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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迪警告美降級壓力未除
債務將佔GDP比例達八成

美聯邦債務上限成隱憂

美國兩黨的增稅協議雖達成，惟其遺
留下的兩大 「定時炸彈」 ──債務上限及
開支削減問題旋即引來各界的關注與警告
。評級機構穆迪指美國需要進一步削赤才
能避免遭降級，IMF關注美國中長期預算
的可持續性，經濟學界及企業界則普遍認
為兩黨本次談判 「不及格」 ，對經濟復蘇
、消費者和企業信心的恢復並無太大刺激
作用。

本報記者 陳小囡

申請酒牌啟事
美食之源

現特通告：李其偉其地址為九龍旺
角海富苑海寧閣2307室，現向酒牌
局申領位於新界葵涌美芳街1號美
寧大廈地下及閣樓1B號舖美食之
源的酒牌。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
於此啟事登報之日起十四天內，將
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
新界大埔鄉事會街8號大埔綜合大
樓4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3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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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屆第二十二次董事會決議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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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本公司第七屆第二十二次董事會會議於2012年12月31日在公司會議室以現
場結合通訊方式召開，李維艱董事長主持了本次會議。公司10名董事參加會議
並行使了表決權，本次會議以10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審議通過了《關於
同意向中信銀行天津濱海新區支行出具550萬元履約保函的議案》，內容如下
：

同意公司在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濱海新區分行辦理550萬元人民幣
額度的低風險業務，業務品種包括但不限於全額保證金、存單質押開立銀行承
兌匯票、保函以及銀行承兌匯票貼現業務，期限3年。

以上特此公告，並提醒投資者注意。

天津市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13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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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土地補償合同履約情況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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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本公司於2012年12月10日披露了《重大訴訟進展情況暨關於簽署土地整理
儲備項目補償合同的提示性公告》，內容刊登於《中國證券報》、《上海證券
報》、《大公報》及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目前協議各方均按照合同約定進入
正常履行階段。截至2012年12月31日，履約主要情況如下：

一、本公司與天津濱海新城建設發展有限公司（下稱新城公司）、天津市
天海集團有限公司（下稱天海集團）簽定的《土地整理儲備項目補償合同》已
經獲得國資監管部門的審批同意；

二、天海集團已經向新城公司交付相關土地證和房產證；
三、本公司於2012年12月31日收到首筆補償款項3000萬元人民幣。
該合同的正常履行將對本公司2012年度資產負債和年度業績產生重大積極

影響，最終結果將以全年審計為準。
以上特此公告，並提醒投資者注意。

天津市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1月4日

上海大江食品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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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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交易內容：上海大江食品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 「公司」、 「本公司」）將所持有棗陽
市大江實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棗陽實業」）95%
股權以人民幣1,109萬元價格轉讓給非關聯自然人袁
明艮。同時上海大江肉食品供銷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 「供銷公司」）將所持有的棗陽食品6%股權以人
民幣1元價格轉讓給袁明艮。

2、本次股權轉讓不構成關聯交易。
3、本次股權轉讓的目的是盤活閒置資產，增加

現金流，有利於改善公司財務狀況，對公司持續經
營能力不產生重大影響。
一、交易概述

2012年12月28日，本公司與非關聯自然人袁明艮
簽訂《股權轉讓協議》，本公司將所持有的棗陽實
業95%股權以人民幣1,109萬元的價格轉讓給自然人袁
明艮。同時供銷公司與袁明艮簽訂《股權轉讓協議
》，供銷公司將所持有的棗陽食品6%股權以人民幣1
元的價格轉讓給袁明艮。
二、交易標的基本情況

1、股權結構

2、基本情況
棗陽實業營業執照註冊號為420683000006318，

註冊資本為人民幣3,850萬元，實收資本人民幣3,850
萬元，其中：本公司出資3,657.5萬元，佔95%；棗陽
市惠民糧油資產管理中心出資192.45萬元，佔5%。公
司住所為棗陽市人民路中段43號，經營範圍為食用農
產品（不含生豬產品）銷售，自有房屋租賃，物業
管理，倉儲（除危險品）。

棗陽食品營業執照號為420683000012229，註冊
資本為220萬元，實收資本為220萬元，其中：棗陽實
業出資206.8萬元，佔94%；上海大江肉食品供銷有限
公司出資13.2萬元，佔6%。公司住所為棗陽市桃園路
，經營範圍為肉雞收購、加工及其產品的銷售。

3、最近一個會計年度及最近一期的財務狀況：
立信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對棗陽實

業截至2012年10月31日的財務狀況進行審計（會師報
字【2012】第114333號）。截至2011年12月31日，棗
陽實業的資產總額535.61萬元，淨資產478.79萬元；
截至2012年10月31日，棗陽實業的資產總額516.83萬
元，淨資產432.79萬元。

截至2011年12月31日，棗陽食品的資產總額63.8
萬元，淨資產-714.56萬元；截至2012年10月31日，
棗陽食品的資產總額59.91萬元，淨資產-720.03萬元
。

棗陽實業和棗陽食品均於2010年起停產歇業，目
前僅有數名管理人員對財產進行留守看護。

4、評估情況
襄樊中興達資產評估事務所對棗陽實業和棗陽

食品截至2012年10月31日的整體資產進行了評估（襄
中興達評字【2012】1658號和襄中興達評字【2012】
1608號）。

棗陽實業在評估基準日2012年10月31日的股東全
部權益帳面價值為432.78萬元，評估值為1,634.61萬
元，扣除棗陽實業未繳納的土地出讓金466.17萬元，
最終評估值為1,168.44萬元。我公司所持95%股份的
對應股東權益評估值為1,110.02萬元；棗陽食品在評
估基準日2012年10月31日的股東全部權益帳面價值
為-720.03萬元，評估值為-434.64萬元。供銷公司所
持6%股份的對應股東權益評估值為-26.08萬元。

5、截至出售日，本公司及本公司關聯企業不存
在為棗陽實業或棗陽食品提供擔保或委託其理財等
情況；除棗陽實業欠本公司的債務57.46萬元外，不
存在其他佔用本公司及本公司關聯企業資金等方面
的情況。
三、協議主要內容
（一）棗陽實業95%股權之《股權轉讓協議》

1、交易各方：
賣方：上海大江食品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買方：自然人袁明艮
2、簽署日期：2012年12月28日
3、目標股權：賣方持有的棗陽實業95%股權
4、股權轉讓價格：人民幣1,109萬元。
5、買方承擔標的公司對賣方的57.46萬元的欠款

。
6、股權轉讓款和欠款的支付方式：本協議簽訂

之日，買方支付賣方200萬元。剩下餘款自本協議簽
訂之日起六個月內，買方向賣方付清全部股權轉讓
款和欠款57.46萬元。

（二）棗陽食品6%股權之《股權轉讓協議》
1、交易各方：
賣方：上海大江肉食品供銷有限公司
買方：自然人袁明艮
2、簽署日期：2012年12月28日
3、目標股權：賣方持有的棗陽食品6%股權
4、股權轉讓價格：人民幣1元。
四、轉讓股權的目的和對本公司的影響
本次轉讓棗陽實業和棗陽食品股權，目的是盤

活閒置資產，增加現金流。本次轉讓事項有利於改
善公司財務狀況，對公司持續經營能力不產生重大
影響。

五、備查文件
1、棗陽實業和棗陽食品之《股權轉讓協議》；
2、棗陽實業審計報告（會師報字【2012】第

114333號）；
3、評估報告（襄中興達評字【2012】1658號和

襄中興達評字【2012】1608號）。
特此公告。

上海大江食品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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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江食品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轉讓子公司股權的公告

韓圜升創16個月新高
亞洲貨幣昨日顯著上揚，其中，韓圜周四更創16個月新

高，出口商進行貿易結算沽售美元，推動韓圜大升，周四韓
圜兌美元報1061.4，連升七個交易日，創2011年9月最高水
位。韓國財務省官員周三曾經對韓圜升值程度提出警告，交
易員稱官方言論可能抑止周四投資者交投意欲。

雖然韓國有關當局對韓圜匯價升幅作出警告，不過出口
商大量沽售美元兌換韓圜，推動韓圜創出新高。銀行外匯交
易員表示，周四有來自本地進口商一些美元買盤，但規模不
夠出口商的買盤。韓國KOSP股票指數跌0.6%，市場擔心韓
圜升值打擊盈利，拖累汽車類股下滑。外國投資者周四淨流
入韓國股市金額994億韓圜（9346萬美元）。韓國債券跳升
，投資者揣測韓國央行再減息刺激增長，3年期債券期貨一
度升0.21點至106.17，5年期債息則跌7個基點至2.91%，3年
期債息跌5個基點至2.77%。

其他亞洲貨幣，台灣及菲律賓貨幣領漲，帶動亞洲貨幣
周四報升。菲律賓披索一度升近4年高位，市場料更多資金
流入。台灣貨幣觸及近兩個月來最強位，主要受到外資及出
口商推動。新加坡元走軟，市場揣測央行或入市干預。駐新
加坡法國巴黎貨幣策略員稱，宏觀環境仍然存在風險，例如
美國財政問題對經濟造成的打擊。美國暫時避過財政懸崖，
新興市場貨幣踏入2013年企穩，投資者尋求高回報，加上資
金流動充裕，預料區內貨幣可以維持強勢。不過，貨幣大幅
升值對亞洲各政府是頭痛的事，因為這會削弱出口競爭和企
業盈利。韓國最大汽車生產現代汽車的股價跌4.6%，投資者
擔心韓圜升值影響公司收入。

美國白宮與國會在最後一刻達成妥協，避過墜進
財政懸崖；不過分析卻指出，情況不能過於樂觀，因
為華府仍未有一套解決長期預算問題的全面方案，下
一波危機是聯邦債務上限，可能再次令到美國評級被
調低。巴克萊研究員指出，即使美國經濟面對加稅和
大規模削減開支，市場的反應出奇地平靜。反映市場
恐慌程度的Vix波動指數走勢變動不大，周三的股市
和其他風險資產曾經急升，分析員表示，如果共和黨
在下一輪預算談判中，對提升債務上限持強硬不妥協
態度，金融市場可能突變。

預計下一輪預算危機期限是2月底，如國會在限
期前不能達成協議，聯邦政府可能需要停止運作，大
規模削減開支將開始，最惡劣情況是美國國債可能出
現違約。分析指出，如果美國墜崖，沒有人會擔心美
國政府違約，因為隨稅收增加，政府的資產負債表

會改善，這不是世界末日。不過，如果美國觸及債務
上限，事態就嚴重得多。

Capital Economics美國經濟學家Paul Ashworth
表示，國會未能解決長期預算問題，只是作出稅務上
的妥協，這會延長不明朗，對消費者和企業開支不利
。原本希望能達成一個全面的方案，得以推動家庭和
企業開支增長，但基於不明朗形勢未解，消費者和企
業寧願靜觀其變。

現時分析注視評級機構對白宮和國會達成協議的
反應，穆迪維持美國評級前景 「負面」不變，並警告
美國必須進行另一輪財政措施，才能避免評級被下調
。另一間評級機構標準普爾表示，美國的議員仍要面
對很多艱難。標準普爾2011年8月調低美國的AAA評
級 ， 巴 克 萊 、 Capital Economic、 National
Alliance Securites等預測，今年美國的信貸評級將會
被降低。

美國兩黨終於周二通過增稅協議，並於周三獲總
統簽署成為法律，不過當日穆迪即表示，本次通過的
預算協議不足以使美國避免降級。穆迪預計，美國政
府債務佔GDP比例將於明年達到峰值80%，並將在
2020年前維持在這一水平。穆迪稱，這一水平的負債
率將使政府難以應付進一步的壓力，如福利開支的增
加或不可預見的外部衝擊等，美國需要採取進一步措
施降低中期的負債率。

目前穆迪對美國主權債務評級仍為最高Aaa級，
但持負面展望，與惠譽相同。標普曾在2011年8月份
降低美國評級至AA+級，並持負面展望。標普周三
亦表示，兩黨通過的協議不會改變其對美國信用前景
的展望，這一協議對美國中期公共財政的可持續性意
義不大。

美國兩黨的協議將1100億美元的開支削減推遲兩
個月，也未解決債務上限問題。政府債務已於去年年
底觸頂，目前財政部通過特別措施將觸頂期限延長約
兩個月，預計到2月中下旬，兩黨必須拿出解決債務
上限問題的方案。穆迪表示，雖然其相信最終美國債
務上限可被提高，其債務違約的可能性極低，但各種
事件的結合增加了兩黨談判結果的不確定，屆時將根
據談判進程決定恢復美國前景展望至穩定或是對其降
級。

分析師料經濟或略低去年
IMF周三也批評美國在長期財政預算和債務問題

上做的遠遠不夠，其發言人萊斯（Gerry Rice）表
示，美國仍需做大量工作，在不妨害仍然疲弱的經濟
復蘇情況下，使公共財政恢復至可持續狀態，特別要
盡快通過結合高稅收和抑制福利開支的綜合性中期預
算方案。

經濟學界和企業界普遍認為國會通過的協議 「不
及格」。多數經濟學家認為，雖然美國經濟避免了陷
入衰退，但工資稅的提高以及協議留下的不確定性會

抑制經濟和就業增長。新協議中將工資稅從4.2%提高
至6.2%，美國稅收政策中心估計這可增稅1000億美元
，77.1%的家庭將多繳稅，一定程度上將抑制消費。
分析師預計美國今年經濟增速將與去年持平或略低於
去年，維持在2%左右。

另外，兩黨未來的拉鋸繼續抑制企業的投資信心
，IHS環球透視分析師達柯（Gregory Daco）表示
，未來經濟仍有許多不確定，企業未完全恢復信心。
美國霍尼韋爾、杜邦及波音等企業總裁亦呼籲兩黨未
來撇開政治因素，盡快解決經濟中的不確定問題。

雖然美國國會為避過財崖而達成協議後，對
於亞洲股市有短期的刺激作用，不過，分析認為
，長遠而言，協議對於亞洲股市將是弊多於利，
因為投資者將會把資金抽調回美國。

美國國會財崖方案令美國經濟避過衰退一劫
，更令美股在未來可看高一線，有見及此，投資
者可能開始把資金轉移到美國，而放棄價值已過
高和一直是投資熱門地的亞洲地區。

隨基金在第四季撤出部分美國資產，令美
國股市下跌，而亞洲地區則因為資金流入而大幅
反彈，相信未來這個情勢將會逆轉。不過，分析
員並未預期資金會大幅回流至亞洲，但由於基金
經理正在重新調整投資組合，對某些亞洲投資作
出獲利，而把資金轉調到未來有潛質的美國投資
項目，所以資金調動的規模絕不會小。

去年第四季，美國標準普爾五百指數下跌了
1%，原因是投資者觀望美國大選和財政懸崖談
判的結果，市場對美國兩黨能否達成妥協憂心忡
忡，恐防美國一旦墮入財政懸崖，金額涉及6000
億美元的加稅和擴大開支機制便會自行啟動，令
美國經濟陷入衰退。亞洲地區卻在同時間急升，
日本的日經225指數在當季大升了一成七，而不
包括日本在內的大摩亞太區指數亦錄得了5.6%的
升幅。

可以肯定的是，美國國會周三所達成的協議
對於本月後的談判，包括美國發債上限和更多開
支削減計劃等，並沒有幫助，不過，美國在2011
年8月，爆發發債上限觸頂的危機，以至美國失
去標普所給予的AAA評級後，此後十二個月內
，標普指數卻不跌反升了9.5%，但在同一時期，
包括亞洲的股市卻上升了一成四。

東南亞股市，例如泰國和菲律賓是去年的大
贏家，但由於一直受到基金追捧，現價已變得過高，所以相
對其他股市來說，吸引力已降低。豐控股全球資產管理部
亞太區投資總監Bill Maldonado表示，東盟的國家內有不少
有實力的公司，但是作為股市來說，價值已變得較高。

德上月失業人數放緩
德國12月失業人數升幅低於市場預測

，德國聯邦勞工部周四公布，失業人數經
季節修訂後為升3000人至294.2萬人，彭博
經濟員原先預測為增加1萬人。失業率經
調整後維持6.9%不變，接近20年低位。

德國是歐洲最大經濟體，德國央行去
年12月17日表示，受到歐元區經濟相繼衰
退影響，估計第4季經濟可能萎縮。

然而，12月企業信心錄得第2個月上
升，海外需求推升廠訂單和出口。法蘭克
福Natixis經濟員Constantin Wirschke表示
，料德國失業率今年將處於歷史低水平，
勞工市場不會大幅惡化，不過也不會大幅
好轉。

德國央行預測今年經濟增長0.4%，而
歐洲央行去年12月6日稱今年歐元17國經
濟料萎縮0.3%。德國勞工部表示，估計今
年德國勞工市場仍是一個困難之年，但不
會有重大震動，相信2013年後將有改善。

德國西門子公司去年12月19日宣布裁
減1100個能源部門職位，與此同時，部分
德國企業向外擴展快速增長市場，抵銷歐
元地區市場弱勢。KfW（德國復興信貸銀
行）表示，小型至大型的德國企業預期今
年春季情況會好轉，寶馬汽車預測今年盈
利和銷售都會上升，主要受惠美國和中國
兩大市場。

穆迪對美國債務觀點
．兩黨協議未對中期內美國赤字提供有意義的改善
措施

．美國需要進一步削赤才能避免遭降級

．美國政府債務佔GDP比例明年將達峰值80%，並
將在2020年前保持這一水平

．美國的債務水平不足以使其抗擊壓力，如福利開
支的增加及不可預見的衝擊

．相信美國最終可提高債務上限，債務違約可能性
極低，但兩黨拉鋸會增添不確定性，將根據未來幾
個月談判進程做出評級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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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商進行貿易結算沽售美元，推動韓圜大升
網絡圖片

▲▼穆迪預計，美國政府債務佔GDP比例將於明
年達到峰值80%，並將在2020年前維持在這一水
平 彭博社

受惠美國暫時避過墮崖刺激投資者信心，全
球企業債券回報率連續14個月錄得增長，為史上
最長。不過分析預計，今年企業債券回報率增長
將放緩。

美銀美林數據顯示，自2011年11月至今，全
球企業債券回報率達14.3%，連續14個月錄得增長
。此前曾於2003、2005和2009年分別錄得8個月連
續增長。在這14個月中，每月回報率從0.02%到
2.45%不等。

雖然目前的牛市可繼續從美國暫時避過墮崖
中獲得支持，但高盛集團及美國銀行分析師均預
測，今年企業債券回報率增長將放緩。兩家機構
預測，美國投資級別債券今年回報率為1.6%，而
根據美銀美林數據，去年這一級別債券回報率達
10.4%。

另外，兩家機構預測，高孳息債券，即穆迪
評級中低於Baa3以及標普評級中低於BBB-的債券
，今年回報率為7%。美銀美林高孳息債券指數去
年增長15.6%。

美國投資管理公司Payden & Rygel投資組
合經理莫伊尼（Sabur Moini）表示，企業債券
今年表現將繼續保持良好，不過不太可能再達到
兩位數的回報率。他在該公司管理25億美元資產。

另外，根據美銀美林數據，全球債券去年回
報率達12%，為2009年以來最高，當年回報率達
20.5%。彭博數據顯示，受惠借貸成本達歷史低位
3.24厘，去年債券銷售創新高，達3.95萬億美元。
美銀美林數據還顯示，截至去年年底，企業債券
與政府債券息差已從一年前的3.51厘降至2.21厘，
不過仍高於2011年低位1.93厘。

企債回報率升浪破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