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外公告
梁華任是廣州市越秀區德政北禺東

一路一號的權屬人，梁華任與伍寶璋於
1945年結婚，婚後育有一子伍大惠，伍
寶璋與方秀蓮於 1927 年結婚，婚後生
育了伍素琴、伍素玲二女。他們三人並
無收養任何子女，亦無其他婚生非婚生
子女、繼子女。梁華任和伍寶璋先後於
2003 年、2008 年死亡，方秀蓮於 2011
年死亡。現伍大惠、伍素琴、伍素玲要
求繼續梁華任上述遺產。

對上述事實有異議者，見報後即與
廣州公證員陳先生聯繫。

地址：廣州市倉邊路42號
電話：020-83178913

13622264156

檔號：HAD N TT 19/10/10/2011

北區民政事務處公告
申請繼承物業事宜

深圳向西村的張濤先生、張重慶先生、張國榮
先生、張伯華先生、張仲華先生及張國華先生向本
處報稱，張平先生已於1969年6月20日去世，其遺
下的物業應歸他們管理及繼承（繼承人與死者是父
與子／祖父與孫關係）。任何人士如認為不合理而
反對這項申請，必須在本公告的日期起計30日內向
本處提出。本處地址是香港新界粉嶺璧峰路3號北
區政府合署4樓401室北區民政事務處。

該些物業詳情載於北區地政處糧冊第 75 卷第
94頁。詳情開列如下：

第 84 約第 1119、1122、1124、1127、1129、
1134、1137及1144號地段

（死者佔全部業權）
如有查詢，請致電 2675 1582 與本處祖堂事務

組聯絡。

北區民政事務專員
2012年3月12日

證券簡稱：深國商、深國商B 公告編號：2012-11
證券代碼：000056、200056

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增持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準
確、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我司於 2012 年 3 月 12 日收到公司董事長鄭康豪先生的通
知，鄭康豪先生及其控股的深圳市皇庭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於
2012年3月5日—3月8日通過深圳證券交易所證券交易系統增
持了本公司部分股份，現將有關情況公告如下：

1、增持人：公司董事長鄭康豪先生、深圳市皇庭投資管
理有限公司

2、增持目的與計劃：看好深國商發展前景
3、本次增持股份數量和比例：
鄭康豪先生及其控股的深圳市皇庭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於

2012年3月5日至2012年3月8日通過深圳證券交易所交易系
統增持本公司股份3,021,758股，佔公司總股本的1.37%。

本次增持後，鄭康豪先生和其控股的深圳市皇庭投資管理
有限公司、百利亞太投資有限公司合計持有本公司股份
35,942,405股，佔公司總股本的16.27%。

4、增持人鄭康豪先生及其控股的深圳市皇庭投資管理有
限公司承諾在未來12個月內不減持本次增持的深國商股份。

特此公告。

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12年3月13日

廣州市番禺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12）穗番法民三初字第72號
陳國榮：

本院受理原告韓永翔訴你房屋買賣合
同糾紛一案，現依法向你公告送達起訴狀
副本、應訴通知書、舉證通知書及開庭傳
票。原告起訴要求將位於廣州市番禺區大
石鎮南浦麗江花園麗茹樓 1 座 708 房的房
產土地使用證過戶到原告名下。自本公告
發出之日經過六個月即視為送達。提出答
辯狀的期限為公告送達期滿後的三十日。
逾期依法判決。本案定於2012 年10月12
日上午 09 時 20 分在廣州市番禺區人民法
院大石人民法庭公開開庭進行審理。

廣州市番禺區人民法院

海通捲土重來擬籌117億
力量礦業今招股3050元入場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三日 星期二B2經濟責任編輯：譚澤滔

有線寬頻蝕1.8億股價瀉10%

內蒙古鄂爾多斯市大飯鋪煤礦開發商力
量礦業能源（01277）將於今日至16日（本
周五）正午招股，招股價每股介乎1.26至
1.51元，每手2000股，入場費3050.44元
，獨家保薦人為滙豐。另外，內地金融業充
足資本需求殷切，市傳來自上海的海通證券
和上海銀行，短期內登陸港股，集資額或都
達逾百億元。

本報記者

香港營商環境一直獲
得國際社會肯定，除港府
政策得宜，本地商會也擔
當諮詢角色，就着不同政

策提出意見。國際商會香港區會主席李澤培表示，
該商會主要集中於香港營商環境的議題，如香港與
外地的雙重課稅問題；同時間，他們亦會向香港商
界闡述國際最新營商規例。

國際商會成立於1919年，享有聯合國及其特定
機構的顧問地位；而香港區會則於1998年成立，旨
在為香港商界在國際社會上謀求利益。李澤培表示
，該會在香港是少數專注把香港經貿利益帶到國際
社會層面的商會，關注一些影響外來投資的政策，
以確保香港擁有良好營商環境。例如香港與其他地
區間的雙重課稅安排，國際商會香港區會便關注到
香港與其他地區／國家在交換資訊時，防止稅務部
門任意搜取公司資料，並提出修訂建議。而在港府
草擬中的競爭法，該商會亦向當局反映意見。

除此之外，國際商會香港區會亦扮演橋樑角色
，把香港的經驗帶到國際商界，同時間也把國際營
商守則帶回香港。李澤培稱，港府多年前曾有意推
出銷售稅，當時社會及商界都提出方方面面的意見
；及後，該商會便應個別地區區會要求，把相關資
料分享予這些分會，借鏡香港經驗。

另方面，國際商會早年制訂銀行制單文件守則
，香港區會便通過開辦培訓班，向本地銀行從業員

介紹新制單文件守則。此外，香港區會成功爭取國
際商會支持，在香港成立 「國際商會國際仲裁院」
，而在港府修訂仲裁法例時，香港區會亦有提供意
見。

香港在去年獲國際商會推薦為全球最開放市場
。李澤培稱，香港若要進一步增強開放程度，必須
防止同業設置阻礙，影響公平競爭，並且也要維持
良好經濟增長動力，例如促進旅遊業、服務業出口
，甚至檢討貧富懸殊問題，讓窮人有錢購物消費，
提高貿易行業的進口份額。

充當香港國際商界橋樑
──訪國際商會香港區會主席李澤培

本報記者 劉鑛豪

專訪

引援路透社消息，中石化（00386）擬於近期在上
交所發行200億元人民幣公司債，債券期限分為5年及
10 年期兩種。據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本期債券最快於
本周或下周發行。中石化昨日跌0.44%，收報8.96港元
。中石化尚未對此置評。

據悉，本期債券主承銷商為中金公司，發行方式為
簿記發行，由中石化母公司中石化集團提供擔保，該債
項評級為 AAA。對此，北京某券商債券承銷人士認為
，目前整個市場流動性還算可以，像中石化這樣 AAA
評級的債券估計券商、基金及上市銀行的資金都會表示
出興趣。

中石化擬發200億人債

中國宏橋（01378）行政總裁兼執行
董事張波昨表示，公司預期今年的資本
開支至少為70億元人民幣，主要用作建
設電廠及氧化鋁廠。

張波稱，目前的派息率為 30%，未
來希望會維持穩定的派息政策。受業績
拉動，公司昨天股價大升10.038%至5.81
元。

宏橋稱，2011 年內，儘管市場受外
圍因素影響，例如歐洲經濟局勢不穩定
而影響鋁價波動，卻無礙集團針對內需
市場的業務策略。

張波指，中國建築行業可逐步帶動
國內鋁的需求，預期今年鋁價將每噸可
介乎1.6萬至1.8萬元人民幣。

雖然去年毛利率下跌 3.3%至 34.6%
，但張波強調，仍屬於行業較高水平。
他相信未來公司毛利率會穩定，不會有
太大波動。

宏橋目前鋁產品的總設計年產能已
提升至 177.6 萬噸，截至去年 12 月底止
，其中156.6萬噸生產設施已經投產，其
餘新產能將於今年全面投產。在自備電
廠方面，宏橋目前擁有裝機容量為1740
兆瓦的發電機組，預計到今年底將有裝
機容量為 990 兆瓦的新發電機組建設完
成。

美銀美林發表報告表示，由於中國
宏橋派息比率 25%屬吸引水平，派息回
報率亦達 6%，優於同業中鋁（02600）
，所以微升該公司盈測及目標價至 8.6
元。

該行稱，中國宏橋生產成本較低、
資產負債表強勁、擴產能力較高及估值
便宜，重申 「買入」評級，料本年於鋁
及能源方面將再度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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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有線寬頻（01097）全年業績虧損收窄，股東
應佔虧損降至1.8億元，惟受制於客戶增幅放緩，以及
寬頻上網用戶銳減，集團去年下半年虧損進一步擴大
，管理層直言，收費電視行業已趨飽和，拖慢集團扭
虧的步伐。

業績表現令人失望，拖累有線寬頻股價應聲急挫

逾一成，尾市低見 0.44 元，收市報 0.45 元，跌幅達
10%。

管理層表示，市場競爭壓力難以紓緩，營運成本
將持續高企，面對收費電視市場日趨飽和，預料收費
電視訂戶亦難以維持顯著增長，同時本港今年內可能
出現 3 家新的免費電視頻道，難免推高節目採購費用

及製作用本，故直言不宜對2012年前
景過於樂觀。

2011年有線寬頻營業額錄得21.1
億元，按年增長5.4%，惟下半年營業
額增長顯著放緩至不足 2%。全年除
息 、 稅 、 折 舊 及 攤 銷 前 盈 利
（EBITDA）達 7840 萬元，按年急增
15 倍。不過集團下半年虧損擴大至

1.25億元，明顯較上半年虧損5475萬元為多。每股基
本虧損8.9仙，董事會建議不派末期息。

受惠廣告收入增加，去年電視業務扭虧為盈，
EBITDA 錄得約 6880 萬元，客戶數增加 5000 戶至
110.6萬戶，刺激營業額上升12%至17.4億元。

互聯網及多媒體業務方面，營業額急跌 21%至約
3.4億元，寬頻上網客戶數大幅減少9000戶，餘下21.8
萬戶。整體 EBITDA 下跌 31%至 1.27 億元，其中，集
團去年 9 月接管有線寬頻電訊（iTL），EBITDA 佔
1400萬元。截至去年底止4個月，電話客戶減少6000
戶至14.9萬戶。

期末，有線寬頻擁現金淨額3.38億元，管理層認
為足夠未來資本開支及開展新業務，包括推出增值服
務及提升網絡設備，以鞏固及擴大市場份額。

勝利管道（01080）昨公布，截至去年12月底止年
度業績，錄得純利 9378 萬元（人民幣，下同），按年
增加 5.2%；收入則增加 61.7%至 18.22 億元，每股盈利
3.77分，派末期息0.94分。該公司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張必壯表示，若不計海外項目，今年資本開支達2.3億
元，集團派息比率將維持於25%。公司昨天收報1.12元
，下跌2.609%。

勝利管道去年毛利率同比下跌 5.2%至 7.9%，張必
壯指，毛利率下跌主要由於加工業務及國家工程大減所
致，而地方業務毛利率偏低，以及競爭激烈等因素均拖
累公司毛利率表現。他又表示，今年下半年隨着業務量
逐步提升，每噸利潤水平會有提升。惟今年毛利率較難
預測，要視乎加工業務及原材料成本而定。

勝利管道純利9378萬升5%

中國五大發電企業之一的大唐發電
（00991）母公司大唐集團宣布，今年 2
月份其火電經營出現重大拐點，自 2011
年1月份以來首次實現盈利。

大唐指出，其火電業務扭虧為盈，是
在電量增加、煤耗下降、電價翹尾以及燃
料成本得到控制等有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達成的；其非電產業板塊盈利能力同比也
有大幅增加。

截至 2010 年底，大唐集團擁有超過
1.06億千瓦的裝機容量，其中煤電的比重
約80.75%，合計超過8551萬千瓦。

大唐母公司火電業務扭虧

簡訊

據路透社旗下IFR報道，曾於去年擱置上市的海
通證券（06837），擬 4 月捲土重來，集資 15 億美元
（約 117 億港元）。市傳其將於本周四闖關，尋求港
交所（00388）上市聆訊。若通過聆訊，則擬於下周一
（3月19日）開始推介。

海通證券去年底上市時，擬發行12.294億股H股
，招股價介乎 9.38 至 10.58 元，相當於 2012 年市帳率
（PB）1.17至1.32倍，集資115.3至130億元。聯席全
球協調人為花旗、瑞信、德銀、摩根大通和海通國際
，聯席主承銷商尚有滙豐、渣打、瑞銀和野村。

內地金融股陸續有來，除海通證券外，據本地傳
媒引述消息人士指，上海銀行已暫時擱置在滬上市計
劃，卻出乎意料地表示，希望A股上市前，先行來港
掛牌。該行已申請在滬A股上市，擬發行最多12億股
A 股，集資約 150 億元人民幣。該行去年上半年賺 28
億元人民幣，按年增長 10.1%。滙豐控股（00005）持
有其8%股權。

力量煤礦料6月運作
力量礦業能源今起招股，集資規模介乎11.718 至

14.043億元，引入三一國際（00631）為基礎投資者，
認購 2.23 億元股份，有 6 個月禁售期。集資所得約
35%用於開發煤礦及相關設施、洗煤廠、裝載站及配
套鐵路支線；約 30%用於償還部分銀行貸款；約 25%
用於物色新收購目標及收購煤炭儲量；其餘作一般營
運資金。

該公司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王長春表示，煤礦於

今年初開始試產，預計 6 月商業運作，有信心今年產
能達240萬公噸，明年翻倍至500萬公噸。他續稱，中
國政府臨時限價令規定，今年初開始，中國每公斤
5500 千卡動力煤離岸價基準不得超過每公噸 800 元人
民幣，而公司大飯鋪煤礦每公斤熱量接近6500千卡，
故商業運作後售價料可達每公噸 900 元。招股書又披
露，大飯鋪煤礦現時每噸煤開採、洗煤和運輸成本分
別約為101.79元人民幣、12.91元人民幣和139.00元人
民幣。預期今明兩年該煤礦相關的總資本開支分別為
5.73億元人民幣和0.7億元人民幣。

創興擬3月赴港上市
另外，該公司主席兼執行董事張力及准格爾旗富

量礦業簽訂了一份購買選擇權協議，據此，力量礦業
有權購買貴州富量礦業 85%股權。貴州富量正透過旗
下子公司，申請楊梅龍泰煤礦的採礦權，料其無煙煤
煤礦年產能為 60 萬公噸。張力亦是富力地產（02777
）的大股東兼聯席主席。

另外，市場消息指出，新加坡精密工程解決方案
供應商創興集團，擬 3 月赴港上市，獨家保薦人為國
泰君安。據網上資料顯示，該公司服務的行業包括半
導體與電子工業、石油與氣體工業、航空及航天工業
及汽車工業等。

■中航運盈利倒退28%

■國航舊飛機撥備16億
中國國航（00753）宣布，公司於 2010 年度對 49

架老舊飛機進行了資產減值準備，截止去年末，上述
飛機中仍有33架尚未處置，該批飛機預計比原預期價
格又有所下降。該集團董事會於昨日通過，公司於去
年度就意向出售飛機及相關資產計提減值準備13.73億
元（人民幣，下同），去年合併層面共計減值準備
16.89億元。該股昨日升0.35%，收報5.68港元。

中外運航運（00368）公布截至去年12月底止全年
業績，盈利倒退 28.1%至 9172 萬美元；錄得經營溢利
7160 萬美元，同比減少 38.5%；實現每股盈利 2.3 美仙
，派末期息4港仙。該公司認為，在新增運力不斷增加以
及海運量增長放緩的雙重壓力下，預計今年航運市場
仍將在低位調整。該股昨日跌1.96%，收報2.00港元。

■鱷魚恤收購永泰中心12樓

中廣核礦業（01164）發出盈警，預計去年溢利將
同比大幅減少，主要原因是商譽及存貨減值、員工補償
、本公司附屬公司之物業、廠房及設備因整合生產線而
錄得減值虧損。另外，由於自去年6月以來， 「樂力複
合氨基酸螯合鈣膠囊食品」銷情大減，並該集團取得之
食品衛生許可證已於去年11月25日到期，基於有關食
品衛生之相關規則及規例有所修改，故無法重續樂力食
品之食品衛生許可證，該集團已停止樂力食品的生產。
此外，其母公司中國鈾業發展有限公司擬向銀建國際
（00171）發行本金額為7.76億港元的可交換債券，交
換價為每股1.2港元，倘若全面行使交換權，中國鈾業
所持中廣核礦業 16.7 億股股份中最多 6.47 億股股份將
被轉讓予銀建，持股量則由50.11%降至30.71%。

■中廣核礦業溢利減發盈警

鱷魚恤（00122）宣布，斥資4350萬元收購九龍興
業街永泰中心（前座）12 樓物業，總建築面積約 1.68
萬平方呎。鱷魚恤將持有該物業作可供出租用途，或為
配合預期會擴張之成衣業務作自用。

■峻凌溢利8478萬美元增7%
峻凌國際（01997）公布2011年全年業績，期內收

入14.76億美元，上升29%，淨溢利8478萬美元，增長
7.9%，每股盈利0.0416美元，建議派末期股息0.07港元
，與2010年相同。毛利率由9.9%下跌至8.3%。毛利率
下跌，主要工資成本增加，而新開發產品在推出初期之
製造成本較高。

■合景預售收近6億升48%
合景泰富（01813）宣布，2 月份預售收入為 5.98

億元人民幣，按月增長48%，預售建築面積約為4.95萬
平方米。綜觀全國布局貢獻，廣州佔36%，蘇州24%，
上海 16%，成都 13%，北京以及天津 11%。3 月份，集
團期望推售位於上海的兩個新項目，分別是上海嘉譽灣
及上海峰匯。

■華能發電機組通過試運行
華能國際電力（00902）公告，公司旗下河南華能

沁北電廠三期工程一台 1000 兆瓦超超臨界燃煤發電機
組（5號機組）於近日通過了試運行。至此，該公司可
控發電裝機容量由5.9萬兆瓦增至6.01萬兆瓦；權益發
電裝機容量由 5.42 萬兆瓦增至 5.48 萬兆瓦。該股昨日
跌1.63%，收報4.82元。

■太保上月保費收入增近4%
中國太保（02601）公布，旗下中國太平洋人壽保

險首兩個月收入220億元（人民幣，下同），按年微增
1億元或0.46%；參考1月份數字，人保業務2月份收入
為 98 億元，按月減少 19%，按年減少 3.9%。中國太平
洋財產保險首兩個月收入 110 億元，按年 11%；參考 1
月份數字，財險業務 2 月份收入約 42 億元，按月減少
38%，按年增加31%。該兩附屬2月累計原保險業務收
入330億元，按年上升3.77%。

▲李澤培表示，國際商會香港區會旨在為香港商
界在國際社會上謀求利益 本報攝

◀王長春表示，煤
礦於今年初開始試
產，預計 6月商業
運作 本報攝

▼上海銀行已暫時
擱置在滬上市計劃
，卻希望先行來港
掛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