示，日
本政府計劃注資2000億日圓（約195億港
元）入市場，但沒有透露更多細節。今財
年，政府預算約需要 9100 億日圓的刺激
經濟資金，尚需日本國會批准，4000 億
日圓的震後重建資金，以及 3478 億元的
其他資金。

前原誠司昨日表示，全球量寬，日本
在貨幣政策上正落後他國。雖然量寬不是
萬能藥，但如果不做，日本的主權債務評
級可能被降級。10 月 12 日，日本政府發
布了對日本經濟放緩的展望，由於日圓走
強以及全球需求疲弱影響出口，經濟下行
的步伐已持續三個月，為 2009 年全球金
融危機以來持續時間最長的低谷。

日本首相野田佳彥上周指示內閣在
11 月之前起草刺激經濟方案，不過由於
在大選前的敏感時期，其黨派與自民黨以
及新公明黨兩個最大的反對黨意見相左，
僵持局面令巨額開支方案無法達成協議。

日本三大主要政黨黨魁於本月 19 日
曾有一次會面。由於野田早前稱，很快會
舉行大選，自民黨與新公明黨支持野田關
於將銷售稅翻倍的方案，使該方案在國會
通過，不過這兩大反對黨反對批准增加赤
字的發債方案。

前原誠司表示，在他看來 「很快」舉
行的大選，不會是在明年，暗示野田今年
就會舉行大選，他強調野田會謹守承諾。

野田一直無法扭轉十多年來日本通縮
的局面，在立法方面，他最大的成就是通
過了增加消費稅的提案，雖然加稅很可能
導致消費放緩。而本月有民調顯示野田的
支持率由 13 個月前剛上任時的 65%，跌

至34%。對該黨的支持率也僅有18%，低於反對黨自民
黨的28%。

另一邊廂，日本央行行長白川方明為首的央行決策
層，在本月5日結束的連續兩日會談之後，未有宣布財
政寬鬆的措施，雖然該行降低經濟增長預測，但仍然
「忍手」沒有 「放水」。而 IMF 副總裁筱原尚之則在

本月9日時表示，日本央行完全可以在量化寬鬆方面做
得更多，並呼籲國會給予支持。前原誠司表示，買入外
國債券也是貨幣寬鬆的一種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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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重要經濟數據及大事
日期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國家

日本

加拿大

德國

美國

美國

英國

美國

美國

項目

九月貿易收支

最新利率

十月企業景氣指數

九月新屋銷售

聯儲局最新利率

第三季國內生產總值（按季）

九月耐用品訂單

上周新申領失業救濟金

九月成屋待完成銷售（按月）

第三季國內生產總值

消費者開支

十月密歇根大學消費情緒指
數

預測

-5479億日圓

維持1厘

101.6

38.5萬戶

維持0.25厘

+0.6%

+7%

37萬人

+2.5%

+1.8%

+2.1%

83點

▲分析員認為，美國經濟仍然處於復蘇的模式，消費者的信心和對前景的看法比預期好 彭博社

▲前原誠司表示，全球量寬，日本在貨幣政策上正
落後他國 彭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