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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金字品牌奖得主希望获奖后扬名国际
吕爱丽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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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今年首次获奖的新加坡
金字品牌奖（SPBA）得主，希
望借由奖项打响名堂，并扬名国
际。
无论是潜质品牌奖、悠久品
牌奖或全球品牌奖得主，首次得
奖是一种肯定和鼓励，他们在受
访时都一致认为，得奖可以打响
品牌知名度，对走出国门、开拓
海外业务有利。
在本地已有超过90年历史
的南华昌（亚秋）鱼头炉（Nan
Hwa Chong (Ah Chew) Fish Head
Steamboat Corner）以及半个世纪
的四星牌（Four Star），是今年
悠久品牌奖的其中两个得主。
南华昌（亚秋）鱼头炉董事
李铭炎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
说：“我们的鱼头炉起源于1927
年。我在2015年接手的时候，觉
得品牌很重要。有好的品牌才能
走得更长远。”
他希望借由金字品牌奖，让
更多人知道新加坡还有鱼头炉这
一道传统美食，“我们未来开拓
海外市场能更具有信心。”
四星牌首席执行长林法成认
为，获奖等于肯定集团长久以来
秉持打造物有所值、长久耐用和

各组得奖者手持奖牌与金字品牌奖主办单位代表及赞助商合照。前排左起是中小企业商会执行理事长陈新锦、新加坡航空公司高级经理（企业销售）杨
志耀、兴业银行中小企业与分行部门主管杨俊辉、2019年金字品牌奖筹委会主席周丽青、《联合早报》兼《联合晚报》总编辑吴新迪、筹委会联合主席
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媒体集团新闻中心副总编辑吴新慧、玛莎拉蒂营销经理黄晓慧以及三星新加坡资讯科技与流动配备副总裁蔡丽真。（曾坤顺摄）

舒适床褥的原则。“我们也希望
借由奖项，不仅在区域市场能走
得更远，也可以更深入地走进消
费者心中。”
已在区域市场占有一席之
地的星生能源集团（Sunseap
Group）获得今年的区域品牌奖。
集团市场营销与沟通副总裁邱罗

德受访时说，参加今年金字品牌
奖的目的之一是让更多人看见本
地的太阳能业者，“获奖能唤起
社会更关注这个行业，因为这不
仅是一家公司，甚至是一个国家
应该努力的方向，那就是减少碳
足迹。”
获得潜质品牌奖的三巴旺

白米粉（White Restaurant）和
Wedding by LQ的眼光同样不局限
于当前。
三巴旺白米粉董事经理郑友
贤认为，得奖让消费者、供应商
和投资者对餐馆更加有信心。而
且，公司正在考察进军其他东南
亚市场的可行性，“得奖是开拓

海外市场很重要的一步。”

全球品牌奖得主
希望激发更多企业走向国际
Wedding by LQ是金字品牌
奖历年来首次有承办马来人婚礼
的获奖品牌。创办人玛莉安娜
（Mariana Eunos）说，接下来希

新订单和工厂产出上升

8月制造业萎缩但比上两月稍好
新加坡采购与物流管理学院昨天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
我国8月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9.9点，高
于7月份的49.8点和6月份的49.6点。
李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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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制造业连续四个月萎
缩，但在新订单和工厂产出上升
的推动下，8月份整体制造业的萎
缩情况比6月和7月稍好。
新加坡采购与物流管理学院
（SIPMM）昨天晚上发布的数据
显示，我国8月份的制造业采购经

理指数（PMI）为49.9点。
这高于7月份的49.8点和6月
份的49.6点。PMI在6月份跌至
2016年11月以来的最低点。
PMI是衡量制造业未来表现
的指标，指数高于50显示制造业
处于扩张，低于50是萎缩。
报告指出，PMI微涨的原因
除了新订单和工厂产出稍微增加

之外，库存减少的速度有所放缓
也是其一。

8月新出口指数萎缩
可是新出口指数却在8月份萎
缩，这是自2016年8月以来首次出
现萎缩，当时的指数为49.3。进
口、投入价格、完成品和供应商
送货指数扩张的速度也都放缓。
积压的订单连续11个月萎缩，就
业指数连续三个月萎缩。
电子业指数在8月份达到
49.4，比前一个月高出0.1。该领
域已是连续第十个月萎缩。新订

单、库存和就业萎缩的速度都放
缓，稍微提振电子业的表现。
但电子业产出连续九个月萎
缩，而且速度稍有加快。新出口
指数为49.2，是该指数自今年1月
萎缩以来的最低点。
马来亚银行金英证券经济师
蔡学敏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
指出，8月的数据显示，制造业低
迷的情况可能快结束。
他说：“下一轮美国对中国
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措施于12月1日
启动，在这之前所预先下的大量
订单将为本地制造业带来喘息的

分析师：

海指成份股组成有变
王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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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入9月的第一周，又快到
海峡时报指数季度检讨结果揭晓
的时候，鉴于过去半年来局势
的跌宕起伏、风风雨雨，市场上
周已开始谈论预测这轮变动。分
析师基本上认为，和记港口信
托（HPHT）将出局，取而代之
的将是丰树商业信托（Mapletree
Commercial Trust）。这些变化，
对有关股票的价格将有一定的影
响。
海峡时报指数共有30只成
份股，在检讨有效期（本季为
8月26日）前四周里，现有成
份股的市值若跌出40强以外，
将在该季的检讨从海指撤除，
由后备名单上的股票取代。另
一方面，非成份股的市值必须
高过第20强，才能获选进入海
指，取代现有市值最低的海指
成份股。受考虑的股票，自由
流通率必须超过15％，而且至
少10个月的日交易量中位数占
自由流通股票的20.10％。

海指后备名单中
丰树商业信托市值最高
对此课题发布了最详细报告
的，相信是大华继显。它预期海
峡时报指数的这一轮变化，也就
是上述两大变化。原因是，和
记港口信托过去三个月市值大跌
31.7％，不只在海指成份股当中
垫底，其实在流动性符合海指要
求的股票当中，市值跌出前40强
以外，这是决定去留的门槛。事
实上，和记港口信托的市值上周
已跌至第50位。
大华继显指出，在海指后

海指一席之位的得失

丰树商业信托

其他可能的
新成份股：

新达信托
可能出局的股票

和记港口信托

关税措施主要打击消费产品，包
括智能手表、平面电视机和鞋子
等。下一轮针对1800亿美元（2506
亿新元）中国商品的15％关税措
施，也会在12月中展开。”
她还说，假设中美贸易纠纷
没有恶化，新加坡制造业产值可
能会在第三季同比萎缩2.1％。这
意味着，新加坡经济可能暂时躲
过技术性衰退。
日本经济新闻（Nikkei）与
金融信息公司IHS Markit也在周二
发表报告指出，我国制造业在8月
份大幅萎缩，采购经理指数从7
月份的51猛跌至42.9，与6月份相
同，是本地制造业在这项调查中
历来的最低点。
亚细安整体采购经理指数在
8月进一步萎缩至48.9，显示亚细
安制造业每况愈下，恶化速度是
自2015年底以来最快的。原因是
新业务增长稍微放缓，产出也连
续两个月下滑。

吉宝岸外与海事
料如期交付双燃料添油船

和记港口信托料出局

可能的新成份股

机会。这一轮关税措施以电子消
费品为主，包括手提电脑和智能
手机。”
他还说，如果美国消费者在
圣诞节后因为电子产品价格升
高，而削减开销，可能导致本地
科技出口订单的数量在今年底或
明年初减少。
华侨银行经济师林秀心则持
较谨慎的态度。她认为，除非在
美国华盛顿举行的中美贸易谈判
如期举行，否则制造业在近期至
圣诞节之间复苏的概率很低。
“美国在9月实施的最新一轮

望开拓其他族群的婚礼市场，让
公司业务更加多元化。
除了本地品牌，今年也有国
际品牌获奖。主办单位首次增设
全球品牌奖项（Global Brands），
让在新加坡落户超过五年的国外
品牌参加，以奖励它们在新加坡
推广其品牌故事的努力及贡献。
获奖的是鑫丰集团（Kingsford
Group）和中冶新加坡（MCC
Singapore）。
鑫丰地产创办人兼董事长崔
正锋说，获奖不但肯定了集团过
往的业务表现，“也给了我们一
个向前迈进的动力，特别是对于
把业务扩展到海外市场。”
他同时说：“身为第一届的
全球品牌奖得主之一，我们希望
能够激发更多本地企业把业务推
广到世界各地，并且巩固新加坡
为全球主要商业枢纽之一的地
位。”
中冶新加坡首席执行长谭志
勇说，集团落户新加坡已有20多
年。金字品牌奖首次开放外国企
业参加，集团决定积极争取这个
奖项。他认为，获奖对于集团进
一步开拓区域市场将更有帮助，
“我们也希望联合更多本地企业
一同走出去，到第三方市场开拓
我们的业务。”

丰树物流信托

吉宝岸外与海事（Keppel
Offshore & Marine）通过全资子
公司吉宝南通预计能按时完成并
交付新加坡首艘双燃料添油船
（dual-fuel bunker tanker）。这
艘燃油添油船将由Sinanju Tankers
持有及运作，在新加坡港口范围
内，为远洋船舰提供船用燃料。
吉宝企业昨天的文告说，这
艘7990载重吨位（DWT）的添油
船，是Sinanju旗下的第一艘双燃
料添油船。它依据必维国际检验
集团（Bureau Veritas）的要求建

造，长103米，宽19米，并且配
有55立方公尺的液化天然气储气
罐，可通过甲板上的燃气供应系
统为引擎提供燃气。该船只还设
有管道和油箱，能同时运载多种
级别的船用燃料货物。
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局
长柯丽芬说：“这是新加坡第一
艘使用液化天然气的燃油添油
船，这也显示出新加坡对于成为
液化天然气添加中心的重视，尤
其是在该领域正加速采用液化天
然气为船用燃料的时候。”

星展将为零售客户
提供智能投资服务
早报制图／李太里

备名单中，丰树商业信托的市
值最高，过去三个月市值增加
4.7％，居第22强，有望取代和
记港口信托，获选成为海指成份
股。
除了和记港口信托，其他
成份股都在40强之内。大华继
显指出，海指成份股当中市值
第二低的报业控股（SPH），过
去三个月市值跌了15.4％，居第
36强，距离40强的门槛还远，市
值大概要再下跌14％才会跌出门
外。另一方面，在后备名单排第
二位的丰树物流信托（Mapletree
Logistics Trust），市值居第24
强，要获选入海指，它市值必
须大增超过47％达到20强以内。
后备名单排第三位的新达信托
（Suntec REIT），市值居第25
新加坡报业控股有限公司出版与承印

强，贴近在后备名单排第二位的
丰树物流信托。
星展集团研究昨日的报告指
出，海峡时报指数成份股的季度
检讨结果料将在9月的第一周公
布。它也认为，和记港口信托最
可能被踢出海指，而取而代之的
则可能是丰树商业信托、丰树物
流信托或者新达信托。
星展表示，假设其他条件不
变，获选入指数的股票在消息公
布后股价将攀升直至生效日，甚
至在之后继续上升。反之亦然
（被踢出海指的股票，股价将下
跌）。
Tayrona金融研究部主管刘
锦树昨日接受《联合早报》访问
时说：“指数成份股的筛选是根
据条规进行的，可以算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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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像行情那样变动或要靠猜
测。”
刘锦树说：“一般上，被踢
出指数之后，股价会下跌，被加
入指数的股票，股价则会上涨。
这是因为指数挂牌基金（ETF）
必须跟踪海指，海指成份股的更
换使它们也得调整投资组合。”
不过，他提醒说：“不见得
股价的波动会很大。因为ETF会
先跟其他机构谈商交易，以免造
成股价大波动。除非真的是没人
要的股票，不过，即便被踢出海
指，通常也不会是那么糟糕的股
票。此外，如果市场上卖空太
多，也可能反弹，有一定的风
险在。市场是很发达的，有很多
方法可以做，不一定卖空就会赚
钱，会有一定的风险。”

星展集团将在2019年第三季
末，为所有的零售客户提供智能
投资服务，以最低1000元投资亚
洲挂牌基金（ETF）投资组合。
星展集团前天宣布将推出
这个数码平台智能投资组合
（digiPortfolio）。
因该组合中的挂牌基金皆在
新加坡交易所上市，且都属于“普
通投资产品”（EIP），毫无投资经
验的客户也可以通过星展购买。
除了亚洲主 题，零售客户在
通过客户账户审核后，还可以最低
1000美元（约1390新元）选择在英
国交易所上市、属于“特定投资产
品”挂牌基金的环球投资组合。
无论是以亚洲或环球为主，
各有依据风险程度再细分的三个
组合，每组约有四至七个挂牌基
金，资产类别则涵盖股票、债券
与现金。

发行部读者服务电话：6388-3838

属于发行销量审计局成员

这项投资结合了全权委托投
资组合管理（discretionary portfolio
management）的专业知识，以及
人工智能投资科技的效率。每年
征收0.75％的管理费，无需支付
前端费也没有锁定期。
根据“财务规划计划”
（NAV-Your Financial GPS）过
去一年来的数据，星展银行新加
坡消费银行部主管苏孝进指出：
“在140万个积极用户中，迄今
41%已达成储蓄等财务目标，但
仍有40％的客户，或碍于惯性而
未曾做出任何投资决定。”
即便市场偶会动荡不安，星
展银行全权委托投资组合主管马
西亚诺（Christophe Marciano）以新
元的环球投资组合为例指出：
“就
今年上半年而言，从相对较低至较
高风险的三个组合，取得的回报率
分别是7.4％、10.4％和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