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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古井貢酒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召開2013年第一次
臨時股東大會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內
容的真實、準確、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
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一、召開會議基本情況
（一）召開時間：2013年1月15日（星期二

）上午9:30，會期半天
（二）召開地點：安徽省亳州市古井鎮古井

學院多功能廳
（三）召集人：安徽古井貢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四）召開方式：現場投票
二、會議審議事項
關於改聘公司2012年度審計機構的議案
三、出席對象
（一）截止2013年1月8日在中國證券登記結

算有限責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記在冊的本公司
全體股東及其授權代理人。不能親自出席會議
的股東，可以書面委託授權代理人出席，該代
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東。

（二）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
（三）公司聘請的會議見證律師、中瑞岳華

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四、會議登記方法
（一）登記方式：到現場登記。異地股東可

以通過書面信函或傳真方式辦理登記。本公司
不接受電話登記。

（二）登記時間：2013年1月14日（星期一
）上午9：00-12：00，下午14：00-16：00。

（三）登記地點：公司董事會秘書室。
（四）現場股東大會會議登記方法：
1、出席會議的法人股東為單位法定代表人

的，需持本人身份證、法定代表人身份證明、
營業執照複印件辦理登記手續；委託代理人出
席會議的，代理人需持本人身份證、法定代表
人親自簽署的授權委託書、法定代表人證明書
、營業執照複印件辦理登記手續。

2、社會公眾股股東需持本人身份證、股東
帳戶卡和有效持股憑證，如委託出席的，需持
授權委託書、受託人身份證、本人身份證及股
東帳戶卡等辦理登記手續；

3、異地股東可通過信函或傳真方式進行登
記（需提供上述1、2項規定的有效證件的複印
件）。

五、其他事項
（一）會議聯繫方式
地 址：安徽省亳州市古井鎮
郵政編碼：236820
聯繫電話：0558-5317057
傳真號碼：0558-5317706
聯繫人：李富元 張珩
（二）會議費用：與會股東食宿及交通費用

自理。
特此通知

安徽古井貢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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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安徽古井貢酒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
次臨時股東大會授權委託書

安徽古井貢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

授權委託書
全權委託 代表本人（本單位

）出席安徽古井貢酒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
次臨時股東大會，並代表本人對會議審議的各
項議案按本授權委託書的指示行使投票，並代
為簽署本次會議需要簽署的相關文件。

本公司／本人對本次股東大會議案的表決
意見如下：

本授權委託的有效期：自本授權委託書簽署之
日至本次股東大會結束；
附註：

1、委託人對受託人的指示，以在 「同意」
、 「反對」、 「棄權」欄內相應地方打 「」
為準，對同一審議事項不得有兩項或多項指示
。如果委託人對某一審議事項的表決意見未作
具體指示或者對同一審議事項有兩項或多項指
示的，受託人有權按自己的意思決定對該事項
進行投票表決。

2、授權委託書剪報、複印或按以上格式自
製均有效；單位委託須加蓋單位公章。

表決內容

關於改聘公司2012年度
審計機構的議案

表決意見

同意 反對 棄權

日圓轉弱 股價急漲

希四大銀行需2839億資金

日股創7年來最大升勢
日本股市今年最後一個交易日造好，

日經225指數創2005年以來最大年度升勢
，全年升幅達23%，主要是受到日圓下跌
所拖累。日圓兌美元全年下跌了一成四。
展望明年，市場人士看好日本股市前景，
估計日股已經步入正面周期，未來將有更
多資金流入日本股市。

重返今年五月，隨歐元債務危機陷入水
深火熱之時，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克魯曼在紐約
時報撰寫一篇文章，談到歐元前途，當時克魯
曼認為歐元是貨幣聯盟實驗品，存在先天缺陷
，很容易出現問題，可能在數個月內出事。克
魯曼不是唯一的 「歐元末日論者」，其他的投
資名人，包括億萬富豪索羅斯，6月初在意大
利的一個會議上曾說，德國只有三個月時間處
理歐洲災難。然後到7月，花旗首席經濟員、
亦是前任英倫銀行政策員Willem Buiter，提
出希臘有九成機會脫離歐元的說法。

下周就是2013年，這些歐元末日論者的預
言未有成為事實，目前愈來愈少人相信希臘有
即時脫離歐洲的危機。

而僅在半年前，歐元崩潰的末日論者，多
半是全球地位甚高的經濟員和資深投資者，而
這些人大部分總部在美國。事實上，歐元不單
未解體，兌美元呈反彈之勢，希臘、西班牙和
意大利等財困國債券孳息全都回落。

雖然末日論者相繼修訂其預測，不過仍然
警告未來將要面對更多困境。克魯曼12月初於
一個博客上寫道，歐洲的政治彈性令他感到意
外。

雖然克魯曼對歐洲今年能夠避過災難感到
意外，但他近期的博客文章 「流血的歐洲」指
出，希臘、葡萄牙、西班牙、愛爾蘭等國家實
施的緊縮政策，像一個流血不止的病人，身體
只會更弱和流更多血。10月時，花旗雖然調低
對希臘18個月內脫歐預測的可能性，但機會率
仍有六成之高，不過現時則稱短期脫歐風險已
降低。然而另一末日博士魯賓尼相信2013年將
會是歐洲不易過的另一年，希臘將再度構成最
大威脅，他預言明年秋季希臘聯盟將會崩潰，
希臘退出歐元將或重返談判桌。

全球首次公開招股活動（IPO）在今年跌至自從金融海
嘯以來最低，主要是經濟放緩和臉譜上市成績令人失望，令
投資者紛紛抽回上市行動。

今年全球IPO共集資到1120億美元，是自從2008年以來
最低的水平，在西歐的IPO更跌至只及去年的三分一，而憂
慮到中國增長放緩，亞洲區的IPO活動亦大跌了接近一半，
至於美洲的IPO集資到410億美元，與去年的水平相若，原
因是臉譜上市表現令市場失望，使IPO的意願大減。

隨美國明年一月一日將會自動啟動自動削赤機制，加
稅和削減開支行動將令美國經濟損失6000億美元，把美國再
次引向經濟衰退，IPO的前景亦因此而再受影響。不過，若
美國國會議員最終可以避開所謂的財政懸崖，全球IPO的市
場便可以反彈。

統計顯示，今年年底所積存的潛在IPO交易數量創下了

2007年以來最多，達1150億美元。大企業包括中石化集團旗
下公司的分拆上市，以及荷蘭國際集團等有可能上市。其他
大企業如日本郵政控股等，便計劃至2015年才會上市。

巴克萊資產組織部主管卡斯爾表示，不少投資者很會選
擇，假如在明年初有部分IPO出現，而且表現理想，接將
會看到更多IPO在美國，或是在全球出現。

歐IPO本季升逾4倍
歐洲的IPO在第四季按年大升了超過四倍，至57.1億美

元，美國IPO亦上升了一成半，至88億美元，但亞洲的個案
卻急跌了四成六，至109億美元，而全球計算，第四季由去
年同期的295億美元上升至324億美元。

不過，全年計算，IPO錄得連續兩年下跌，原因是歐洲
經濟再陷衰退，令其全年的IPO只有99.1億美元，比去年同
期大跌三分二，亞洲的跌幅則有四成三，至467億美元，而
美國雖然有臉譜的160億美元大規模招股行動，但是總量只
僅超過去年的水平。而自從臉譜在上市首三個月股價大跌了
三成二後，其他公司如Party City控股，與美國國際集團旗
下的飛機租賃公司等紛紛撤回了上市計劃，轉投私人配售。

希臘央行周四報告顯示，該國四大銀行
在明年4月底前將需要275億歐元（2839.2億
港元）的資本重組資金，約佔該國今年GDP
的14.5%，主要由於希臘今年早期進行債務減
值，對這些銀行造成衝擊。

央行報告顯示，其中最大的銀行──希
臘國家銀行（National Bank of Greece）需
要98億歐元資金，其他三間銀行Eurobank
Ergasias、Alpha Bank及Piraeus Bank分別需要
58億歐元、46億歐元和73億歐元。這四大銀
行因對希臘銀行業具有系統性重要作用，將
收到來自國家的資金支持。

報告還顯示，明年4月底前，希臘整體銀
行業所需資本重組資金達405億歐元。央行稱
，除四大銀行外的其他小型銀行重組資金將
來自私人基金。

在希臘目前1300億歐元的救助基金中，
其中500億歐元專門被用於救助銀行業，央行
表示，這一部分資金足以在2012至2014年，
填補銀行業的資金重組並救助有問題的銀行
。在這一方案下，銀行將通過發行新股和或
有可轉換債券（CoCos），使銀行的核心資
本率達到9%的水平。其中10%的新股需要由
民間資金認購。均需在明年4月底前完成。

債務減值 造成衝擊
央行稱，希望借銀行業的資金重組逐漸

恢復本國的銀行存款及市場信心。
央行報告表示，希臘銀行業在過去幾年

受到多重因素打擊，包括希臘主權債務的重
組以及經濟發展的衰退，這些都影響了銀行
的資產和存款狀況。由於希臘銀行手中持有
大量希臘國債，因此在3月份債務減值時遭受
了重大虧損。另外，本月稍早希臘政府為繼
續獲得救助貸款，還進行了大規模債務回購
，亦對銀行業造成一定衝擊。

不過，債務回購的順利進行使希臘成功
獲得491億歐元救助貸款，其中160億歐元將
用於救助銀行業。希臘目前設立了由救助貸
款注資的希臘金融救助基金（HFSF），專門
用於為銀行提供資金支持，該機構的大部分
資金將用於銀行業的資本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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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汽車生產商保時捷（Porsche）周四獲紐約法庭駁
回對沖基金對其的控訴，昨日股價大漲7.4%，至近兩年
高位。

由26隻美對沖基金組成的上訴團此前控訴保時捷08年否
認企圖兼併德國福士汽車（Volkswagen），對市場造成誤導
並導致對沖基金的投資損失，要求得到14億美元賠償。

對此，紐約州高級法院周四裁定，這一事件與紐約州沒
有 「充分的關聯」，因此不受理此單訴訟。法院稱， 「大多
數原告都不是紐約居民，福士汽車的股票僅在國外交易所交
易，此案件的多數證人和文件也都在德國。」因此推翻了此
前地方法院的判決。不過，紐約法院也表示，德國法院是合
適的起訴場所。

德國檢察官本月已起訴兩名保時捷前高管，指其在08年
試圖併購福士汽車時發布不實聲明，誤導市場。被起訴的是
保時捷前行政總裁魏德金（Wendelin Wiedeking）和前財
務總裁海爾特（Holger Harter）。

保時捷從08年上半年起通過秘密獲取福士公司股票期權
企圖對其進行兼併，不過期間卻不斷否認兼併意圖，導致部
分投資者沽空福士公司股票。但保時捷於當年10月份突然宣
布，已掌控福士74.1%的股份，並將尋求最終收購。這一聲
明導致福士公司股價大漲，此前對福士看跌的對沖基金則被
迫填補空倉，遭受虧損。

在紐約州法院作出裁定後，保時捷的代理律師吉夫拉（
Robert Giuffra）表示，這對保時捷來講是一次重要的勝利
。對沖基金的代理律師希頓（James B. Heaton）拒絕對
裁決作出回應。

基金控訴保時捷遭駁回

日本股市報升，日經225指數創2005年以來最大
年度升勢。外國投資者在大選前估計，自民黨將會重
新執政並堅決要振興日本經濟，因此而在過去數月以
來大舉入市。同時，過去數月由於日圓匯價不斷下跌
，亦刺激日股不斷攀升。在周五，官方公布消費物價
和工業生產數據後，日圓走勢疲弱，市場揣測央行可
能再度擴大刺激措施。豐田汽車股價一度升1.9%至兩
年高位收市，市傳東芝正與買家洽談出售旗下業務股
權，刺激股價跳升5%。日經225指數周五升1%，收報
10428.55點，創2011年3月10日以來最高位，全年累
升23%。東證指數周五升0.8%至861.12點。

業界料更多資金流入股市
東京野村控股策略員Juichi Wako表示，日圓轉

弱，股價回升，目前市況進入較正面周期，估計將有
更多資金流入股市。東證指數由11月14日以來升約
19%，當時前任日本政府宣布12月舉行普選，市場已
經推測立場傾向更大寬鬆政策的自民黨安倍晉三當任
首相呼聲甚高。

不過，東證指數升幅則受制於東京電力公司股價
下跌，東京電力公司股價一度大跌6.4%至每股206日
圓，有報道稱該公司被八名美國船員控告，報稱東京
電力公司導致他們暴露於輻射。豐田汽車是全球最大
汽車生產商，股價升1.9%至每股4005日圓，今年以來
豐田汽車股價升幅達到56%。本田汽車股價周五升
1.1%至每股3145日圓，全年亦大升三成四。不過，對
於電子消費股來說，去年卻是慘痛的一年，新力全年
跌三成，其對手Panasonic亦跌兩成，令人憂慮會否從
此消失的聲寶，全年股價更急跌五成半。

日經225指數的14天相對強弱指數周五升至79。
部分投資者認為指數升至70以上是市場超買現象。日
經股票平均波動指數跌3.1%至22.45，而日經225指數
交投量高於30天平均水平約24%。

市場揣測央行或擴QE
政府公布的消費物價和生產數據惡化，市場揣測

央行有機會進一步加大貨幣和財務刺激措施推動增長
，而日圓走勢回軟，出口股股價回升。現任首相安倍
晉三要求無限制貨幣寬鬆，以及2%通脹目標，以其
達到重振經濟目的。東京統計局周五公布，11月消費
物價指數（不計新鮮食品）按年跌0.1%，另一官方數
據顯示11月工業生產跌1.7%，跌幅較分析員預測的
0.5%更甚。

上季日本經濟15年來陷入第五度技術性衰退。事
實上截至9月份兩個季度，日本經濟均處於萎縮當中

，符合技術上陷入經濟衰退定義。根據彭博經濟員調
查預測，今年最後一季日本經濟按年料萎縮0.5%。日
對華出口在11月大幅下降，反映與中國在釣魚島領土
問題重創日本出口，對華出口下跌，導致日本貿易逆
差擴大至9534億日圓，為30多年來第三大的月度貿易
赤字。

今年迄今累計貿易赤字達到6.8萬億日圓，分析
料今年全年日本貿易赤字料將打破紀錄。韓國股市在
今年最後一個交易日同樣攀升，主要受到三星電子股
價上升帶動，佔韓國KOSPI指數市值約五分一的三星
電子，周五收市升1.7%。韓國KOSPI指數周五收報
1997.05點，升0.49%，全年累升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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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爾蘭房屋價格上升，隨該國經濟由歐
洲房產泡沫爆破中復蘇過來，11月房屋價格以
逾半年來最快速度上升。官方中央統計局周五
公布，住宅物價價格按月升1.1%。不過，價格
按年則跌5.7%，距離2007年高峰水平仍低49%
。都柏林NCB Stockbrokers首席經濟員蘇利
文（Philip O'Sullivan）表示，經過多年以來
雙位數字下跌，數據轉強顯示愛爾蘭房屋市
場今年進入新階段。

根據地產市場研究所萊坊（Knight Frank
）顯示，在截至9月30日止的12個月，愛爾蘭
的房屋價格跌幅是55個國家中最顯著。據
Investment Property Databank，至2011年的五
年，愛爾蘭商業物業總回報是歐洲之中最差。

愛爾蘭中央統計辦公室周五表示，都柏林
11月住宅價格升2.4%，為兩個月來最快升幅，
今 年 第 五 個 月 份 上 升 。 都 柏 林 NCB
Stockbrokers首席經濟員Philip O'Sullivan稱，愛
爾蘭各地區的房屋市場表現有分別，估計都柏
林地產市場繼續較其他地區表現為佳。央行經
濟員指稱，愛爾蘭房屋價格或過分調整12%至
26%。都柏林Danske銀行分析員表示，數據是
否反映房屋價格強勁反彈或全面復蘇，應抱較
審慎看法。

愛爾蘭上月樓價回升

全球IPO跌見海嘯來低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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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工業生產跌1.7%遜預期
日本11月份工業生產按月跌1.7%，不僅

差於分析師普遍預測，更跌至去年海嘯以來
低位，主要受到歐債危機需求疲軟以及中日
領土爭端影響出口拖累。工業生產的不景氣
也為日本新任首相安倍晉三尋求更進一步的
經濟刺激措施提供了支持。

昨日公布的數據顯示，日本11月工業生
產按月跌1.7%，低於彭博社預測中值跌0.5%
，並差於全部27位分析師的預測。另外，日
本除新鮮食品外的核心物價指數（CPI）按
年跌0.1%，表示該國通貨緊縮狀況未有緩解
，目前央行的通脹目標為1%，安倍要求央
行將目標提高至2%。

安倍政府目前面臨日本經濟的收縮及日
圓高企和通縮狀況，決心推行更進一步的經
濟刺激措施，並要求央行採取更大規模的量
化寬鬆。財政政策方面，安倍已經通知內閣
在1月7日前起草緊急開支方案。

另外，昨日報告還顯示，日本11月份零
售銷售未有增長，失業率為4.1%。按季節調
整後的工業生產指數跌至86.4，達2011年4月
以來低位。受歐債危機及中日領土爭端拖累
兩大市場需求影響，日本出口已經連續6個
月下跌。

▲▼日經225指數創2005年以來最大年度升勢，
全年升幅達23%。下圖為東京交易所

▲希臘的四大銀行在明年4月底前將需要
275億歐元的資本重組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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