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储加息预期升温 美元牛市大门开启

全球大类资产价格面临重估（主）

本报记者 杨博

受最新就业数据提振，美联储年内加息预期显著上升，美元指数在经历3月以来的持续震荡后，重新向100点整数关口逼近。 业内人士认为，在货币政策方向上，考虑到美联储与其他主要经济体已呈现分化趋势，美元指数具备持续走强的动能，这将促使国际资本加速回流美元资产，大类资产价格面临重估。

12月加息几无悬念

美国劳工部上周五发布的非农就业数据表现强劲，进一步坚定市场对美联储年内启动加息的预期。 数据显示，10月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27.1万个，显著好于预期的18.2万个；失业率从5.1%进一步下降至5%，创2008年以来新低；薪资方面，10月平均每小时工资环比增长0.4%，好于预期的0.2%，同比增长2.5%，创2009年来最高增幅。

数据发布后，多家机构将美联储首次加息的时间预测从明年3月提前为今年12月。 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期货走势显示，交易商预计美联储在12月加息的几率从此前的56%大幅上升至72%。

法国巴黎银行在最新报告中指出，10月非农就业数据清楚地表明8月-9月美国就业市场的低迷可能只是昙花一现，“就业报告大幅增加了美联储12月加息的概率” 。

巴克莱经济学家写道，10月非农就业数据“非常坚实” ，展现出广泛的强势，表明就业市场已全面反弹。 预计美联储首次加息时间为12月而不是明年3月，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将上调25-50个基点。

在美联储内部，决策层对年内启动加息的意见已经越来越趋于一致。 上周美联储主席耶伦在国会作证时重申，12月加息是合适之举，未来加息步伐将是循序渐进的。 纽约联储主席杜德利也表示，如经济数据表明就业市场进一步改善且通胀有所回升，那么他完全赞同耶伦有关12月有可能加息的观点。 本周一，波士顿联储主席罗森格伦公开表示，近期美国经济出现“实质性改善” ，12月加息可能是合适之举。 旧金山联储主席威廉姆斯表示，目前美国非常接近充分就业的水平，采取逐步加息的措施是合理的。

在10月底的最新一次货币政策声明中，美联储明确称“将在下一次会议中考虑是否加息” ，改变了此前声明中惯用的“评估维持目前联邦基金利率0-0.25%目标区间多久”的措辞，这也提升了市场对年内加息的预期。

美元牛市刚刚开始

受美国经济持续复苏和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影响，美元指数自2014年6月以来一路走强，今年3月突破100关口，创12年高位，此间累计涨幅超过20%。 但自创新高以来，由于市场对美联储何时行动感到迷茫，美元指数涨势暂歇，持续区间震荡。

10月中旬以来，随着市场加息预期再度升温，美元指数重拾升势。 特别是上周五一度大涨1.2%，盘中冲高至99.34点的七个月高位。 截至10日18时，美元指数为99.1点，距离突破3月份的高点仅一步之遥。

从历史走势看，美元指数走势与美联储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之间并无固定的关联模式，但由于加息周期往往伴随着经济改善，美元通常会在美联储加息周期内走强。 多数情况下，在美联储首次加息前，美元指数会在市场预期推升下迅速走高。 随着加息靴子落地，市场情绪有所降温，美元往往出现一定幅度的回撤，但总体仍保持上升趋势。 加息周期结束后，美元指数大多会见顶回落。

需要注意的是，即将开始的本轮加息周期与此前有所不同，美联储货币政策将与欧洲、日本、中国等经济体出现明显分化，因此多数分析师判断美元强势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高盛驻纽约首席外汇策略师罗宾·布鲁克斯认为，随着美联储政策“正常化”以及欧洲央行加码量化宽松，美元仍有进一步上涨空间，美元牛市才刚刚开始。 布鲁克斯预计，欧元兑美元在欧洲央行12月例会前将跌至1.05，在美联储启动加息后跌至平价，未来12个月里甚至可能进一步跌至0.95。

摩根大通分析师认为，上周五美元整体走势确认了上涨趋势，美元指数将进一步向上测试3月份的高点，此间任何回调都应被视为买入机会。

推升美元资产价值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美元的市场供给下降，直接推升了美元指数与美元资产的价值。 这将促使国际资本加剧回流美国，从而令全球大类资产价格面临重估。 更多资金流入美元资产使全球流动性转向实质性紧缩，造成资产价格下跌。 尽管预期欧洲和日本央行都将扩大量化宽松规模，但能否抵消美元上涨和美联储加息带来的紧缩效应难以判断。

从历史经验看，在美元升值周期中，各国股市走势主要取决于各自经济基本面的情况。 分析人士预计，基于对美国经济前景乐观形势的预期及欧洲和日本进一步量化宽松的判断，美、欧、日本股市有望延续此前表现。

法兴银行分析师表示，美元强势将影响标普500企业的盈利，同时预计欧洲央行可能在12月的例会上进一步降息或增加资产收购规模。 由于美联储和欧洲央行政策出现分歧，预计未来一年欧洲股市的表现会超过美国股市。

但相比于发达市场，新兴市场可能受到更大的负面冲击。 历史经验显示，每一轮美元牛市通常是新兴市场风险高发期，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 如今美元重拾升势，新兴市场再度面临资本外逃的挑战，新兴市场货币也面临进一步贬值压力，从而加大部分新兴经济体违约风险。

分析师指出，鉴于新兴市场整体面临经济减速和资本外流压力，股票市场将面临挑战，但考虑到当前新兴经济体实行的浮动汇率制有缓释风险的效应，且各国资产负债情况相对良好，新兴市场再度爆发群体性危机可能性较低。

在美元趋势性转强及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背景下，大宗商品价格预计将继续受到压制。 此前大宗商品价格已步入下行周期，如果年内美联储加息尘埃落定，强美元将令大宗商品面临更大的下行压力。 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下跌，将令严重依赖自然资源出口的新兴经济体面临困境，同时加剧输入性通缩风险。 至于金银等贵金属，考虑到美元升值带来实际购买力提升，以黄金白银为首的贵金属避险功能减弱，以美元计价的金银价格也可能步入下行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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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升美元资产价值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美联储收紧货币政

策，美元的市场供给下降，直接推升了美元

指数与美元资产的价值。这将促使国际资本

加剧回流美国，从而令全球大类资产价格面

临重估。更多资金流入美元资产使全球流动

性转向实质性紧缩，造成资产价格下跌。 尽

管预期欧洲和日本央行都将扩大量化宽松

规模，但能否抵消美元上涨和美联储加息带

来的紧缩效应难以判断。

从历史经验看，在美元升值周期中，各国

股市走势主要取决于各自经济基本面的情

况。分析人士预计，基于对美国经济前景乐观

形势的预期及欧洲和日本进一步量化宽松的

判断，美、欧、日本股市有望延续此前表现。

法兴银行分析师表示，美元强势将影响

标普500企业的盈利， 同时预计欧洲央行可

能在12月的例会上进一步降息或增加资产

收购规模。由于美联储和欧洲央行政策出现

分歧，预计未来一年欧洲股市的表现会超过

美国股市。

但相比于发达市场，新兴市场可能受到

更大的负面冲击。 历史经验显示，每一轮美

元牛市通常是新兴市场风险高发期，比如上

世纪八十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上世纪九十

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 如今美元重拾升势，

新兴市场再度面临资本外逃的挑战，新兴市

场货币也面临进一步贬值压力，从而加大部

分新兴经济体违约风险。

分析师指出，鉴于新兴市场整体面临经

济减速和资本外流压力，股票市场将面临挑

战，但考虑到当前新兴经济体实行的浮动汇

率制有缓释风险的效应，且各国资产负债情

况相对良好，新兴市场再度爆发群体性危机

可能性较低。

在美元趋势性转强及中国经济增速下

滑的背景下，大宗商品价格预计将继续受到

压制。 此前大宗商品价格已步入下行周期，

如果年内美联储加息尘埃落定，强美元将令

大宗商品面临更大的下行压力。大宗商品价

格进一步下跌，将令严重依赖自然资源出口

的新兴经济体面临困境，同时加剧输入性通

缩风险。 至于金银等贵金属，考虑到美元升

值带来实际购买力提升，以黄金白银为首的

贵金属避险功能减弱，以美元计价的金银价

格也可能步入下行周期。

年内人民币汇率料延续稳健

□

本报记者 王辉

10月美国非农就业数据表现异常强势，在

进一步增强美联储12月加息预期同时，也引发

了市场对于新兴市场货币汇率的担忧。 对人民

币汇率的表现，分析人士指出，在人民币争取加

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SDR货币篮的敏感时刻，

人民币国际化及资本项目开放进展将继续为人

民币汇率的整体平稳提供支撑。 虽然多空因素

交织，但年底人民币汇率仍会保持稳健。

人民币汇率表现好于预期

虽然央行在8月11日宣布修正中间价定价

机制，一度增强了人民币汇率走软预期，但回顾

今年8月中旬以来人民币汇率的整体表现，近

三个月人民币汇率的阶段性表现要明显好于市

场预期。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在境内即期交易方面，8

月中旬至11月上旬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价整体

仍以震荡走升的运行格局为主。 而美联储加息预

期增强、美元指数整体震荡上涨、资本外流压力

加大等因素并未对人民币汇率带来超预期负面

冲击。 截至11月10日，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价收

报6.3618，较8月12日6.4510的周期内低点上涨了

1.40%，显著强于全球主要非美货币的表现。

在离岸市场方面， 虽然过去近三个月时间

内，以香港市场人民币对美元CNH汇价为代表

的离岸人民币汇率， 曾经多次出现明显低于境

内市场人民币汇率的表现， 但从整体交投定价

的角度来看， 人民币在岸汇率的前瞻指引性也

在进一步凸显。

综合近三个月人民币在岸、 离岸汇率的整

体表现，分析人士指出，虽然今年人民币持续处

于经济基本面表现疲软、 美元指数不断震荡走

强等不利环境， 但人民币汇率的稳健运行基调

突出。在此背景下，预计未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

及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等因素， 不会给人民币

汇率带来超预期的贬值压力。

多因素助力汇率稳健运行

对未来一段时间人民币汇率的表现， 市场

主流观点认为， 人民币可能即将纳入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SDR货币篮及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

以及美联储加息靴子可能落地， 将是影响未来

人民币汇率的主要因素。整体来看，年内人民币

汇率预计会延续稳健运行的基调。

平安证券日前表示， 虽市场对人民币面临

的贬值担忧仍然存在， 但中短期人民币汇率不

会出现明显走软，年内人民币对汇率预计在6.3

至6.4的区间窄幅波动。 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都将保持相对稳定。一方面，

尽管美联储加息势在必行， 但货币当局将致力

于维持人民币汇率坚挺， 以防止贬值加剧短期

资本外逃的压力； 另一方面， 人民币当前加入

SDR诉求强烈，作为SDR篮子货币对汇率稳定

性的要求，使得央行有维稳人民币汇率的需要。

此外，中国作为全球储蓄率最高、外汇储备量最

大的国家，也具备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能力。

海通证券本周则进一步表示， 即便是加入

SDR之后， 货币当局仍有维持币值稳定的动

机， 以提升国际投资者持有和使用人民币的意

愿。不过，从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的外部干预将

减少，实际汇率波动可能加剧。

而在美联储加息具体进程方面， 来自外汇

交易商福汇的观点指出， 虽然近期美国主要经

济数据平稳增长， 支持美联储按照原有时间路

线进行首次加息， 但未来美联储首次加息之后

能否真正进入加息“长周期” ，尚需投资者密切

关注。如果美联储加息节奏缓慢，则对人民币汇

率的实际冲击会相对有限。

资金或回流美元资产

新兴市场可能再度承压

□

本报记者 张枕河

随着美联储12月加息概率增大，市场对资

金回流美元资产的预期也明显升温。 有分析师

担忧，今年10月以来新兴市场持续净吸金的态

势可能存在变数，股市、债市、汇市等将面临资

金压力。

加息预期扰动资金面

今年10月，新兴市场结束了此前连续“失

血” 的颓势。 国际金融协会(IIF)数据显示，新兴

市场在10月份重新获得资金青睐，当月净流入

资金139亿美元， 为6月以来首次月度流入，主

要原因是当时市场预计美联储可能推迟至明年

加息，从而推升了投资者的风险偏好。 其中，新

兴市场债市净流入资金77亿美元，股市净流入

资金62亿美元。 大部分资金流向亚洲新兴市

场，规模达到87亿美元，拉美和欧洲新兴市场

分别净流入41亿美元和16亿美元。 非洲与中东

市场则净流出资金5亿美元。 但数据也显示，尽

管新兴市场股票和债券重新吸引了投资者，但

10月份的资金流入量仍远低于2010年至2014

年间224亿美元的月均流入量。

美银美林数据也显示， 在10月最后一周

中， 新兴市场股票基金净流入资金13亿美元，

创下16周以来最大流入量，原因是投资者押注

将有更多央行出台货币刺激措施， 而美联储将

推迟加息。 投行杰弗瑞提供的数据也显示，在

10月最后一周， 外国投资者连续第3周净买入

亚洲股票，且分布面更广。 其中，港股13周来首

次获得境外投资者资金净流入。

但这两大机构日前表示，在10月最后一周

时市场还预计美联储不会早于明年初加息，然

而近期多重迹象已经不支持该观点， 新兴市场

资金面可能再度面临压力。

在上周五美国强劲的10月非农数据公布

后，新兴市场股市、货币已经开始走软。 彭博新

兴市场货币指数本周累计下跌0.8%，创下五周

来新低。 马来西亚林吉特和韩元跌幅均在1.7%

以上， 南非和哈萨克斯坦货币兑美元汇率再度

刷新低位。新兴市场股市同样受到重创，彭博新

兴市场股票指数连续两日收跌， 累计跌幅达

1%，韩国、印尼等地基准股指跌幅明显。

机构警示后市风险

多家机构分析师日前开始警示新兴市场的

潜在风险。丰业银行分析师指出，此前对于新兴

市场最大的利好不是其本身基本面消息， 而是

美联储加息被推迟， 目前随着这一假设可能不

复存在，或为新兴市场带来困难，带来更广泛的

市场修正。

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穆迪分析师指出，

预计新兴市场经济增速放缓的态势持续， 这也

将继续打压全球经济。 而全球增长疲软的现状

不会支持政府大举减债， 也会打压各大央行的

政策调整空间。

瑞信分析师指出，美联储加息预期下降，使

得新兴股市在10月初出现反弹。 但随后股票、

高收益债券及新兴经济体汇市大幅上涨， 则应

归因于市场整体情绪好转后， 投资者进行大量

回补。因此，此次反弹与新兴市场基本面的改善

关系不大， 并可能在美国发布非农业就业数据

之后走向尽头。

该机构分析师法里斯表示， 美国9月份的非

农数据令市场失望，使新兴市场加速复苏，从空

头转为多头。 但最近迹象显示，美联储货币紧缩

政策实施可能比市场预计的早。 从另一个角度而

言， 其实美联储对新兴市场的担忧是9月推迟加

息的主要因素之一，这本身就对新兴市场的长期

反弹形成风险。 而推迟加息被视为新兴市场的一

大利好因素，这从中长期看是不太正常的。

纽约梅隆银行策略师尼尔·梅勒也持类似

观点。他指出，目前投资者正在新兴市场上看到

的显然是一波空头回补反弹。 美联储更紧的货

币政策与其它主要央行形成鲜明对比， 特别是

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 这两家央行正在实施极

宽松的货币政策。 尽管疲弱的美国9月经济数

据已经给新兴市场资产带来曙光， 但美国经济

如果放缓其实对风险市场是一个利空因素，特

别是本身较为脆弱的新兴市场。 这种消息可能

会暂时提振新兴市场， 但无法从根本上打消市

场对其资金可能外流的担忧。

布朗兄弟哈里曼货币策略部门全球主管马

克·钱德勒表示，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将会持续一

段时间， 这可能使近期对新兴市场风险资产的

乐观情绪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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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美元走强

F

联储加息预期升温 美元牛市大门开启

全球大类资产价格面临重估

□

本报记者 杨博

受最新就业数据提振，美联储年内加息预期显著上升，美元指数在经历3月以来的持续震荡后，

重新向100点整数关口逼近。 业内人士认为，在货币政策方向上，考虑到美联储与其他主要经济体已

呈现分化趋势，美元指数具备持续走强的动能，这将促使国际资本加速回流美元资产，大类资产价

格面临重估。

12月加息几无悬念

美国劳工部上周五发布的非农就业数

据表现强劲，进一步坚定市场对美联储年内

启动加息的预期。 数据显示，10月美国新增

非农就业岗位27.1万个， 显著好于预期的

18.2万个；失业率从5.1%进一步下降至5%，

创2008年以来新低；薪资方面，10月平均每

小时工资环比增长0.4%，好于预期的0.2%，

同比增长2.5%，创2009年来最高增幅。

数据发布后，多家机构将美联储首次加

息的时间预测从明年3月提前为今年12月。

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期货走势显示，交易商预

计美联储在12月加息的几率从此前的56%

大幅上升至72%。

法国巴黎银行在最新报告中指出，10月

非农就业数据清楚地表明8月-9月美国就

业市场的低迷可能只是昙花一现，“就业报

告大幅增加了美联储12月加息的概率” 。

巴克莱经济学家写道，10月非农就业数

据“非常坚实” ，展现出广泛的强势，表明就

业市场已全面反弹。预计美联储首次加息时

间为12月而不是明年3月， 联邦基金利率目

标区间将上调25-50个基点。

在美联储内部，决策层对年内启动加息

的意见已经越来越趋于一致。上周美联储主

席耶伦在国会作证时重申，12月加息是合适

之举，未来加息步伐将是循序渐进的。 纽约

联储主席杜德利也表示，如经济数据表明就

业市场进一步改善且通胀有所回升，那么他

完全赞同耶伦有关12月有可能加息的观点。

本周一， 波士顿联储主席罗森格伦公开表

示，近期美国经济出现“实质性改善” ，12月

加息可能是合适之举。旧金山联储主席威廉

姆斯表示，目前美国非常接近充分就业的水

平，采取逐步加息的措施是合理的。

在10月底的最新一次货币政策声明中，

美联储明确称“将在下一次会议中考虑是否

加息” ，改变了此前声明中惯用的“评估维持

目前联邦基金利率0-0.25%目标区间多久”

的措辞，这也提升了市场对年内加息的预期。

美元牛市刚刚开始

受美国经济持续复苏和美联储收紧货

币政策的预期影响，美元指数自2014年6月

以来一路走强，今年3月突破100关口，创12

年高位，此间累计涨幅超过20%。 但自创新

高以来，由于市场对美联储何时行动感到迷

茫，美元指数涨势暂歇，持续区间震荡。

10月中旬以来，随着市场加息预期再度

升温，美元指数重拾升势。 特别是上周五一

度大涨1.2%， 盘中冲高至99.34点的七个月

高位。截至10日18时，美元指数为99.1点，距

离突破3月份的高点仅一步之遥。

从历史走势看，美元指数走势与美联储

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之间并无固定的关联模

式， 但由于加息周期往往伴随着经济改善，

美元通常会在美联储加息周期内走强。多数

情况下，在美联储首次加息前，美元指数会

在市场预期推升下迅速走高。随着加息靴子

落地，市场情绪有所降温，美元往往出现一

定幅度的回撤，但总体仍保持上升趋势。 加

息周期结束后，美元指数大多会见顶回落。

需要注意的是，即将开始的本轮加息周

期与此前有所不同， 美联储货币政策将与

欧洲、日本、中国等经济体出现明显分化，

因此多数分析师判断美元强势还将持续一

段时间。

高盛驻纽约首席外汇策略师罗宾·布鲁

克斯认为，随着美联储政策“正常化” 以及

欧洲央行加码量化宽松，美元仍有进一步上

涨空间，美元牛市才刚刚开始。 布鲁克斯预

计，欧元兑美元在欧洲央行12月例会前将跌

至1.05， 在美联储启动加息后跌至平价，未

来12个月里甚至可能进一步跌至0.95。

摩根大通分析师认为，上周五美元整体

走势确认了上涨趋势，美元指数将进一步向

上测试3月份的高点， 此间任何回调都应被

视为买入机会。

1990年以来美元指数与联邦基金利率走势

GETTY图片 制图/尹建

证券代码：000408�证券简称：金谷源 公告编号：2015-63

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回复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本公司"）于 2015�年 9�月 25�日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

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52622�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中国证监会依法对

公司提交的《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

了审查，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 30�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

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收到反馈意见后，公司及聘请的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所提出的问题进行逐项落

实，认真核查并进行回复。 由于本次反馈意见部分问题的回复及核查工作量较大，同时，

由于申请文件中部分财务数据已过有效期， 需补充公司及标的资产2015年6月30日的资

产评估报告等资料。 为了提高申报材料信息披露的准确性和完整性，经与中介机构协商，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金谷源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回复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的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申请》，申请延期提交书面回复材料，预计在2015年11

月20日之前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反馈意见回复及相关材料。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尚需中

国证监会进一步核准，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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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文化传媒产业并购基金取得工商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经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江钢琴"或"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投资设立文化传媒产业并购基金的议案》，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广州珠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证券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珠海

市广证珠江文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文化传媒产业并购基金广州市广证珠

广传媒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传媒基金"），搭建文化传媒产业整合平台，主

要投资于文化传媒类相关项目，逐渐向影视制作、文化创意、网络媒体渠道、广告传媒、娱

乐营销策划、互动卫视节目、网络游戏等文化产业链上中下游延伸，进一步增强珠江钢琴

对文化传媒产业的投资能力，推动企业文化传媒业务的产业化发展。

详见2015年4月25日公司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控股子公司投资设立文化传

媒产业并购基金的公告》。

传媒基金设立的进展情况详见2015年11月5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设立文化传媒产业并购

基金的进展公告》。

二、对外投资的进展情况

传媒基金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已于近日完成工商登记手续，并取得《非法人企

业营业执照》。 具体情况如下：

名 称：广州市广证珠广传媒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经营场所：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339号1601房自编1603单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珠海市广证珠江文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梁伟文）

成立日期：2015年11月03日

合伙期限：2015年11月03日至2020年11月02日

经营范围：商务服务业。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