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興市場科技公司股票受投資者熱捧，
更創出2000年科網股高峰以來最高水位，韓
國的三星電子旗下智能手機銷情強勁，刺激
三星股價上漲，市值首度超過2000億美元，
以市值計，躋身全球第15大公司，股價今年
狂升 40%。投資者看好三星盈利前景，連帶
狂吸區內科技股，大摩新興市場科技股指數
更一度升破2000年4月以來高位，離當年三
月份所創的歷史新高只一成之距。

韓國三星電子的智能手機熱賣，投資者
追捧新興市場科技股，摩根士丹利新興市場
科技股指數周五升1%至271.01點，逼近2000
年4月12日的高位。手機及電視最大生產商
三星股價升1.8%，市值攀升至2020億美元，
首次升破2000億美元，創收市值紀錄高位。
亞洲科技股中，海力士半導體（SK Hynix
）、奇美電子（Chimei Innolux）這兩隻股
票股價至少有4%升幅，分析員普遍看好此兩
間公司的盈利前景會好轉。

科技股領升發達國股市
不過，新興市場科技股指數相對2000年

3 月科網高潮創出的高位，仍然低約 10%，
而相對摩根士丹利發達國家科技指數低 59%
。然而，發達國家股市連續第三周攀升，由
科技類股領升。美國周四公布的經濟數據顯
示，美國新申領失業金人數較經濟員原先預

期低，引起投資者對美國出口前景看法轉為
較前樂觀。分析指出，股市升勢是受到市場
對全球經濟復蘇的憧憬，三星這類科技龍頭
股繼續受投資者追捧。

大摩新興科技股指累升26%
今年以來摩根士丹利新興科技股指數升

幅達到 26%。摩根士丹利新興市場指數周五
升 0.3%至 1023.98 點，整周升幅擴大至 1.7%
。科技指數於1999年時曾經升逾一倍，當時
投資者相信科網股公司的盈利增長強勁。不
過科網熱潮很快爆破，科技股指數由2000年
高位累計暴跌 75%，投資者明白到科網股的
急升是缺乏盈利支持。

以市值計，韓國三星電子是全球第15大
公司，三星市值首度超過2000億美元，今年
以來股價狂升 40%。三星旗下的 Galaxy 手機
銷情強勁，公司盈利亦超出市場預期。對手
蘋果的股價表現也不弱，今年以來升幅達
35%，市值高達5150億美元，成為全球市值
最高的公司。

預期專利官司罰款減輕
三星與蘋果的專利官司仍在進行，三星

周四要求美國法院否決蘋果提出針對三星逾
25 款產品在美國永久禁售訴訟。美國法庭 8
月裁定三星侵犯六項專利，被判罰款10.5億

美元。
業界分析指出，由於投資者預期對三星

的罰款將會減輕，因而刺激三星股價周五急
升，估計今年三星智能手機付運料 2.2 億部
，2013年料增加至約3億部。

另外，海力士半導體（SK Hynix）是
全球第二大電腦記憶芯片生產商，今年以來
股價升18%，第四季度營運盈利料有2020億
韓圜（1.86億美元），高於預期的1470億韓
圜。不過第三季錄得營運虧損150億韓圜。

台 灣 最 大 屏 幕 生 產 商 奇 美 電 子
（Chimei Innolux）股價今年以來升 23%，
市場預測隨着產品價格上升，虧損會收窄，
明年第二季業績將錄得盈利。

美失業率7.7% 四年低位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八日 星期六B4國際經濟責任編輯：龍森娣

上月新職位14.6萬 遠超預期

日經濟續收縮料下季復元

颶風 「桑迪」 意外未對美國就業造成太
大衝擊，美國11月份失業率跌至近4年低位
，至7.7%，新增非農就業人數亦遠超預期，
達14.6萬。就業市場好轉顯示美國消費者支
出或將繼續保持擴張，支撐美國經濟。不過
，失業率下跌主因是求職人數減少，也表示
美國就業市場好轉仍處於溫和狀態。

本報記者 陳小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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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江食品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屆董事會2012年度
第三次臨時會議決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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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

上海大江食品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第七屆
董事會於2012年12月7日召開2012年度第三次臨時會議，會議以通
訊方式召開。本次會議通知於2012年12月1日以書面、電子郵件及
電話方式發出。本次會議應參加表決董事9人，實際參加表決董事9
人。會議召開符合有關法律法規和公司章程的規定，會議經審議通
過如下決議：

1、審議通過《關於授權轉讓上海星弘實業有限公司100%股權
的議案》，同意以不低於資產評估值為依據轉讓上海星弘實業有限
公司（以下簡稱 「星弘公司」）100%股權，並授權公司總裁全權處
理相關事宜。

星弘公司註冊資本13,000萬元，實收資本11,659.35萬元，其中
我公司佔99.92%，上海大江資產經營有限公司（為我公司全資子公
司）佔 0.08%。星弘公司成立於 2011 年 4 月 7 日，成立時註冊資本
100萬元人民幣。經我公司於2011年4月27日召開的第六屆董事會
第四次全體會議，以及於2011年5月20日召開的第十九次股東大會
審議同意，對星弘公司增資12,900萬元，其中以大江商廈作為實物
增資8,979.35萬元。星弘公司為一家投資管理公司，成立至今沒有
從事經營業務。截至 2012 年 12 月 6 日，星弘公司賬面淨值為
11,664.17萬元，評估值為12,113.97萬元。

本議案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表決結果：9票同意，0票棄權，
0票反對。

2、審議通過《關於增加公司經營範圍的議案》。本議案需提交
股東大會審議。表決結果：9票同意，0票棄權，0票反對。

3、審議通過《關於財務負責人變更的議案》，同意聘任萬平為
公司財務負責人，不再聘任萬平為審計部總經理。表決結果：9票
同意，0票棄權，0票反對。

4、審議通過《關於召開 2012 年度第三次臨時股東大會的議
案》。表決結果：9票同意，0票棄權，0票反對。

特此公告。

上海大江食品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12月8日

證券代碼：A股 600695 股票簡稱：A股 大江股份 編號：臨2012-032
B股 900919 B股 大江B股

上海大江食品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召開2012年度第

三次臨時股東大會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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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召開時間：2012年12月24日上午9:30
●會議召開地點：上海松江區文誠路765號上海新暉大酒店12

樓黃山廳
●會議方式：現場方式
一、會議基本情況：
1、會議召集人：董事會。
2、會議方式：現場會議。
3、會議時間：2012 年 12 月 24 日（星期一）上午 9:30 時開

始。
4、會議地點：上海松江區文誠路765號上海新暉大酒店12樓黃

山廳（地鐵 9 號線大學城站轉松江 13、12 路公交，文誠路江學路
（新暉大酒店）站下車）。

5、股權登記日：A 股股東：2012 年 12 月 12 日；B 股股東：
2012年12月17日（B股股東的最後交易日為2012年12月12日）。

二、會議審議事項：
1、審議《關於授權轉讓上海星弘實業有限公司100%股權的議

案》；

2、審議《關於增加公司經營範圍的議案》。
上述議案內容將於2012年12月17日之前登載於上海證券交易

所網站（http://www.sse.com.cn）。
三、會議出席對象
1、截至2012年12月12日（星期三）下午交易結束後在中國證

券登記結算責任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記在冊的公司全體 A 股股
東；截至2012年12月17日（星期一）下午交易結束後在中國證券
登記結算責任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記在冊的公司全體 B 股股東
（B 股股東的最後交易日為 2012 年 12 月 12 日）。因故不能親自出
席會議的股東，可以書面授權他人代為出席（被授權人不必為公司
股東）。

2、公司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
3、見證律師、公司董事會特邀人員。
四、會議登記辦法
1、登記方法：
（1）個人股東持股東本人帳戶卡、身份證辦理登記；凡委託他

人出席會議的，應同時持授權委託書（見附件）和代理人身份證辦
理登記。

（2）法人股東持股東賬戶卡、營業執照複印件、單位授權委託
書（見附件）、出席人身份證辦理登記。

（3）不能前來辦理登記的股東可於 2012 年 12 月 19 日 16:00 時
之前以信函到達地郵戳為準）或傳真方式進行登記。登記材料應包
括上述1、（1）（2）款所列的證明材料複印件及聯繫方法。

2、登記時間：2012年12月19日9:00─16:00，逾期不予受理。
3、登記地點：上海市長寧區東諸安浜路165弄29號4樓 「維一

軟件」
（紡發大樓）靠近江蘇路
軌道交通：地鐵2號線江蘇路站4號口出
公路交通：臨近公交車有01路、62路、562路、923路、

44路、20路、825路、138路、71路、925路
五、其他事項
1、本次股東大會會期半天，參加股東大會的股東或股東代理人

食宿、交通費自理。
2、聯繫方式：
（1）地址：上海市東諸安浜路165弄29號4樓（紡發大樓），

郵編：200050。
（2）電話：86-21-52383305。
（3）傳真：86-21-52383305。
（4）聯繫人：周小姐
特此公告。

上海大江食品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12月8日

附件：
授權委託書

兹委託 先生（女士）代表本單位（本人）出席上海
大江食品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第三次臨時股東大會，並對會
議審議事項行使如下表決權：

1、對召開股東大會的公告中第 ~ 項審議事
項投贊成票；

2、對召開股東大會的公告中第 ~ 項審議事
項投反對票；

3、對召開股東大會的公告中第 ~ 項審議事
項投棄權票；

4、對可能納入議程的臨時提案 □ 有／ □ 無表決權；
5、未作具體指示的事項，代理人 □ 可以／ □ 不可以按

自己的意願表決。
委託人簽名（法人股東由法定代表人簽名並蓋公章）：
委託人身份證號碼：（法人股東企業營業執照註冊號）
委託人持股數：
委託人股東帳號：
受託人簽名：
受託人身份證號碼：
委託日期：
本授權委託書自簽署之日起生效，至本次會議結束終止。
註：委託人應在授權委託書相應 「□」中用√明確表示；本授

權委託書打印件和複印件均有效。

德國《金融時報》停辦
德國版《金融時報》因盈利狀況不佳昨日謝幕，成為網絡媒體興盛潮

流下，紙媒發行量及廣告收入不斷下滑的最新受害者。
德國《金融時報》由貝塔斯曼旗下的Gruner & Jahr所有，昨日是其

12年發行生涯中的最後一日。但這並不是個例，上個月德國《法蘭克福評
論報》宣布破產，德國國際通訊社及美聯社德國分社10月份亦紛紛關閉。

《金融時報》德國版從2000年開始發行，由貝塔斯曼與《金融時報》
發行商培生集團合資經營，培生已於 2008 年退出該業務。根據 Gruner
& Jahr網站數據，該報三季度日均發行量為10.2萬份，其破產將影響超過
300名僱員。根據市場研究公司MagnaGlobal本周數據，全球報紙營收今年
減少4.5%，主要受到讀者減少、需求下降及電子媒體的價格優勢影響。

一項反映日本目前經濟情況的經濟指數在十月份持續下
跌，已連跌七個月，反映出日本極有可能已陷入經濟衰退。
但分析認為，日本今次的經濟衰退將會是淺且短暫，今年底
便會開始復蘇，預期經濟在本季會再次收縮，但明年首季將
會回復正增長。

日本內閣廳公布，這項名為日本景氣動向綜合指數的共
同指標，在十月份按月下跌了0.9點，至90.6，反映出日本
經濟現在可能已處於衰退。這個共同綜合指數，共分有十一
個指標，包括零售銷售和就業數據等。

內閣廳說，這迫使日本政府把日本的經濟預測調低至
「惡化」，反映出當地經濟正走下坡。

海外經濟復蘇帶動增長
日本的出口主導經濟一直受到歐洲經濟衰退、中國經濟

放緩和中日領土糾紛持續所拖累，今次內閣廳公布的數據，
將會令私人經濟研究員更加相信今年日本經濟衰退的時間來

得較早，儘管日本政府通常需要招聘經濟專家用一年多時間
，才會正式把經濟的高峰期與最低潮時期作出定調。

不少經濟分析員認為，日本今次的經濟衰退將會是淺且
短暫，今年底經濟便會開始復蘇。日本經濟在七月至九月的
季度錄得3.5%的年率跌幅，是自從2011年大地震以後最大
的跌幅。

經濟分析員預期經濟在今季會再次收縮，但明年首季將
會回復正增長，主要受到海外經濟復蘇所帶動。日本十月份
的工業生產錄得正增長，出乎市場所預期，亦是四個月以來
首度錄得增長，主要是拜電子產品所賜，不過，有關數據同
時預期日本十一月份工業生產可能會錄得 0.1%的按月跌幅
，要到十二月份才會大幅反彈 7.5%。日本的十月份領先經
濟指標較九月份上升了0.9。

大和生命研究社總經濟師 Yoskiki Shinke 表示，現已
有跡象顯示日本經濟已見底回升，未來景氣動向綜合指數回
升亦不會令人感到驚奇。

美家庭財富季增2.7%
美國家庭財富三季度按季攀升2.7%，股價及房價的回升正

在刺激美國居民的消費信心。但目前財富淨值仍低於金融危機
前水平，因此不排除聯儲局會進一步放鬆貨幣政策的可能。

聯儲局昨日公布的資金流動報告顯示，三季度美國家庭及
非盈利組織財富淨值增加1.72萬億美元，至64.8萬億美元，按
季增幅為2.7%。

美國家庭的金融資產價值三季度增加1.3萬億美元，包括
股票及養老金等。家庭所持房屋價值增加 3010 億美元，業主
權益佔家庭總房產資產比例從次季43.4%升至44.8%。

美國已進入假日購物季，家庭財富的增加將刺激消費信心
，推動家庭購買及零售銷售，繼而支持美國經濟。但目前家庭
財富淨值仍低於金融危機前的峰值，因此聯儲局仍有可能進一
步放鬆貨幣政策，其下一次議息會議將於本月 11 至 12 日舉
行。

美國股市三季度價值增長超過8000億美元，標普500指數
同期增幅為5.8%，但受對 「財政懸崖」的擔憂影響，四季度起
至本周四，標普500指數跌2.2%。

樓市方面亦有多重因素顯示其正在復蘇。地產研究公司
CoreLogic 上月數據顯示，美國獨立屋價格三季度按年攀升
7.6%。標普席勒房價指數顯示，三季度美國房價按年增幅為
3.6%，為兩年來最大。

另外，昨日數據還顯示，美國家庭債務三季度降速為 2%
，是過去18個季度以來第16個債務呈現減少的季度。按揭貸
款降速為3%，包括汽車及學生貸款在內的其他消費者信貸升
速為4.3%。

德大降明年經濟預測
德國央行調低 2013 年經濟增長預測至

0.4%，低過6月時預測的1.6%。今年增長料
為0.7%，同樣低於原先估計的1%。

位於法蘭克福的德國央行表示，今年第
四季經濟將會萎縮，到 2014 年料增長 1.9%
。經濟員表示，德國央行估計 2013 年將仍
有增長，顯示不算太負面，對於估計今年第
四季經濟呈現萎縮，反而會對 2014 年增長
率產生最大影響。歐元 17 個成員國是德國
最大出口市場，不過受到歐債危機打擊，西
班牙和希臘緊縮開支，無可避免打擊德國對
歐元區的出口。

不過，德國商業信心和工廠訂單 11 月
出乎意料報升。德國央行表示，德國經濟前
景不明朗，但有理由相信經濟疲弱階段不會
太長，德國將會重返增長。德國央行報告出
台後，歐元兌美元一度下跌至報1.2940。德
國央行同時向下調整對 2013 年通脹預測，
由原先估計的 1.6%調低至 1.5%，料 2014 年
平均通脹率為1.6%，今年通脹料為2.1%。

分析指出，德國的通脹預期可以為歐洲
央行提供減息空間，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周
四表示，歐元區經濟在 2013 年下半年前不
會擺脫不景氣。

全球營業額最大科技公司三星電子，可能加快
推出下一代旗艦Galaxy智能手機，業界分析推測新
的Galaxy或擁有突破性不碎屏幕。根據分析員與科
技網誌，手機部主管 JK Shin 負責代號 「Project
J」，研發新Galaxy SⅣ，可能最快2013年4月推
出市場發售。現時的各品牌的智能手機外形和性能
愈來愈相似，分析指如果Galaxy智能手機配備不破
碎屏幕，這將是一個重大賣點。

事實上，三星的Galaxy手機死逼蘋果iPhone，
三星市值亦首度升破 2000 億美元。業界預測
Galaxy S Ⅳ將會擁有更大、質素更佳的屏幕、強
大四核心和 13 mega pixil 影相鏡頭，較 Galaxy
SⅢ和iPhone5更佳。

瑞士銀行分析員 Nicolas Gaudois 表示，今年
Galasy S Ⅲ在 5 月推出，相信三星好可能在 2013
年上半年加快推出 Galaxy S Ⅳ，生產不碎屏幕技
術準備就緒，估計 2013 年上半年高端智能手機將
會成為焦點。業界人士表示，最終智能手機將會配
置不碎和靈活的屏幕，不是 2013 年就是 2014 年，
不是Galaxy SⅣ就是Galaxy SⅤ，這會是一個遊
戲轉變者市場。

三星科技和設計一向走在前端，這間韓國消費
電子大廠周四與蘋果在美國法庭面對面抗戰，三星
要求推翻侵權裁決，蘋果提出擴大對三星手機的禁
售令。雖然面對官司，三星股價仍愈升愈有，兼創
出歷史高位。相反，蘋果的iPhone5面對同業強大
競爭，加上用家對蘋果地圖不滿等多種不利因素，
股價持續走軟，市值失逾1200億美元。

瑞銀分析員估計，截至 12 月底季度，三星
Galaxy SⅢ和NoteⅡ付運量料約2250萬部，相對
7月至9月季度的2000萬部為高，Galaxy SⅢ銷售
料達4000萬部。

三星市值過二千億美元
新
手
機
傳
擁
不
碎
屏
幕

▲美失業率與新職位數字雙雙報喜
，唯一不明朗因素是 「財政懸崖」
擔憂未悉除

美國勞工局昨日公布11月份就業數據，新增非農
就業人口達14.6萬個，遠超彭博社預期中值8.5萬個。
10 月份新增職位 17.1 萬個，此前市場曾預期颶風 「桑
迪」會造成11月新增就業人數大減，彭博社分析師預
測區間為1.5萬個至14.5萬個。另外，調整後的數據顯
示，10月份新增就業人數減少5.1萬個。

11月份失業率跌至7.7%，為2008年12月以來最低
，亦好於市場普遍預期的 7.9%。但數據顯示，失業率
下跌主要是由於尋找工作的人數減少，家庭調查顯示
，36.9 萬人因天氣原因當月放棄找工作。美國失業率
在延續43個月高於8%的高位後，9月份跌至7.8%，10
月份曾反彈回7.9%。

勞工局署理局長高爾文（John Galvin）引述內部
分析稱， 「桑迪」對11月份整體就業情況未有實質性
影響。

美國就業情況的溫和好轉或表明，佔美國經濟產

出最大部分的消費者開支將繼續擴張，支撐美國經濟
。不過，由於受到對 「財政懸崖」的擔憂影響，就業
市場仍受到抑制。若兩黨未能達成預算協議，美國將
於明年初自動觸發6000億美元開支削減及稅收增加，
墜入所謂 「財政懸崖」。另外，歐債危機也仍對美國
就業起到負面作用。

拆掉 「懸崖」 炸彈復蘇更快
野村證券紐約首席經濟分析師亞歷山大（Lewis

Alexander）表示，一旦兩黨順利解決 「財政懸崖」問
題，並消除抑制商業信心的其他政策挑戰，預期美國
經濟的復蘇及就業市場的增長明年將開始加速。

美國制定貨幣政策的聯儲局將於下周二及周三舉
行議息會議，決定最新資產購買規模及基準利率指導
。分析指，即使可順利避免完全墜入 「財政懸崖」，
明年美國的財政政策亦將收緊，使聯儲局有充分理由
繼續保持極度寬鬆的貨幣政策。

11 月份私人部門新增就業職位 14.7 萬個，政府部
門就業職位減少1000個。私人部門中，零售業就業新
增5.26萬個，專業及商業服務新增4.3萬個，臨時工增
加1.8萬個。

按照行業來看，製造業就業減少7000個，建築業
意外大幅減少2萬人，雖然近期受惠聯儲局QE3，美國
建築業明顯反彈，但未對就業有明顯推動。

另外，11月份平均時薪增加4美仙至23.63美元，
每周平均工時維持在34.4小時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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