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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林茂仁／綜合報導

中國人民銀行（大陸中銀央行）繼發表「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

聲明後，昨（20）日以新聞發言人答記者問形式，明確表示人民

幣匯率「不進行一次性重估調整」，並表示實現「雙向浮動」，

暗示人民幣不會一次性大幅升值，而且是有升有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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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題 中華民國99年6月21日  星期一 Economic Daily News主編／于趾琴 編輯／劉淑美 大陸二次匯改 特別報導 中華民國99年6月21日  星期一 Economic Daily News主編／于趾琴 編輯／劉淑美

新匯改推進全球再平衡社論

大陸新匯改 預示經濟復甦
編譯莊雅婷／綜合外電

針對中國的匯改決定，有「末日博士」之稱的紐約大學

教授羅比尼認為，歐元若繼續下挫，人民幣可能兌美元

貶值而非升值；而摩根士丹利亞洲區主席羅奇和高盛公

司首席經濟學家歐尼爾則認為，此舉顯示中共高層相信

全球經濟能持續復甦。

匯率彈性化⋯喜憂參半
 中國終於放棄緊釘美元機制 人行聲明有玄機，走勢仍難料喜 憂

羅奇
大摩亞洲區主席

中國對復甦有信心，

但人民幣升值非解決

經濟失衡萬靈丹

資料來源：彭博資訊

亞洲升息壓力 將減輕

升息機率 更小了 

備戰篇.央行周四召開理監事會

大陸經常帳下降
中國大陸經常帳順差下降，占國內生產毛額（GDP）比重

則是連三降，顯示大陸經濟成長正從出口拉動，向內外

需均衡發展，為推進人民幣匯率機制的形成提供了基礎

。 （張運祥）

註：GDP是國內生產毛額

經濟

之眼

資料來源：大陸國家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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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幣將緩升 韓元有壓力

效應篇.一旦人民幣升值⋯

影響篇.恐掀搶購風

大型行庫 備妥人民幣現鈔

羅比尼
末日博士

歐元若續挫，人民幣

可能貶值而非升值

歐尼爾
高盛經濟學家

中國也出力救股市，

暫時轉移歐債危機的

焦點

三大學者專家各有論點 羅比尼：人民幣恐貶值 彭博調查今年可能僅升值1.9%



中華民國99年6月21日  星期一Economic Daily News 主編／于趾琴 編輯／李建葦大陸二次匯改 特別報導

中概股搖旗 台股攻年線
記者溫建勳／台北報導

中國大陸重啟匯率改革，人民幣中長期走勢看升，法人指出

，只要在大陸收取人民幣的上市櫃公司都會受惠，大致又分

在大陸布建據點的中概內需、經營品牌有成的食品與電子、

擁有大陸土地資產的公司，與大陸出口有競爭關係的台商，

以及台灣資產股等五大族群。

大陸扶植出口 不再靠貶值 名家觀點

人民幣升值的衝擊

■吳中書

中國大陸選在G20高峰會前表態，自

然是有意向國際間表露心跡。特別是

大陸與美國，已經有好長一段時間，

為了人民幣匯率問題爭執不下。這一

回，大陸清楚說明動向，但潛台詞更

是，要求美國也要為自己的貿易赤字

負責任。

第一、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會調整

，但是植基於2005年7月那一波「有管

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的調整。匯價的

調整必定是緩步、分階段來做，絕對

不會大起大落，也不會如外界有些人

期盼的「一次升足」。

第二、人民幣的合理匯價，必須是

考量國內外經貿情勢與大陸自身產業

發展。大陸所追求的是「均衡匯率」

，也就是匯價不能只為個別產業而服

務，必須同時考量大陸整體的貿易財

與非貿易財比重及國內外物價等。

第三、比起2005年7月大陸推動的匯

率改革，大陸這一波的匯改，更重視

產業結構調整。這一點從近日大陸宣

布要讓人民幣匯率更有彈性，還特別

提及要加快服務業發展和加大進口力

道，就可看出。

（作者是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研

究員，由吳中書口述，記者林安妮整

理）

人行對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
答問重點

問題 回答重點

匯改總方針
深化改革及對外開放

延續2005年匯改的方針

前次匯改評估

2005年以來的匯改是成功的

促進企業提高技術水準

為推動產業升級提供動力和壓力

企業主動適應匯率浮動的意識增強

展現促進全球經濟平衡的努力

金融海嘯期間的

匯率政策考慮

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

抵禦金融危機的衝擊

適當收窄人民幣波動幅度是正確的

新匯改的內容及

特點

是在2005年匯改基礎進一步推進

人民幣匯率不進行一次性重估調整

堅持以市場供求為基礎

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

新匯改效益

促進結構調整，減少貿易不平衡

有利抑制通貨膨脹和資產泡沬

有利維護戰略機遇期，實現長期合作

防範新匯改衝擊

確保匯率波動幅度可控，預防超調

堅持以我方為主，非針對特定國家雙邊失衡

採漸進式，為企業結構調整留出相應時間

加強短期投機資本的監測和管理

新匯改時機的適

當性

大陸經濟回升向好的基礎進一步鞏固

經濟結構調整因國際金融危機而更迫切

實際雙向浮動，可應對不同的外部衝擊

為何選擇一籃子

貨幣

主要經貿夥伴已呈現多元化

資本往來也呈現多樣化及多區化

對人民幣的衡量，應從雙邊匯率轉向多邊匯

率

人民幣匯率會否

大幅波動

大幅波動不符合大陸根本利益

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是匯改重要組成部

分

將積極執行各項宏觀政策，為匯率穩定提供

良好環境

匯率變動對企業

及就業影響

出口企業必然要面對匯率變動的問題

銀行部門應改進金融服務，協助企業管理匯

率風險

匯改有利增加就業，特別是服務業的就業

其他政策如何與

匯率政策配合

繼續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完善社會保障

體系

拓寬民間資本投資管道，加快民營經濟和服

務業發展

繼續加大進口力度，加速走出去步伐

新匯改對企業用

匯的影響
不會增加銀行辦理外匯兌換業務的成本

資料來源：中國人民銀行

歷史重演？美債恐現賣壓
市場氣氛緊張，人民幣彈性擴大，大陸勢必減購⋯

台商找活路 轉進內需

內需通路股樂 外銷科技股憂

（記者邱馨儀）

許勝雄：仁寶將加速西進

 企業大老看匯改

（記者陳雅蘭）

賴正鎰：營建登陸好時機



話題A4 中華民國99年6月21日  星期一 Economic Daily News主編／應翠梅 編輯／周明德

威廉森：科學監管 別阻礙市場
記者劉煥彥／台北報導

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威廉森（Oliver E. 

Williamson）昨（20）日表示，各國政府在制定法規時

宜從科學角度出發，確保有良好法規管理市場秩序，避

免不良法規阻礙市場發展。

報名方式

2010諾貝爾經濟大師論壇22日、24日分別舉行台中場及台北

場，地點分別在亞洲大學行政大樓A101國際會議中心、台北

中油大樓國光會議廳。論壇開放固定席位供金傳媒集團／經

濟日報網路會員免費報名參加，尚未加入會員者可直接加入

並且報名。

報名網址：edn.gmg.tw/ACT/2010/wi（請區分大小寫）

洽詢電話02-8692-5588分機3187

2010大師論壇記者會

時間﹕99年6月21日(一)14:30-15:30

地點﹕台北遠東國際大飯店 華西園B1

      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201號

時間 流程 備註  

14:00-14:30 入場  

14:30-14:35 開場致詞 楊仁烽 經濟日報社長  

14:35-14:40 主辦單位致詞 王榮周 兆豐金控董事長  

14:40-14:45 主辦單位致詞 林 垚 亞洲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14:45-14:55 主講貴賓致詞
Dr. Williamson

2009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14:55-15:20 提問時間

■呂宗耀

「量價背離」成為投資

者持股最大恐慌，但從股史來看，股市量

縮是景氣復甦到一定程度必經階段。

台股上攻趨勢在市場仍熱烈討論加權指

數是否站穩年線時，由小型股為主的OTC

指數領先越過年線，距離年線已拉開3%，

「低量也有價」早已替代「量能不足」的

恐懼思考。

1、設備廠雷科2009年稅後EPS 1.93元

，2010年第一季稅後EPS 1.58元，1~5月合

併營收9.43億，年成長154%；萬潤2009年

稅後EPS 1.72元，2010年第一季稅後EPS 

0.69元，1~5月營收3.73億，年成長157%。

 2、工業電腦廠凌華科技2009年稅後

EPS1.38元，2010年第一季稅後EPS 0.8元

，1~5月營收12.8億，年成長84%。

3、高階石英震盪器製造商泰藝2009年

稅後EPS0.7元，2010年第一季稅後EPS 0.5

元。

（作者是呂張投資團隊總監）

低量也有價 台股絕對多頭名家觀點

2009年諾貝爾經濟獎得

主威廉森教授應經濟日

報邀請，昨天下午搭機

抵達桃園機場。

 記者陳嘉寧／攝影

時隔半世紀 二度登台
記者／劉煥彥

三公股金控 新董座浮現桃園設國際醫療專區 有譜

吳揆：ECFA月底簽 目標不變

蔡慶年、蔡友才、王榮周出線

 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來了 2010大師論壇22日開講



國際焦點 A5中華民國99年6月21日  星期一Economic Daily News 主編／郭瑋瑋 編輯／許崇萱

英大砍600億美元預算
二戰來最嚴苛緊縮計畫 將削減兒福及公務員薪水 加值稅率可能提高至20%
編譯廖玉玲／綜合外電

英國財政大臣歐斯本訂22日提出緊急預算書，預

料將公布總金額上看400億英鎊（600億美元）的

縮減支出和加稅方案，以削減英國破紀錄的預算

赤字。

財政過早緊縮 是禍不是福 

關鍵字

public sector 公共部門。
bear the brunt 首當其衝。

"Public sector 
w i l l  b e a r  t h e 
b r u n t  o f  c u t . 
The re  a re  no 
easy or popular 
ways of doing 
this."

  -- David Cameron 
「公共部門面對縮減預算將首當其衝；

沒有輕鬆或受歡迎的方法可以完成這件

事。」

英國首相卡麥隆接受泰晤士報專訪時預

告，財相歐斯本即將公布的預算案會大砍

社會福利並加稅，公務人員更是首當其

衝。

譯 言 堂

我們要認清風險是雙面的：太晚撤

除財政刺激會造成通膨甚至倒債的風

險，但是太早開始緊縮，卻也有經濟

衰退甚至通縮的危險。

這種節儉行為

帶來的卻是外貿出超或者財政赤字。

這些國家中只有德國與日本享有外貿

盈餘。

只要經濟仍在疲軟狀態，財政刺激

很難形成通膨壓力。

要以財政節約當作治療歐洲經

濟的藥方，更有一個危險的副作用。

忽略民間部門

的狀況或外貿收支，卻只會導致政治

衝突以及失望的結果。

（作者Martin Wolf是金融時報首席

經濟評論員／編譯陳家齊） 

收拾漏油 BP秘密籌資500億美元
英國財相歐斯本

緊急預算 牽動英鎊神經

這傢伙⋯

是先前承諾賠償基金的兩倍以上，執行長海華卻被爆料偷閒觀賞帆船比賽⋯

英國石油執行長海華因參觀他的巴

博號帆船參加比賽而觸犯眾怒，使

英國石油努力營造的負責形象再遭

創傷。 （美聯社）



國際財經A6 中華民國99年6月21日  星期一 Economic Daily News主編／郭瑋瑋 編輯／趙婉伶

如果你決定克服技術挑戰或投入未知的

科技領域創業，你將踏上真正的冒險之旅

—一個艱困、迷人，但也經常充滿風險的

歷程。你和團隊偶爾可能感到孤立無援，

有時則得和盟友、甚至是競爭對手合作。

最重要的是，你必須記住我們都從前人的

成就學習並以前人為師。正如我曾在專欄

寫過：「創業家不能靠自己獲得成功。」

如果你的進行的計畫與技術挑戰有關，

別忘了發明家總是在找到合適的材料之前

早就已經知道實現夢想的方法。

一旦你克服技術挑戰後，就得開始思考

如何把辛勤的成果轉換成財富。用宣傳手

法吸引外界注意或許有幫助，但你更需要

商業計畫才能成事。

（作者Richard Branson是維京

集團創辦人／編譯莊雅婷）

編譯余曉惠／法新社蒙特婁20日電

在金融海嘯中幾乎毫髮無傷的加拿大，準備把握25日起

接連主辦八大工業國（G8）和20國集團（G20）高峰會

的機會，展現健全的財政控管和金融監理實力。

經營要造勢 更要靠本事

加拿大金融監理 西方不敗

布蘭森專欄

（編譯謝璦竹／綜

合外電）

啤酒業績 舉杯狂歡

編譯／余曉惠

（取材自路透）

星期人物

副總理謝欽掌管俄羅斯石油，富比世認為他的影響力超越麥維德夫⋯

俄能源沙皇 比總統強勢

挺過海嘯，主辦G8、G20峰會，25日起陸續登場，展現財政控管實力⋯

波蘭準總統 爭取加入歐元區

卡達 注資農行28億美元 
同意參與IPO

加拿大將利用主辦八大工業國（G8）和20國集團（G20）高峰會的機會，展現健全的

金融監理實力。 （美聯社）



國際企業 A7中華民國99年6月21日  星期一Economic Daily News 主編／郭瑋瑋 編輯／易起民

施羅德 為您投資 勢在必得

 施羅德投信　獨立經營管理

1
分
鐘
看
世
界

澳洲電信 96億美元大單
評估後加入國家寬頻計畫，現有網路升級，租給政府，拚全國光纖到府。

編譯余曉惠／綜合外電

澳洲最大電信業者澳洲電信公司（Telstra）20日同意參與

政府的全國寬頻網路計畫，把目前老舊的銅線網路升級為

高速光纖網路，租給國營的全國寬頻網路公司（NBN），這

筆交易總值110億澳元（96億美元）。

Chrome OS小筆電 Q4搶市
 Google上雲端 挑戰Windows

吞

澳洲電信公司準備把澳洲老舊的銅線網路升級為高速光纖網路，日後全澳九成的家庭可

望享受光纖到府服務。 （美聯社）

德銀CEO接班人

也是板球隊長

德國義大利
宣傳反竊聽法

總理親自上陣

澳洲
「雙拓」合作審查

結果下月出爐

越南
高鐵計畫太花錢

國會否決

孟加拉
改用省電燈泡

紓解電力短缺

D & G男裝回顧展
英大咖女歌手獻唱

義大利

英國
RBS印度業務

要賣滙豐銀

日本
全日空低價航空

最快明年起飛

南韓
煉油龍頭SK能源

要做電動車電池

奈及利亞
產油區政治回穩

首季GDP增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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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譯／季晶晶

首先，停止內心的掙扎與對話

第二，決定談話的對象。

第三，模擬對話。

第四，許下承諾將安排會面，以要求

對方協助。

第五，告訴某人你在上一步驟許下的

承諾

 （取材自彭博商業周刊）

CEO觀點  主管們 勇敢開口求救

面臨信用卡立法風暴 身為總裁的他親自走訪客戶 鼓勵員工冒險創新

           BSkyB營運長從廣播出發 跨足網路電視、3D頻道⋯

班加 帶領萬事達卡突圍

編譯／簡國帆

（取材自電訊報）

編譯／于倩若

自去年8月加入萬事達卡公司（Mastercard）擔任總裁和營運長以來

，班加（Ajay Banga）一直扮演鼓舞員工的角色，常在走廊上與員

工擁抱寒喧，為低調的企業文化注入活力。7月接任執行長後，他的

角色將由啦啦隊長變守護者，優先要務是保護這家全球第二大信用

卡與記帳卡公司免於美國國會的信用卡立法衝擊。

人工智慧升級⋯

哇！我的同事是機器人
編譯／謝璦竹

（取材自彭博商業周刊）

電視機上盒

班加小檔案

職位：萬事達卡總裁兼營運長

生日：1959年11月10日

出生地：印度蒲那（Pune）

學歷：印度管理學院（IIM）

      企管碩士

經歷：花旗銀行新加坡公司

        亞太區執行長

        

新聞小辭典

送藥機器人

有禮又周到

視訊機器人

可網路遙控

機器人已逐漸從工廠走進辦公室，變成人類的「同事」，圖

為Aethon公司Tug系列產品之一，專為在醫院遞送食物、藥品

與檢體等工作所設計。 （網路照片）

達西 追求新視界

英國BSkyB營運長達西看好網路TV和iPad等行動裝置的潛力，認為透過機上盒收看高畫質電視，和用

iPad等行動裝置觀賞電視將是大勢所趨。 （彭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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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互訪 今年衝600萬
王毅：交流盼從經濟擴及其他領域 陸客來台也將突破百萬人次

記者林海／綜合報導

大陸國台辦主任王毅20日指出，2009年兩岸之前人員相

互往來540萬人次為歷史新高，今年的目標是超過600萬

人次，同時，來台旅遊的大陸遊客也將突破百萬人次。

新聞亮點

A11

後谷咖啡 

中糧集團將入主
A15A10

新股六小福 

本周集體出籠

北京瞭望

香港特派員／李春

CPI

都變得不那麼重要了，反而是

PPI（生產者物價指數）開始

坐大。

而中國的PPI在去年12月由

負轉正，經連續六個月正增長

，漲幅由1.7%，逐月升到上月

5月的同比上漲7.1%，創下今

年以來新高，漲幅比上月擴大

0.3個百分點。

較客觀地看，PPI上漲受

多重因素影響，未來受原料、

能源價格的影響較大。

而前條通膨的傳導之路，最

後表現為CPI的急漲，後一類

通膨傳導之路，表現為PPI的

大升。中國還是擔心通膨，當

CPI折射的壓力減小時，PPI反

映的威脅自然要受到重視。

PPI攀高 成通膨熱門指標

滙豐渣打 強攻村鎮銀行  
官方高唱農村經濟，外資銀猛幫腔⋯

大陸匯改 鋼鐵石化竊喜

賈慶林：陸客多去中南部走走

大陸政協主席喊話

大陸國台辦主任王毅，

二十日上午在廈門舉行

的第二屆海峽論壇大會

上發言。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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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字號藥廠「同仁堂」規模愈

做愈大，在香港上市的同仁堂

科技宣布，將在7月9日從創業

板轉主板上市，將有利提升公

司形象及增加交投，獲更多機

構投資者及散戶投資者認同。

 （本報系資料庫）

新股六小福 下周集體出籠
國泰君安等六檔集資總額達327億；友邦保險及Prada，下半年跟進。
特派記者何蕙安／上海20日電

農業銀行IPO來勢洶洶，市場面臨資金壓力，包括國泰

君安在內的「新股六小福」又想避開農行上市，但又不

願錯失今年上半年的最後良機，搶在本周集體出籠，總

集資額約港幣80億元（約新台幣327億元）。

註:淨利與每股純益為2009年年報

資料來源：各公司，單位:港幣（元）

恒基地產（00012）在大

陸二、三線城市主要發展

住宅物業，目前持有29塊

土地儲備，樓面面積達

1,400萬平方米（約420萬

坪），預計兩年內完成開

發500萬平方公尺（約150

萬坪）。

恒基地產 擁29塊土地儲備

中國國航 樂觀下半年市場

中國國航（00753）預計

引進逾十架遠端飛機，開

設更多國際航線及加密國

際航班頻率，其中重點拓

展非洲航空市場，8月1日

再增加42個非洲航點。公

司預計下半年航空運輸市

場比上半年佳。

工商銀行（01398）與建

設銀行再融資計畫將推遲

至明年，紓緩市場對大行

再融資憂慮，消息人士

表示推遲融資與大陸財政

部、匯金的態度，以及股

東間協調有關；工行A股

可轉債計畫正穩步推進。

工商銀行 再融資計畫延後

珠江鋼管 砸46億擴充產能

港股經緯

珠江鋼管（01938）未來

三年將每年增加一條直縫

埋弧焊鋼管生產線，令

產能每年增加30萬噸；此

外，公司於2012年前投資

不少於人民幣10億元（約

新台幣46億元）在連雲港

建廠房。 （記者何蕙安）

上周收盤價 46.20
漲跌 0.50
一年來最高價 60.59
一年來最低價 39.54
淨利(億) 143.20
每股純益 2.84

上周收盤價 4.05
漲跌 0.10
一年來最高價 5.82
一年來最低價 3.40
淨利(億) 4.55
每股純益 0.60

何蕙安／製表

上周收盤價 8.01
漲跌 0.27
一年來最高價 8.80
一年來最低價 3.40
淨利(億) 55.10
每股純益 0.46

上周收盤價 5.80
漲跌 0.06
一年來最高價 7.07
一年來最低價 4.88
淨利(億) 1460.5
每股純益 0.44

港股重要指數看板
投 資 箴 言 「舊的東西是騙不到人的，愈是新的產品愈是容易騙人，所以我們買投資產

品時，最好買傳統的產品。」 ——香港經濟日報副社長石鏡泉

紅籌股周線上漲 國企股反黑為紅 恆生金融升逾2% 大型股揚升447點

港企快訊

港 股 導 航

佳兆業主席 持股減一成

民生消費股 可望跑贏大盤
■梁君馡

加薪潮將進

一步為大陸製造業生產成本

及生產力增添壓力，尤其是

電子產品製造商和紡織品出

口商。部分成本上升最終將

轉嫁於消費者身上，使大陸

及全球通膨升溫。

大陸食

品飲料業龍頭股，包括康師

傅、蒙牛、及青島啤酒等，

將成為勞動工資全面上升的

間接受益者。

另一方面，中資

金融股回穩，受農業銀行和

交通銀行一同削減原先計劃

的集資額，以及招商銀行獲

母公司增持招銀A股消息帶

動。

我們仍認為民

生消費類股將跑贏大市，尤

其市場正處於全球經濟可能

面臨雙底衰退，以及大陸製

造業及出口業利潤受壓的憂

慮中。

H股指數本周

交易區間估計將介於11,900

至11,700點，恆生指數下周

交易區間估計將介於19,400

至20,400點。

 （作者是京華山一研究部

主管）

同仁堂科技 7月轉戰主板

300多年的老藥鋪 靠六味地黃丸擦亮招牌 規模愈來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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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匯改 鋼鐵石化股竊喜
一旦人民幣升值，相關進口成本喊降，類股可望上演一波行情。  

特派記者何蕙安／上海20日電

大陸央行上周六宣布重啟人民幣匯率改革，專家認為雖

然歷史經驗匯改對A股是利好，但最新經濟資料反映中

國下半年經濟增速可能放緩，人民幣匯改政策此時推出

對人民幣匯改而言恐偏利空。

註:淨利與每股純益為2009年半年報、年報

資料來源：各公司，單位:人民幣（元）

三一重工（600031）擬斥

資人民幣22.8億元，收購

三一集團持有的湖南汽

車，及三一集團、易小剛

持有的三一汽車所有股

權，此次收購的本益比八

倍、股價淨值比四倍，收

購價格合理。

三一重工 收購汽車股權

晉億實業 出口訂單回溫

晉億實業（601002）近兩

個月普通緊固件出口訂單

回升，受惠國外房地產、

建築復甦，加上前期消耗

大量庫存需要補充，但仍

不如2008年的訂單金額，

而且競爭仍相對激烈，出

口獲利情況仍不理想。

中集集團（000039）第一

季貨櫃銷量為10萬TEU，

超過2009 年全年銷量，

復甦跡象較為明顯；進入

第二季貨櫃箱業務繼續快

速復甦，估計6月仍將維

持滿產態勢，現在生產計

劃已經排到8月。

中集集團 貨櫃業務滿載

浦發銀行 衝刺消金業務

陸股焦點

浦發銀行（600000）增

發，中國移動入股審批不

存在障礙，主要問題均得

以解決。中移動客戶5.5

億戶、網點4.7萬個、高

現金比例，該行的消費金

融業務可能獲得階段性提

升。 （記者邱詩文）

上周收盤價 6.49
漲跌 0.19
一年來最高價 8.56
一年來最低價 5.6
淨利(億) 0.17
每股純益 0.022

上周收盤價 13.90
漲跌 0.08
一年來最高價 27.36
一年來最低價 13.66
淨利(億) 41.06
每股純益 0.47

邱詩文／製表

投 資 博 客 投資不能像參加賽跑，每5分鐘看一次結果。  

陸股重要指數看板

上證50周線收黑 滬深300量縮價跌

陸股緩升 地產銀行回溫 

洪秋安

在國際股

市大多上漲的形勢之下，上

證指數節後首個交易日高開

低走，以略微下跌收盤，次

日繼續下跌接近2%。

尤其是此前

不斷創下新高的醫藥類個股

及中小板次新股出現連續大

跌

從大陸整體經濟基本面看

，投資、消費、出口三大方

面雖算不上形勢大好，但仍

良性成長。

大盤的下跌更多的是出於

短期政策的變動和短線資金

的擾動。 本周上證指數仍將處於震

盪築底階段，投資者須謹防

醫藥股、科技股、中小板次

新股、創業板等一些類股個

股的快速大幅下跌。

（作者是金鼎

證券上海代表處研究員）

陸股解碼

醫藥科技⋯雷陣雨特報

A股企業 下半年獲利看跌

調控效應+全球經濟動盪

香港民間股神說話了⋯

上周收盤價 27.85
漲跌 0.89
一年來最高價 39.15
一年來最低價 24.35
淨利(億) 8.69
每股純益 0.55

上周收盤價 12.35
漲跌 0.15
一年來最高價 14.29
一年來最低價 9.5
淨利(億) 3.54
每股純益 0.13

人民幣匯改對鋼鐵 、石化等人民幣升值股有利，本周可望上演一波行情。

 （本報系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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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房市降價潮 下殺八折
目前有75個樓盤削價促銷，下月更將全面引爆；開發商:市場拐點來了，肉搏戰才開始⋯
記者林海／綜合報導

北京房地產市場出現新一輪打折促銷潮，共有75個項目

降價求售，其中折扣最低達8.3折，業內人士認為，北

京房地產市場在7月將出現全面降價。

兩岸機票 可望降價逾一成
大陸民航局長李家祥協調業者同意調整；未來每周班次達420班，還會持續增加。

孫春蘭:廈門經濟特區 擴及全市
 在海峽論壇透露 將建兩岸區域性金融服務中心 跨大改革試點

閩新惠台措施

15事業單位
聘台灣專才 

20日以「聚焦民生、惠澤兩岸」為主題的第二屆海峽論壇大會，在廈門舉行。廈

門市民表演台灣原住民歌舞，祝賀第二屆海峽論壇大會舉行。 （新華社）

■張永河

六條地鐵在這附近

，距離陸家嘴金融中心只有五公里；在交

通、金融、物流等各方面都有明顯區位優

勢。 原來世博村規劃定位為酒店式公寓功能

為主，

未來世博村規劃和管理，出租

率會提高，應會改善。

距離市中心不太遠，

新建的地鐵站及高架道路就在附近，園區

內的公園在黃浦江邊，有很長的濱江線。

這些條件決定未來地塊價格。

新濱江

豪宅區，

，不只

是上海新地標，更是中國級地標，陸家嘴

的湯臣一品成交價是每坪新台幣280萬元

，離這有南邊三公里遠的濱江豪宅，在「

國十條」的調控下，成交價每坪仍有新台

幣93萬元，未來五年，這裡的豪宅價格難

以估價，只要開發商願意賣，就有人會買

單。

世博園區附近除中檔住宅和濱江的豪宅

外，浦東南碼頭附近以公房居多，最新城

區是浦東三林地區的世博新城。這幾處的

住宅值得關注。

比較適宜的購買時間點是在明年第一

季，

（上海交通大學海外學院教授，Email

：chinaknowhow@gmail.com）

上海傳真 世博園區土地 市府印鈔機

房產折當率 減至五成

  房價鬆動

中共中央政協主席賈慶林 國民黨副主席黃敏惠

北京房市在中共中央強力打房後，終於降價。 (本報系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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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遞
 新光投信 獨立經營管理

聚焦兩岸優勢 瞄準中國商機

 海昌 大陸隱形眼鏡NO.1
寶島眼鏡關係企業 靠賒銷制打開通路，擬申請回台第一上市，投資3億在中科設廠。

記者鄭圭雯／台北報導

在講究行銷與包裝的眼鏡市場，很難想像台商能打敗跨國公司，成

為市場龍頭！台灣人所熟悉的寶島眼鏡之關係企業，在大陸的另一

個品牌─海昌隱形眼鏡，打敗強生(嬌生)、博士倫等美國大廠，成

為大陸市占率第一的隱形眼鏡品牌。

2010台商投資台灣高峰會上，金可國際集團董事長蔡國洲參加座談

會，分享台商升級轉型成功經驗。 （本報系資料庫）

保護敦煌文物

敦格鐵路「繞道」
蘭州
（甘肅）

無公害法種蔬菜

市民年收入上億
秦皇島
（河北）

上海飆36度高溫
世博126人中暑

賀州 365座水庫排洪 
專人24小時值班（廣西）

海口生態交通能源
加速推進 （海南）

（江蘇）

連雲港 滸苔侵襲海州灣
緊急動員清理

人民網新聞搜索引擎

測試版上線
北京

瀋陽砸22億治水庫
限月底完工（遼寧）

廈門延平郡王祠
遷建落成（福建）

南京江寧開發區18歲
六產業投資329億（江蘇）

打敗美商

麥仕 鞋力打造新風貌

整合上下游供應鏈

蔡國洲 比別人更早看到趨勢
一卡皮箱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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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谷咖啡 中糧集團將入主
為雀巢、麥斯威爾等提供原料 力爭明年上市 可望成為中國第一檔咖啡股票

記者邱莞仁／綜合報導

為雀巢、麥斯威爾等全球五大咖啡商提供咖啡原料的雲

南後谷咖啡董事長熊相入日前透露，中糧集團可望近

期入主後谷咖啡，進一步加快中國咖啡第一股的上市步

伐。

數字王 流行網 七成民眾 砸錢挺世足北京房價 全中國第一

龍湖地產小檔案
成立日期 1994年  

董事長 吳亞軍  

主要業務 地產開發﹑商業營運﹑物業管理  

員工人數 4,000人  

2009年營收 人民幣113億元(約新台幣531億元)

資料來源：龍湖地產網站

品牌故事

龍湖地產 賣屋比賣菜快
建案遍布大陸十多個城市，以精緻服務，擄獲死忠客戶的心⋯

龍湖南苑

打響品牌第一砲

跨出重慶

實施區域聚焦戰

房市調控

獵地腳步慢下來

團購網站 恐泡沫化

（邱莞仁） （邱莞仁）

三個月內誕生400家，競爭激烈⋯

雙童賣吸管 躍為世界第一
薄利多銷，一根只賺0.004元⋯

中糧集團將入主雲南後谷咖

啡，希望成為明年股市「咖

啡第一股」。（網路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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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FA敲開大門 銀行登陸競速
等了十年，兩岸金融終於開放，業者直言挑戰剛開始，「去了未必成功，不去絕對失敗」⋯
記者／李淑慧、藍鈞達、

葉慧心、邱金蘭

記者／何蕙安、邱金蘭

鴨子划水 吃悶虧當繳學費

記者／何蕙安

記者／藍鈞達

銀行、金控登陸條件
登陸型態 條件  

辦事處

●資本適足率10%

●在OECD國家經營業務二

年  

分行

●資本適足率10%

●逾放比低於2%

●覆蓋率逾60%

●在OECD國家經營業務五

年  

子行

●第一類資本8%

●逾放比低於1.5%

●覆蓋率逾100%

●在OECD國家經營業務五

年  

參股

銀行 ●同分行

金控

●資本適足率110%

●雙重槓桿比率115%

●在OECD國家經營業務五

年

註：國銀登陸，分行、子行、參股三擇

一；透過海外間接及國外直接登陸二擇一

資料來源：金管會 邱金蘭／製表

拚設分行 八年抗戰

老將經驗談–施建安

彰銀副總經理施建安在昆山代表處設立時擔任首席

代表，他說，等了這麼多年，終於快等到可以在大

陸和國內外金融機構交手。 （本報系資料庫）

上海觀點

想要出頭 先拜碼頭

房價高漲 
想設點，口袋要深

諸侯經濟
爭優惠，未必順利

台資金融
起步晚，不見得輸

兩岸金融參股上限
業別 大陸參股台灣 台灣參股大陸 

銀行﹑

金控

●單一陸銀持股上

限5%

●陸銀及QDII持股

上限10% 

●大陸對外資參股

銀行已訂上限

﹐我方不另訂

●另以大陸投資總

額控管

●金控﹕淨值10%

●銀行﹕連設分行

﹑子行合計不

逾淨值15% 

證券

上市櫃﹕

單一5%

全體10%

未上市櫃﹕

單一10%

全體15%

投資大陸總額上

限淨值40% 

保險

同證券，但國內壽

險業投資大陸保險

業上限若逾50%﹐

可專案核准

投資大陸總額上

限淨值40%

註：參股均以一家為限，且不能跨業投資；陸銀

來台分行及參股只能二擇一

資料來源：金管會  邱金蘭／製表

兩岸比一比

大陸銀行業的資產規模不僅龐大，成長速度更是驚人。近五

年來，大陸銀行業總資產從新台幣178.2兆元增加到377兆

元，成長率達111%。在此同時，台灣銀行業總資產僅成長

10%。五年前大陸銀行業的總資產是台灣的4.8倍，去年已擴

大到9.2倍。

國銀登陸鳴槍起跑，已有七家銀行向金管會遞件申設大陸分

行、子行，未來大陸將成為國銀一級戰場。圖為上海陸家嘴金

融貿易區，匯聚了170多家中外金融機構，外資銀行招牌在街頭

林立。 (本報系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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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雨傘王國、製鞋王國，到全球晶圓代工龍頭，台灣的

產業發展一直是台灣經濟奇蹟的關鍵元素。經過經濟結構

轉變、產業演進洗禮及全球化的推動，正有許多新的產業

崛起，並在全球經濟競爭的舞台，勇奪第一。這些「新台

灣第一」的企業，象徵了台灣產業的生生不息，展現台灣

經濟的新生命力。本報每周一推出「新台灣第一」系列專

題，剖析這些企業的成功密碼，引領讀者深觸台灣產業的

新精神。

記者／李立達

全球筆記型電腦（NB）規模今年將達2億台，其中有1億台的軸承（Hinge），

出自新日興的生產線；今年起，新日興透過併購，掌握全球20%液晶監視器軸

承的市場占有率。

新日興NB軸承 轉動大商機 
市占超越五成 稱霸全球 關鍵技術根留台灣 加速多角化布局 積極併購

 專家解析

垂直整合 
掌控品質呂勝男不認輸 從絕境轉運

新聞辭典

軸承

（李立達）

 (李立達)

■吳克振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主任）

新日興小檔案
董事長 呂敏文

總經理 林清正

資本額 14.98億元

主要產品 筆記型電腦軸承

成立時間 57年6月28日

上市時間 96年12月31日

資料來源：公開資訊觀測站    

李立達／製表

研發專利

宣示技術含量

跨足醫材

將引進日本團隊

新日興近五年業績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營收

（億元）
29.32 40.38 51.40 64.06 70.29

每股稅後

純益(元)
  9.89 11.06 10.89    9.57 10.13

資料來源：公開資訊觀測站 

李立達／製表

新日興執行長呂勝男



產業商業2 A19中華民國99年6月21日  星期一Economic Daily News 主編／費家琪 編輯／連文川

 （記者張義宮、黃晶琳）

聯電爾必達力成 攻晶片整合
三強今簽合作協議 運用3D封裝技術 聯電可擴大承接通訊大廠訂單 力成藉此跨入邏輯IC

記者簡永祥／台北報導

聯電、爾必達（Elpida）及力成今（21）日簽署技術合

作協議，三方將致力研發整合型的邏輯、記憶體單晶片

，帶動電子產品的體積走向更輕薄短小，同時此舉將有

利聯電，擴大承接來自通訊晶片大廠的訂單。

企業翦影

亞太泛官股 傳握50%委託書 黃恆俊 爭雅新重整主導權

（記者龍益雲）

國道服務區招標 掀戰火

統一超、南仁湖搶攻

降權利金 讓商品更親民 

回饋消費者

聯電、爾必達（Elpida）及力成今天簽署技術合作協議，三方將致力研發整合型的

邏輯、記憶體單晶片，帶動電子產品的體積走向更輕薄短小，將由聯電執行長孫世

偉（左起）、爾必達社長 本幸雄及力成董事長蔡篤恭共同簽署。（本報系資料庫）

欣興調薪 景碩霖宏跟進
PCB廠擺脫五窮六絕

宏達電 今年恢復加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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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喜來登 上演大復活
          去年⋯慘遇金融海嘯而停工 今年⋯兩岸三地買家競逐，出價上看18億元

記者黃仁謙／台北報導

陸客大舉來台，國內觀光產業前景看好，再加上兩岸經

濟協議（ECFA）即將簽定，已帶動新一波外資投資飯店

熱潮，因金融風暴而暫時停工的宜蘭喜來登飯店，最近

有香港寶嘉集團、台灣江陵集團等四組買家競逐，交易

金額上看18億元。

主題樂園 狂打價格戰

義大世界加入搶市

月眉育樂世界附設馬拉灣，暑假推出「比基尼幻彩泡

泡趴(PARTY)」，具親水遊樂的吸引力，以凸顯和同業

的差異性。 月眉育樂世界/提供

ECFA

效應

北市知名商辦 陸資搶進

大陸買家

低調前來探詢

前景大好

股東轉趨惜售

宜蘭喜來登飯店因主體工程已完工，成為外資投資的新

熱點。 宜蘭喜來登／提供

轉運了

工商活動

產創法制課程 聚焦智財策略
資策會科法中心主辦 遴聘實務界專家學者授課 報名23日截止

(張傑)

（廖郁佳）

（鄒淑文）

 （張榮先）

（王慰祖）

醫界：三益菌有益腸道

萬寶週刊投資講座 報名

政府招商評比 嘉市績優

 解析證期權多重投資工具

 產業服務平台受青睞

成之約教授（左起）、辛炳隆教授、林辰璋副主委、青輔會二處處長施建矗、韓愛

玫執行長、孫士民策略長等參加發表暨座談會。  毛洪霖／攝影

每天固定補充A、B、F乳酸

菌，可保腸道健康。

 王慰祖／攝影

青輔會 發表青年就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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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採購契約 納入仲裁條款
政院出面調停 營造公會與工程會達成三點共識 強制仲裁是否違憲 三個月內提評估報告

記者楊毅／台北報導

台灣區綜合營造工程同業公會與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兩方連日來的糾紛，行政院上周召開協調會後，初步達成

共識，工程會將修改「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納入「仲裁條款

」，並明定調解程序須於6個月內完成，以加速解決工程糾紛

，以及三個月內提出「強制仲裁」是否違憲的評估報告。

儲蓄免扣證 不需要逐年換發

■曾更瑩

新個資法擴大適用

至所有企業及個人，未來任何企業

或個人在處理個人資料時，都應慎

思是否有合法權源蒐集與利用個人

資料。

在舊法時代，雖然

合法業者為遵循個資法確已花費時

間與成本踐行如登記等各項程序，

但一般人個資保護觀念仍待提昇，

時常見民眾為贈品在路邊輕易提供

個人資料給他人，個資外洩事件常

有耳聞。

此規定嚴重影響現行保險

制度運作，目前實務於承保及理賠

之際，保險公司需取得被保險人有

關身體健康、病史、就醫紀錄等資

料，但保險有關法律並未如醫師法

對於醫師義務以及病歷等（醫師法

第12條）有法律位階之明文規定。

除了保險業，其他需要了解顧客身

體狀況行業，如旅遊業、健身中心

等，也可能遇到類似困擾。

 （作者是理律法律事務所合

夥律師，本文未必代表事務所意

見。）

寰宇法務 新個資法 疑難雜症來踢館 

某會計師事務所林小姐問：

有關98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

算申報書新增第17-1頁，有那

些營利事業需要填報及如何填

寫計算？

南區國稅局屏東縣分局答覆

：

營所稅新增頁 部分企業要填

柳營鄉黃小姐問：已向國稅

局申請核發「儲蓄免扣證」，

新的年度是否須重新申請？

南區國稅局臺南縣分局答覆

：

 欠逾千萬，禁止奢華，若違反可拘提管收

欠稅大戶 月花費最多2.4萬

低保障高儲蓄保單 無法認列收入

保險業接軌IFRS 牽動業績

立委：仲裁 政府不一定輸

勞退舊制改新制 月底截止

以拉法葉艦案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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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嵩浩

職涯規劃

目光要看得遠 

終身學習

保持與時俱進 

價值誤判

從眾心態做祟 

博士生

圖／鄭京

▉吳仁麟

（作者Email：udn@hotmail.com）

▉張寶誠

1.準備階段：

2.評估階段：

3.回饋與輔導階段：

1.塑造信任與坦誠氛圍：

2.領導者的態度與支持：

3.定期進行評估：

（作者是中國生產力中心總經理；台

灣亞太產業分析專業協進會（APIAA）

資深顧問）

▉吳育宏 

當業務目標無法達成，傳統的思維

是想辦法接觸更多客戶、拉長拜訪時

間，甚至增聘更多業務人員。但是業

務主管應該以更全面的視野、更精準

的角度，來分析未達標的原因。

「質」的問題，可以再區分為外部

因素（客戶）與內部因素（業務人員

）。前者是指目前接觸的客戶群，在

營收貢獻上是否有足夠的產值，以及

在毛利貢獻上是否有足夠的品質。

後者（業務人員的品質）泛指業務

人員開發市場、銷售談判、客戶管理

等能力的優劣。同樣的客戶經由不同

業務人員來經營，往往會產生截然不

同的結果。

「量」的問題，亦可以區隔為外部

因素（客戶）與內部因素（業務人員

）。

即使有好的客戶、好的業務人員，

若是雙方互動不夠，也難以建立有深

度的客戶關係

用「質」、「量」、「外部因素」

、「內部因素」將未達標原因分類之

後，可以進一步請最前線的業務人員

一同參與「診斷」的過程，依實務況

狀將問題再往下剖析與條列，並提出

自己的瓶頸與欠缺的資源。

（作者是企管顧問公司高級顧問，

yuhung.wu@yahoo.com.tw）

周一至周五晚上9時 

本版內容可收聽GOLD FM

〈業務最前線〉

〈創新經營〉

360度評估 開發個人潛能

子農場點

慢活城

診斷業務團隊
調整最佳陣容

該不該
幫老闆提皮包？

職業無貴賤，社會新鮮人工作的價

值在是否有前景，確定職涯目標，

比職銜、薪水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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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志中）

獲綠建築證書 高市邁向每個行政區均有圖書分館目標

高市圖左新分館 左營新景點

（劉立諭）

中華數位 取得VMware Ready認證

國內第一家電子郵件安全廠商晶采推出造型鋁箔氣球自動販賣機

晶采打造會場或婚佈置。    晶采科技／提供

 

 （劉立諭）

桃
園
中
信
餐
飲
好
康
一
路
吃
到
７
月
底 

 （趙志中）

高雄市長陳菊（左五）、市議會副議長黃石龍（左六）、副

市長林仁益（左三）共同為左新分館剪綵。       

 趙志中／攝影

(魯修斌)

 (黃奇鐘)

（吳青常）

( 張勝宜)

堅持用料十足 製造高品質產品 建立專業口碑 提供客製化特殊規格

翔強變壓器 獲國際認證肯定

國內變壓器後起之秀-翔強公司現場組裝變壓器實景。 

 黃奇鐘／攝影

利築 引進太陽光集光系統

運轉效率突破96%

志豪鍋爐 節省燃料成本邦泰董事會改選 許智仁連任董座

邦泰公司新一屆董事長許智仁（左）與執行長古紹土。

 魯修斌／攝影

綠能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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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文化

深耕市場

爭取海外新訂單
問：台灣辦事處2010年的

工作重點為何？

答：

問：如何協助台商打進國

際市場？怎樣促進兩地的合

作關係？

答：

登陸設點

加速開發布局
問：能否說明台灣分公司

成立後，如何讓香港貿發局

成為各產業的行銷平台？

答：

問：對於兩岸四地的情

勢，您認為台灣與香港的產

業要如何來合作？

答：

問：面對中國市場，台灣

與香港該如何爭取商機？

答：

香港貿發局 扮台灣行銷推手
提供金融、法律服務等平台 協助我農業、科技產品打入國際 替台港兩地開闢商機創雙贏

香
港
貿
發
局
台
灣
分
公
司
，
這
幾
年
在
新
任
總
經
理
馮
渤

的
帶
領
下
，
讓
台
灣
與
香
港
的
交
流
更
加
密
切
。 

 

 

項
文
化
／
攝
影

2010年7月5至8日 香港貿發局香港夏季禮品、家庭用品及玩具展 

2010年7月5至8日 香港貿發局香港時裝節春夏系列

2010年7月21至27日 香港貿發局香港書展

2010年8月12至14日 香港國際茶展

2010年8月12至16日 香港貿發局美食博覽

2010年8月12至16日 國際現代化中醫藥及健康產品展覽會暨會議

2010年9月6至10日 香港貿發局香港鐘表展

2010年10月13至16日 香港貿發局香港秋季電子產品展

2010年10月13至16日 國際電子組件及生產技術展

2010年10月27至29日 亞洲運動用品展

2010年10月27至30日 香港貿發局香港國際秋季燈飾展

2010年10月27至30日 香港國際建築裝飾材料及五金展

2010年11月3至5日 香港貿發局香港國際醫療器材及用品展

2010年11月3至5日 香港貿發局香港眼鏡展

2010年11月3至6日 國際環保博覽

2010年11月4至6日 香港貿發局香港國際美酒展

2010年12月2至4日 香港貿發局國際中小企博覽

2010年12月2至4日 香港貿發局創新科技及設計博覽

香港貿發局7-12月展覽表

香港貿發局展覽　 網址：http://www.hktdc.com/

馮渤

港貿發局台灣總經理

（曹松清）

產業新知

(翁永全)

(李憶伶)

（胡崇銘）

（楊鎮州）

羊毛耐熱毯 全球馳名
應用日本及歐美技術產製 獲ISO認證 市場口碑佳 

國統
工業

國統公司董事長葉聰明。

 國統／提供

工研院Solidwork CSWA高階人才培訓開課 

經濟部工業局補助學員參加「國

際Solidwork CSWA高階人才電腦

設計」課程，日前已有一班開

課。 曹松清／攝影

福容飯店世足專案 欣賞賽事啖美食

喝 酒 不 開 車  安 全 有 保 障

南訓人資提升計畫 
250家企業惠受

高段野生茶 泡出百年好茶味



金融服務專線 86925588轉3310金融活動

（李佳濟）

五公股事業 推暑期體育營
合庫、台銀、土銀、台酒、一銀辦棒球、籃球等多項營隊 學子可免費參加

（孫震宇）

財政部次長曾銘宗（前排右三）與一銀總經理林佐堯

（前排左起）、土銀總經理蘇樂明、合庫總經理蔡秋

榮、台銀總經理張明道、台酒總經理徐安旋宣布活動

起跑。 孫震宇／攝影

（項家麟）

富邦金 獲公司治理獎

（謝鎰年）

土銀 舉辦沈禎畫展

李奇茂大師（右三）與沈禎老師伉儷（左起）、元智

大學副校長江行全、土銀總經理蘇樂明、董事會主秘

范天賞、秘書室主秘陳和宇合影。   土銀／提供

東元聯貸案 一銀主辦

東元電機新台幣90億元

聯貸案，由董事長劉兆

凱（右）與第一金控代

理董事長簡明仁（左）

代表簽約。一銀／提供

（謝鎰年）

群益 邀胡立陽談投資

（曾淑青）

安永IFRS課 即起開課

富邦金獨立董事張鴻章

（左）代表富邦金赴香

港出席頒獎盛會受獎。

 富邦金控／提供

董座蔡明忠拿下企業領袖成就獎

基金
理財

要聞

B1
中華民國99年6月21日  星期一 主編／李淑慧 編輯／易起民

今日熱點

記者藍鈞達／台北報導

銀行花招越來越多，為了把客戶一網打盡，針對特殊族群的商品讓人眼

花撩亂。以存款來說，有銀行推出針對千禧寶寶的優惠存款，還有銀行

搶占社區大樓市場，民眾好康多更多。銀
行
優
利 

搶
特
定
族
群

今日熱點

REITs景氣

下季轉晴
B2

印度巴西

升氣十足

針
對
銀
髮
族
、
千
禧
寶
寶
及
社
區
大
樓
推
特
殊
商
品 

好
康
多
多

拉攏學生 存款利率加碼



基金天地B2 中華民國99年6月21日  星期一 Economic Daily News主編／陳漢杰 編輯／林紹興

 信用市場持穩

景氣預報！ REITs下季轉晴
投信：房市恐慌明顯減緩 美、加、星、澳後勁強 可逢低布局

記者李娟萍／台北報導

市場期待美國失業率能有效下降，若失業率改善，抵銷房地產的負面影

響，不動產投資信託（REITs）可望在第三季撥雲見日，重獲市場資金

青睞；投信業者相對看好美國、加拿大、澳洲、新加坡等地的表現，投

資人可以逢低布局。

亞洲投資價值 優於歐洲

滙

有基可彈 印度巴西 升氣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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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皇）

（陳碧雲）（黃英傑）

（蔡穎青）

新興亞洲 全球資金長期首選

問：經歷去年全球股市大漲後

對亞洲今年的看法為何？

答：

亞洲看俏 南韓印度超級吸金

問：歐債影響全球資金紛紛撤

出股市，亞洲是否會受到波及？

答：

問：為何特別看好亞太中小型

股？

答：

（謝鎰年）

群益亞太中小基金經理人蘇士

勛。 毛洪霖／攝影

摩根富林明：與印尼相較 南非為非洲第一大經濟體、權重較高、股市評價偏低 略勝一籌

日
盛
投
信
：

大陸擴內需 亞洲民生消費有看頭

南非、印尼大
項  目 南  非 印  尼

MSCI新興市場指數權重 7.30% 勝 2.20%

所在區域MSCI指數權重 MSCI歐非中東40.3% 勝 MSCI亞洲不含日本3.8%

所在區域代表性 非洲第一大經濟體 勝 東亞第六大經濟體

人口總數 約4900萬人(排名24) 約2.4億人(排名4) 勝

國民生產毛額(2009預估) 約4,951億美元 約9,692億美元 勝

人均所得(2009預估) 約10,100美元 勝 約4,000美元

股市市值 4620億美元 勝 970億美元

市值佔全球比重 0.90% 勝 0.58%

預估12個月本益比 11.1倍 勝 13.6倍

S&P債信評等 BBB+ 勝 BB+

全球經濟體商業活動難易度排名 第34名 勝 第122名

資料來源:CIA World Factbook、World Bank、Bloomberg；資料整理：摩根富林明投信

（李佳濟）

群益亞太中小基金經理人

（謝鎰年）

富蘭克林華美基金布局 掌握三多

東亞証券：槓桿型 多空雙向 報酬可觀

安本：世足賽獎落誰家

（康方方
土皇）

理財好輕鬆

基金e點通 蘇士勛：亞太區 吸金逾百億美元豐 金逾百億百億美美美元

美前景吸睛、歐洲仍有機會

金磚第五國之爭 南非印尼較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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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
產業

要聞

C1

相關新聞見C3

今日熱點 十檔營建 掀除息行情  C2 東陽 大陸再蓋兩座廠 C5

類比IC Q3更旺

中華民國99年6月21日  星期一 主編／蕭君暉 編輯／李建葦

記者曾仁凱／台北報導

類比IC廠今年持續供不應求，包括立錡（6286

）、致新（8081）、類比科（3438）、通嘉（

3588）本季營收，普遍較上季有15%至20%的高成

長，且第三季還可望更上層樓，產能缺口預計

要到第四季才能解決。

 立錡、致新等本季營收看增20%，訂單全年塞爆⋯

第一類接觸

→翔名

C4

董座吳宗
豐

葉鴻儒點名半導體

 就市論勢

專欄新聞見C3

類比IC族群看第三季景氣



市場脈動C2 中華民國99年6月21日  星期一 Economic Daily News主編／陳漢杰 編輯／徐薈

十檔營建 掀除息行情
現金殖利率逾5% 潤弘今率先登場 興富發等具「雙高一低」概念 投資價值浮現

記者蕭志忠／台北報導

潤弘精密（2597）今（21）日除息交易，以逾7%的現金

殖利率為高現金殖利率營建股除息行情揭開序幕。法人

指出，興富發（2542）、華固（2548）等十檔現金殖利

率逾5%的「價值型」營建指標股，在房產政策動向處於

混沌，相對具有低接獲取現金除息報酬的機會。

（作者是世新大學財金系助理教授）

震盪築底 期待選舉行情梁彥平專欄

記者／王皓正

一周盤前股市解析

短底浮現 挑戰季線

元大投顧 躋身亞洲研究團隊20大
■呂淑美

■機構投資者評選

元大投顧總經理賈繼良與元大證券總經理李鴻基

（右）。 元大證券／提供

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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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簡永祥／台北報導

IC通路商透露，蘋果iPhone 4預購掀熱潮，已要求台灣

代工廠商每季備貨1,000萬支，第三季更高達1,300萬支

，全力搶食新一代智慧手機市場；新一代的iPhone 4概

念股，可望引領台股新風潮。

佳邦業績 將逐季走高
保護元件

出貨增

德儀大擴產 立錡致新緊繃

■葉鴻儒
（摩根富林明JF台灣金磚基

金經理人） 

大盤分析

投資建議

ECFA受惠股 盤面焦點

就市論勢

大聯大 下季營收看增一成

返校潮+iPhone 4商機

全球首座12吋類比IC廠啟動，年產值超過台灣廠商營收總和⋯

概念股將領風騷，法人看好鴻海、勝華、大立光。

台廠每季備貨千萬支
iPhone4掀熱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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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名 拚半導體零件一哥
積極衝刺製造 全球市占達四成 今年營收上看10億 業內淨利率連八年逾15%
記者李珣瑛／新竹報導

翔名科技（8091）董事長吳宗豐表示，看好未來二年產業景氣仍佳，

從半導體設備代理業務起家的翔名，近年來積極跨入製造業務。

隨著翔名成功切入半導體原廠代工供應鏈，2010年翔名製造的營

業收入，將首度大於代理業務；並積極朝全球最大半導體零件製造

商的目標邁進。

第一類接觸

翔名科技董事長兼總經理吳

宗豐。 記者李珣瑛／攝影

問：翔名去年如何在業績較前年

衰退20%的情況下，卻能保持獲利

成長二成的佳績？

問：翔名怎麼看產業景氣走勢？

有何新業務及新客戶？

問：翔名的製造產能滿載，籌資

及擴產計畫為何？

記者／李珣瑛

吳宗豐創業

老兵推一把 

法人:今年EPS 估4.5元

半導體景氣 

會旺兩年

發行可轉債

積極擴產

新聞幕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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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陽 大陸再蓋兩座廠
衝刺AM市場，據點增至18個！攜手陸企 落腳廣州、長沙 明年營收進補  

找大車廠合作 飆速成長

記者邱馨儀／台南報導

東陽（1319）總裁兼總經理吳永茂昨（20）日表示，東

陽即將在大陸再建兩座新廠，分別在廣州與大陸第一汽

車合作、在湖南長沙與廣州汽車合作，東陽在大陸據點

將擴到18個，東陽大陸布局完全補足，在大陸汽車市場

快速發展下，東陽已作好十足的準備。

水果手機概念股 進補
陸智慧機熱賣

Q1諾基亞稱冠

東陽集團總裁吳永茂表示，

將加快進軍大陸售後維修市

場。 （本報系資料庫） 

黑莓、蘋果續燒，鴻海、晶技等利

多；宏達電後市不錯，帶旺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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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 本季EPS拚1元
歐美航線運價有撐，前三季EPS估2元；長榮上半年每股純益挑戰1元。

記者丁威／台北報導

陽明（2609）本季獲利持續上修，受惠歐洲運價高檔不

墜，回頭貨暢旺，價量齊揚，本季獲利大躍進，大賺超

過20億元，單季每股稅後純益逼近1元，達到原先預估

的全年獲利表現。

缺櫃問題有解 獲利樂觀

南緯 孕婦裝搶攻大陸

子公司可望轉盈

三商行 年營收將增10%

推自創品牌

陽明海運董事長盧峯海看好今年營運表現，到第四季

前都很樂觀。 （本報系資料庫） 

大田 下半年倒吃甘蔗
毛利率可望飆升 下季獲利會更好

鉅明 9月業績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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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證券提供、記者呂淑美整

理）

鴻海大立光權證 超夯
受惠iPhone熱賣 勝華業績同步看俏 寶來H7、元大28等可布局

記者曹佳琪／台北報導

蘋果魅力再度席捲全球，iPhone 4預購熱烈，摩根士丹

利證券預估，iPhone使用者到2011年年底時會高達1億戶

，可望帶動iPhone概念股營收表現，其中負責組裝的鴻

海（2317）、相機鏡頭的大立光（3008）、觸控面板的

勝華（2384）相關權證持續夯。

上周權證最吸睛

 資料來源：凱基證券       溫建勳／製表

群益84走勢

1.50

最牛一輪

1.00

99
（月）

年
5 6

0.50

1 4

0.76元
6月18日

權證投資必有風險，本專區資訊僅供參考，並不構成邀約、招攬或其他任何建議與推薦，請讀者審慎為之。權民鬥陣─發行者專區

元大權證
即時通

凱基權證
報馬仔瑞昱 寬頻市占提升

（凱基證券提供、記者曹佳琪整

理）

勝華 iPhone題材火熱

記者／溫建勳

台虹吃蘋果 群益84喊甜聯強宏捷科穎台國賓 優選

指數認售權證 熱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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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式麵包 飯店賣到缺貨
漢來糕餅小舖 團購要等半個月 高雄國賓繽紛蛋糕房 業績高檔

記者林政鋒／高雄報導

國際麵包冠軍吳寶春掀起一股健康麵包熱潮，包括高雄

漢來、國賓、華王等飯店強調健康養生的麵包全面熱銷

，漢來糕餅小舖天天供不應求，團購要等半個月才交貨

，歐式穀物麵包小兵立大功，有效大幅挹注商機。

巫國想 經營飯店融入養生企業家談心

本報與太陽廣播電台共同策劃，太陽電台每周一「非常來賓」

節目推出「企業家談心」單元，邀請企業家暢談創業歷程、成長

故事、個人趣聞，與讀者、聽眾分享另類心情。

「企業家談心」的精采內容，本報每周一見刊，太陽電台同

日下午5時至6時在FM89.1播出、午夜1時重播，並可上網（www.

sunny891.com.tw）收聽，提供讀者與聽眾新的閱聽選擇。

中醫專長

讓休閒產業加值

諮詢服務

為客戶調理飲食

中南海酒店董事長巫國想。

 記者宋健生／攝影

招待莫拉克災區學童參觀

合庫 贊助達文西展

健康掛帥 商機吃得開

合庫招待莫拉克災區學童參觀天才達文西特展，為企

業形象加分不少。後排中立者為合庫副總林鴻琛。

 記者邵哲生／攝影

漢來飯店糕餅小舖歐式

麵包供不應求，團購要

排15天仍訂單滿滿。

 記者林政鋒／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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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瑞文）

（吳涎祿）

（廖郁佳）
（劉靜君）

禾勃王茗茶 泡出台灣好味道
舉辦時尚品茗會 指導民眾如何品茗挑好茶 輕鬆晉升品茶達人

禾勃王時尚茶會吸引愛好品茶者參與，活動反應熱烈。

 禾勃王／提供

赴德拓會展商機

觀光局結合貿易局

中保基金薪傳講座 
許景明6／29開講 

（李炎奇）

23日南港展覽館登場

食品三合一聯展 資策會6／23開辦

創研與價值評估課程

（林志鴻）

招
商
成
績
亮
眼
的
加
工

出
口
區
中
港
園
區
。

 

中
港
分
處
／
提
供

產業商機

（胡崇銘）

高
段
引
進
雲
南
野
生
茶 

泡
出
百
年
美
味

蓮成森普拉斯綠建材 100％可再生
採用環保塑木 兼具木材與塑膠優點 製造過程零公害

高
段
公
司
負
責
人
胡
鋐
鑫
事
業
經

營
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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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準
且
積
極
投
入
。

 

胡
崇
銘
／
攝
影

喜多健康美體機 轉出健健美

喜多公司研發的立旋轉美體

機，透過脊椎橫向旋轉運

動，協助達到健康、強身。

 喜多公司／提供

（楊聰橋）

加工出口區中港園區

（魯修斌）

首創脊椎橫向旋轉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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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永全)

(翁永全)

(翁永全)

新
唐
節
能
I 

C
控
制
器 

瞄
準
可
攜
式
產
品

能通光電董事長林國仁(左）、大中華區執行長楊富吉。

 翁永全／攝影

能通光電進軍河北 擴大產業版圖
接待河北省產業團　簽訂「邢台開發區投資案」電廠及LED照明等合作意向

凱樂士碳化矽製品 客製化交期短

凱
樂
士
總
經
理
林
博
文
︵
左
三
︶
及
經
營
團

隊
。 

翁
永
全
／
攝
影

(曹松清)

SEMI：台灣半導體設備投資全球居冠

2010年達79億美元

業界首顆PC ErP解決方案

綠能產業

(趙崇翰)（廖郁佳）
(陳志光)

洋鑫科技於日前光電展陳列各款LED

燈，獲廣大好評，左三為總經理余

金生。  毛洪霖／攝影

洋
鑫
科
技
LED
燈 

獲
好
評

兩岸中小型風力機 7月研討
將由中國農業機械工業協會率團登台 5日在台北福華文教會館舉行

理光將雙面列印及合併列印等功能列

為標準配備，可減少約三成的耗紙

量。 台灣理光／提供

從辦公室開始

台灣理光愛地球
正翰集團發表LED散熱技術

兩
岸
合
作
，
發
展
風
力
發
電
機
共
通
標
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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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靜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