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請酒牌啟事
香港燒味餐廳

現特通告：李雪媚其地址為香港鰂魚
涌海光街海光苑2座8樓B室，現向酒
牌局申領位於香港北角馬寶道 41-47
號華寶商業大廈地下1號，2號及3號
舖香港燒味餐廳的酒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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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交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225 號駱
克道市政大廈8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2年2月13日

股票簡稱：SST天海、ST天海B 股票代碼：600751、900938 編號：臨2012-007

天津市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決議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不存在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
對其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重要內容提示：
●本次會議不存在否決或修改提案的情況
●本次會議不存在召開前補充提案的情況
一、會議召開和出席情況
本公司201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於2012年2月10日上午10時在公司會議室召開。出席

本次會議的股東及股東授權委託代表人數共計4人，代表股份149,158,643股（其中B股股東代
表1名，代表股份數量1,382,600股），佔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30.28%，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規定。

本公司董事長李維艱因公務出差未能親自出席本次股東大會，以書面形式委託副董事長
申雄代為出席並主持本次會議，公司董事、監事及見證律師出席了會議。

二、提案審議情況

其中B股股東代表參與表決的股份數量為1,382,600股，全部為贊成票。
三、律師見證情況
本次股東大會由天津華盛理律師事務所張澤軍律師、胡明律師作會議見證，並出具了法

律意見書，本所律師認為：
天津市海運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東大會的召集和召開程序、召集人和出席會議人員的資

格、表決程序和表決結果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規和規範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關
規定。

本法律意見書僅用為天津市海運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見證之目的。
本所律師同意將本法律意見書作為天津市海運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的必
備公告文件隨同其他文件一併公告。

四、備查文件目錄
1. 經與會董事簽字確認的股東大會決議；
2. 法律意見書。

天津市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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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發行擬推人幣運費期貨
責任編輯：龍森娣

B2 經濟
二〇一二年二月十三日 星期一

上海浦東發展銀行航運金融部業務發
展主管陳綺透露，浦發銀行將嘗試推遠期
運費協議（FFA），可望於今年四月推出，
以人民幣為結算貨幣。浦發銀行作為有關
計劃發起，將與上海清算所、上海船舶經
紀人協會以及波羅的海航運交易所合作。

實習記者 陳晞

推動齊齊一

上

四月推出 波交所參與合作

2月13日
08317
08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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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37
08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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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4日

財華社集團
惟膳

比高集團
新華匯富金融

華夏醫療
智城控股

易寶
中國掌付

漢港房地產
朗力福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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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電信
泰盛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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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上市公司業績公布日期

海船舶經紀人協會一位資深成員向本報證
實，該會確實有參與有關計劃，目前正在
密鑼緊鼓籌備中。

浦發銀行將與上海清算所，上海船舶
經紀人協會以及波羅的海航運交易所聯合試推遠期運
費協議（FFA）。浦發銀行是內地唯一一家參與該協
議的銀行，亦是此計劃的發起人。

陳綺在接受倫敦 「公平雜誌」專訪時表示，早在
2009年時，浦發銀行開始啟動航運金融部門，當時整
個部門具體工作只有她一個人。 「所以我只能從銀行
其他部門借調員工用了半年，那之後才覓到了適合的
專才。航運金融部是上海2020年以前成為國際航運中
心驅動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陳綺於 1995-2008 年期間在浦發銀行任職，之後
在美國銀行工作了一段時間又返浦發工作。她說這是
因為她喜歡在航運市場中工作， 「多年來我很好地處
理客戶關係，尤其是很多經營船廠的客戶，這使我對
這個行業非常了解。」浦發銀行已全面上市，上海市
政府持有絕大多數股份。

大多數中國的銀行並不處理部門的關係管理業務
，然而，了解具體部門的知識仍非常有必要。 「上級
請我寫出大體的商業規劃。政府也要求我們彙報行業
狀況以及航運業的環境。設立航運金融部是上海市發
展國際金融中心戰略意圖的一部分，我們部門為我們
的客戶關係經理提供了專業的支持。」

為大船廠併購準備資金
陳綺的部門主要處理航運及航空業務。每當客戶

關係經理看到新商機出現時，就是她的團隊發揮作用
的時候。 「我們向客戶確定該筆交易，得到批准後規
劃貸款。市場現狀比較混亂，但中國的一線船廠尚存
有充裕的資金，所以現在是它們吞併小船廠的好時機
，尤其是那些擁有不錯的地理位置和優良裝備的小船
廠。之前，買家的首期付款額充分滿足大船廠需要的
時候，它們不需要銀行的有力支持；現在現金緊縮加
上人民幣升值，我們則有更多機會與這些一流船公司
做生意。」

一流的船廠中不乏看中一些小船廠，這尤其需要
仔細檢查，譬如它們是否能夠按時交付款項。 「事實

上，小船廠在市場低迷時期會受到更多的打擊，」她
指出， 「有些省份甚至將一些業績不佳的船廠推向破
產的邊緣，要求重組。政府非常希望各船公司之間減
少技術差距。」

「低成本勞動力正在不斷減少，然而散貨船佔了
中國造船企業手持訂單的 70%。」雖然海外訂單的比
例分布也類似如此，但是與中國不同的是，這些訂單
多是國內買家訂購。她解釋道， 「假如國有船公司中
國海運或是中遠集運收購另兩家國有大企業中國船舶
工業集團（CSSC）和中國船舶重工集團（CSIC）的
其中一個，是可以得到退稅的。但是其他國內船公司
就無法擁有此優惠。這就是為什麼它們專門成立了一
個境外機構來做買賣交易的原因。」

航運業五年內料再興盛
她期盼着中國的航運業在未來五年之內能重振旗

鼓， 「希望中國的銀行到那時可以真正發揮國際角色
」。浦發銀行的長期目標是外國客戶佔其業務比例能
相對固定，譬如佔 30%。 「浦發銀行業績良好。現在
我們正與外國銀行就外國船公司的客戶融資交換意見
，尤其是高風險的交船前融資。」

中國的銀行在應對航運周期起伏時仍經驗有限。

「我們目前最關心的問題就是，如何獲得有效的經驗
，如何以長遠的眼光監管航運業融資，如何在第三方
違約的情況下組織及安排船隻銷售，以及如何在市場
低迷的環境下進行資源重組等等。我們希望通過與歐
洲船舶銀行之間的合作來增強此種經驗。」她說。

浦發銀行去年成立了香港辦事處，之後或可能在
歐洲設立代表處。

做好準備走出行業低谷
儘管航運業愁雲慘淡，陳綺以及她的團隊仍對未

來充滿期望。 「我個人擔心的是，我們的風險管理委
員會會認為這個行業風險太大，因為單看過去幾年行
業的走勢確實會讓人有此憂慮。但我的工作就是要讓
大家相信這個行業經過一個低迷周期之後，將會有利
可圖。」 「大約十年前，我就曾說服我們的風險管理
經理投資巨額在一家新的船廠──上海外高橋造船廠
。我每周都會去船廠查看其建設進度，直到看到它發
展成了中國第一大船廠。那時我就對中國造船業充滿
信心，至今仍矢志不渝。」陳綺已做好準備與這個行
業一起走出周期低谷，她最後說道： 「中國的銀行在
國際航運金融業仍有待汲取知識，積累經驗，我們也
將隨之一併成長。」

【實習記者陳美卿報道】隨着2月14日情人節臨
近，南美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的埃爾多拉多機場，鮮
花空運出口量激增。這幾日，每日都有約20個航班滿
載出口的玫瑰花飛離出境。

如往年一樣，今年情人節前夕，哥倫比亞鮮花的
出口增加，短短不到兩周的花卉出口量，可佔到哥倫
比亞全年鮮花出口總量的 12%，其中，美國是最主要
的出口目的地。受惠於國家10億美元革新工程，南美
洲最繁忙的貨運機場埃爾多拉多機場的運輸能力翻了
一番，所以即使面臨即將到來的貨運量激增，機場都
可輕鬆應對。

哥倫比亞最大航空集團Avianca Taca去年將機隊
擴大一倍，買入4架空巴貨機，用以擴張集團貨運業
務。集團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Fabio Villegas 說，公司
目前佔據哥國向美國航空出口總量的35%，而新購入
的空巴飛機將有助公司維持甚至超越這一水平。其中
，鮮花出口量佔到哥倫比亞向美國航空出口總量的
70%左右。

OTCA SAS 是負責埃爾多拉多機場新貨站管理
的承包商，公司經理薩格嘉說： 「等到6月份兩個新
的貨運站建成後，機場今年的貨量將會增長20%。」

哥倫比亞花卉出口商協會負責人索拉諾表示：
「哥倫比亞去年的花卉出口同2010年持平，而隨着美

國經濟復蘇走強，今年花卉出口會增長。機場運力增

強，已經讓各家航空公司受惠。」

南航日送鮮花30噸
臨近情人節，中國各地鮮花空運亦十分火爆。連

日來，每天30多噸鮮花搭乘南航航班從廣州運往全國
各地。同時，每天從西南地區空降廣州的鮮花也有10
多噸。

據介紹，南航航班忙着將各種各樣的鮮花從廣州
運往北京、上海、杭州等地，主要有玫瑰、月季、滿
天星、情人草、百合、康乃馨、勿忘我等，貨量比平
時暴漲了好幾倍。同時，昆明、成都、重慶等地大量
鮮花也紛紛空降羊城，特別是從昆明始發的航班，每
天有10多噸品種多樣、顏色各異的玫瑰搭乘。

據從業者介紹，受南方氣候寒冷、鮮花花期推遲
等因素影響，包括紅、白玫瑰等在內的情人節專屬鮮
花價格較去年同期上漲20%-30%。以普通紅玫瑰為例
，去年情人節10元人民幣一枝，今年估計最高要漲到
15元一枝。不過今年情人節避開了春節休假期，而且
恰好趕在各大高校開學季之後，讓不少商家對今年的
鮮花銷量抱有信心。

港龍航空昨日首次在台灣招募空服員，預
計錄取 50 人，吸引約 3000 人報名，經初步審
核約1500人符合資格，將於13日到15日在台
北舉行初試。

招募空服的學歷條件雖只要求高中畢業，
卻需中英文流利，這次是第1次在台灣辦理招
募；港龍統計，約 3000 人報名，但符合資格
者約1500人，分批在13日到15日，台北舉行
第1階段初試，通過者可再參加覆試。

除了港龍航空外，新加坡航空今年在台灣
也有招募空服員活動，初試時間預定在3月中
旬；而長榮航空最近也剛公布招募空服員，報
名時間到3月12日。

麗星郵輪邀請了100名來自貧困山區的少
數民族朋友登上 「寶瓶星」號參觀體驗海上郵
輪生活。

「寶瓶星」號自去年 11 月成功進駐三亞
運營母港航次以來，受到海南和三亞各界人士
的支持和協助。作為一個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
公民，本着回饋當地的原則，麗星郵輪邀請來
自貧困山區的黎苗同胞登上 「寶瓶星」號，參
觀郵輪並享用新春晚宴，共同慶祝新春佳節，
讓他們有機會感受到海南和三亞作為國際旅遊
島的最新成果，促進社會和諧發展。哥倫比亞鮮花出口激增

麗星邀百黎苗同胞登船

港龍台招空服員
3千人搶50位置

據兩位知情人士昨日透露，空巴母公司歐
洲航空防務及航天公司（EADS）計劃將總部從
巴黎及德國慕尼黑搬至法國圖盧茲空巴總部所
在地，但獨立運作。消息人士表示， 「EADS
行政總裁恩德斯本周在西班牙馬德里，向公司
200名高層行政人員說明這項搬遷計劃。」事
實上，該計劃尚未對外公開。

據 「南德意志報」報道， 「目前，該公司
尚未確定會受此次搬遷影響。」但有人預計，
將有數以百計的員工受此事影響。

空巴母公司總部遷法國

▲ 100名貧困山區的少數民族朋友登上麗
星郵輪參觀，並享用新春晚宴，共同慶祝
新春佳節，體驗海上郵輪生活

▲哥倫比亞精品花卉公司的工人們忙碌地打包鮮
花，準備空運出口至美國，每年情人節前夕的花
卉出口量都會大增 彭博社

▲新加坡周二舉行航空展，一架波音
「夢幻」 787客機昨日到埗，成為矚目焦

點 法新社

受去年 10 月發生的中國船員遇
襲事件影響而一度蒙上陰霾的瀾滄江
─湄公河國際航運，目前已恢復至正

常水準。
來自瀾滄江海事局的統計數據表

明，2012年1月瀾滄江─湄公河國際
航運貨運量達 1.92 萬噸，與
2011年1月的貨運量相當。

2 月，瀾滄江雲南西雙版
納關累港依然繁忙。金水物流
有限責任公司的一艘貨船滿載
貨物已經出發。公司副總經理

黃偉說，目前正值枯水季節，公司的
果蔬等鮮貨主要走昆明至曼谷國際公
路運到泰國，但對保鮮要求不高的乾
貨還是走瀾滄江─湄公河。

「一噸貨物走湄公河的運輸成本
200多元，還是比較划算。過了枯水
季節，我們運到泰國的鮮貨還要走湄
公河。」黃偉說。 「瀾滄江─湄公河
國際航運市場需求越來越大。中國、
老撾、緬甸、泰國湄公河聯合巡邏執
法正式啟動後，國際航運的貨運量穩
步回升，現已恢復至正常水準。」瀾
滄江海事局總工程師陳輝說。

瀾滄江湄公河航運恢復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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