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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鳳祥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相關媒體報道的說明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
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近日，《中國財經網》《證券日報》《青年報》等媒體刊載了題為《老鳳祥多地爆
出 「質量門」，珠寶首飾行業以次充好成 「潛規則」？》及其他相關報道。對此，公司
高度重視，責成控股子公司上海老鳳祥有限公司立即啟動核查程序，詳細調查發生在山
西、陝西等地的 「老鳳祥」產品質量問題，積極回應質量監管部門、消費者及媒體的關
注。

現就有關情況說明如下：
1、3 月 15 日，陝西省質量技術監督局通報珠寶及貴金屬產品的質量監督抽查結果

。老鳳祥陝西專賣經銷商——陝西群鑫金銀珠寶首飾有限公司第一批抽檢的 10 餘件產
品，其中有一件銀耳釘成色未達標，老鳳祥方面已提出覆檢申請。另外，經陝西省質
檢局委託的陝西省產品質量監督檢驗所複查，同批次產品全部合格（檢驗報告序號為
No:ZB2012 0233J/No:ZB2012 0234J）。

2、3月20日，山西省質量技術監督局公布的去年第四季度產品質量監督抽查結果，
其中老鳳祥旗下的新絳縣老鳳祥銀樓被抽查的千足金吊墜，在所檢測的四個項目中產品
純度、質量、印記均合格，其中一項標籤定名錯誤。經查，該抽查產品本身所打印記為
足金，產品成色和質量達標，為合格產品。但在標籤生成過程中，因操作人員標籤打錯
，誤將該足金吊墜在標籤上標識為千足金，這反映出老鳳祥旗下個別連鎖店在操作程序
及管理上存在的缺陷，應當引以為誡。在連鎖業擴張的同時，必須加強對連鎖店的內部
管理。需要說明的是，在當地銷售的足金和千足金零售價格是一致的，所以本意上不存
在主觀故意之嫌疑。

3、作為一家具有 160 多年歷史的民族品牌生產企業，老鳳祥歡迎社會相關部門、
消費者及媒體的指導與監督，也衷心感謝他們多年來對老鳳祥發展民族品牌所給予的
關心與支持。老鳳祥人深知：老鳳祥能夠從 2001 年 7.1 億元的銷售額發展到 2011 年的
205億元，每年幾千萬件產品，每一件產品的質量和成色，對每一個消費者來說，都應
保持百年品牌的高品質。為此，對上述發生在老鳳祥經銷商中的管理與產品上存在的問
題，老鳳祥將舉一反三，嚴格自查自糾，追究有關經銷商的責任。同時已向全國各地所
有老鳳祥產品經銷商發出緊急通知，要求開展為期一個月的品牌、質量、管理、服務等
大檢查，防範此類事件的再次發生。

4、老鳳祥始終堅持以消費者利益為重，秉承 「誠信為金」的莊嚴承諾，嚴格按照
《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國家、地方和行業的相關法律法規，確保為消
費者提供優良的產品和優質的服務，確保消費者合法權益得到尊重和保障。對產品質量
問題嚴格執行包退、包換、包修的 「三包」規定，努力通過完善的售後服務體系，永遠
保持消費者對老鳳祥產品的信賴。

5、對某些媒體有損於上市公司形象和老鳳祥品牌聲譽的失實及誇大其詞的報道，老
鳳祥將依法保留追訴權。

特此公告

老鳳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2年3月30日

華電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七屆九次董事會暨七屆四次監事會會議決議公告

華電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於2012年3月28日召開七屆九次董事會，會議通過了如下議案：
一、2011年度董事會工作報告
二、2011年度財務決算報告和2012年度財務預算報告
三、2011年度利潤分配預案
四、公司2011年年度報告正文和報告摘要
五、獨立董事2011年度述職報告
六、關於對華電能源工程有限公司增資的議案
七、關於公司日常關聯交易的議案
八、關於續聘會計師事務所的議案
九、關於會計師事務所進行2011年度審計工作的總結報告
十、公司2012年內控實施工作方案
十一、關於黑龍江龍電電氣有限公司處置閒置房產的議案
十二、關於召開2011年度股東大會的議案
（一）會議召開時間
2012年4月26日上午9點
（二）會議召開地點
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南崗區大成街209號公司8樓會議室
（三）會議內容
1、公司2011年度董事會工作報告
2、公司2011年度監事會工作報告
3、公司2011年度財務決算和2012年度財務預算報告
4、公司2011年度利潤分配方案
5、獨立董事2011年度述職報告
6、關於對華電能源工程有限公司增資的議案
7、關於公司日常關聯交易的議案
8、關於續聘會計師事務所的議案
9、關於黑龍江龍電電氣有限公司處置閒置房產的議案
10、關於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條款的議案（七屆六次董事會審議通過）
（四）出席會議對象
截止2012年4月18日交易結束後在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記在冊

的本公司A股股東和4月23日交易結束後登記在冊的B股股東或其授權委託人（B股股東最後
交易日為2012年4月18日）。公司的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

同日，公司召開七屆四次監事會，形成了如下決議：
一、審議通過了2011年度監事會工作報告
二、審議通過了公司2011年年度報告
三、監事會審查並通過了董事會擬提交股東年會的各項議案
公告詳見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

華電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二年三月三十日

二〇一二年三月三十日 星期五B3國際經濟責任編輯：孫紹豪

Facebook擬五月掛牌
停止二級市場交易 為IPO做準備

醞釀多時的Facebook首次公開招股事
宜，再有進一步明朗發展。據消息人士透
露，Facebook準備今年5月份IPO上市，
勢成有史以來最大宗美國科網公司上市交
易。據悉，為計算股東數量，Facebook本
周暫停公司股票在二級市場交易，顯示
Facebook的IPO準備進行得如火如荼。

本報記者 鄭芸央

太平洋投資管理（Pimco）的格羅斯表
示，聯儲局 「扭曲操作」6月到期後，其焦
點可能轉向房貸債券，目的為維持借貸成本
於低水平。格羅斯接受電視節目訪問時說：
「這將會是扭上加扭」。格羅斯管理全球最

大的債券基金。聯儲局主席伯南克本周曾說
，失業率依然過高，美國經濟復蘇情況未能
確定，決策官員為刺激經濟增長，不排除會
採取其他措施，包括額外購買債券。

聯儲局決策官員 3 月 13 日提升對經濟
的評估後，投資者對聯儲局推第三輪量化寬

鬆的期待降低。格羅斯表示，聯儲局的施政
成果具指導性，伯南克周一針對就業市場的
言論，基本上有所暗示，直到目前，美國在
降低失業有不錯表現，但未來仍然面對困難
。聯儲局去年9月宣布，以長期國債取代投
資組合內 4000 億美元短期債券。聯儲局在
兩輪的量化寬鬆行動之中，總共購買2.3萬
億美元債券，以推動美國經濟。格羅斯管理
的 Total Return Fund 上月減持美國國債，
此為 2011 年 2 月以來首度減持美債，當時
格羅斯把組合內的美債持倉比重減持至零。

評級機構標準普爾警告，希臘可
能需要再度重組債務，而且更有可能
需要把國際貨幣基牽涉入內，受消息
拖累，歐洲股市顯著下跌，英、德、
法三國指數曾跌逾1%。

標 準 普 爾 主 權 評 級 部 主 管
Moritz Kraemer 警告，希臘可能需要
再度重組債務，雖然不會是今天的事
，不過，危機正在不斷加劇。假如真
的再重組債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可
能亦會捲入其中，因為屆時可能官方
債貸人亦要參與其事。

而出席同一場合的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希臘特使 Paul Thomsen 表示，
雖然希臘進行了大刀闊斧的財政改革
計劃，但是該國可能需要十年時間才
可以完成債務重組。

評級機構穆迪前日宣布，由於葡
萄牙的資產存在風險，加上該國經濟
前景欠佳，下調葡萄牙 5 家銀行的信
貸評級。其中，四家銀行評級分別下
調一級，另有一家銀行下調兩級，而
葡萄牙在今年 2 月剛剛被調低了主權

債務評級。
穆迪在聲明中指，把葡萄牙市值

最 大 的 銀 行 聖 靈 銀 行 （Banco
Espirito Santo）的債信評級下調一級
至 Ba3 級，與此同時，穆迪也對葡萄
牙 通 用 儲 蓄 銀 行 （Caixa Geral
deDepositos） 和 葡 萄 牙 投 資 銀 行
（Banco BPI）做出同樣的降級處理
。此外，穆迪還將豐沙爾國際銀行
（Banco International doFunchal）的
評級由 Ba3 下調至 B1 級，而葡萄牙最
大 銀 行 所 屬 分 行 Banco
StantanderTotta信用評級則由Baa2級下
調兩級至 Ba1 級。上述銀行的評級展
望均為負面，意味着未來幾月仍有被
降級的可能。

穆迪降葡5銀行信貸評級
2 月 13 日，包括西班牙、葡萄牙

和意大利等歐元區 6 國的主權評級遭
降，原因是為了抵抗歐債危機，上述
國家紛紛採取嚴格的財政緊縮舉措，
阻礙了本國經濟增長。目前葡萄牙的

主權債務評級 Ba3 級，而穆迪的此次
降級行動令葡萄牙 4 家銀行的信貸評
級相當於或低於該國主權評級。

穆迪亦在聲明中表示，下調葡萄
牙銀行的評級主要原因是，該行預計
葡萄牙銀行的國內資產質量將進一步
惡化，加上企業在獲得私營零售融資
方面持續出現困難。儘管上述這些壓
力並不是最新出現的，但是在穆迪看
來這些壓力在不斷上升。此外，葡萄
牙的經濟前景疲軟，將令葡萄牙本地
銀行的盈利能力下降，上述銀行持有

大量政府相關債券，這導致壓力進一
步加劇。

惠譽：葡經濟萎縮3.7%
另一家評級機構惠譽本周二曾表

示，葡萄牙經濟萎縮幅度將超過 2011
年 11 月份時預計的水平，該國無法實
現赤字目標的風險非常大。同時惠譽
預測，今年葡萄牙經濟將萎縮 3.7%，
下滑幅度超過葡萄牙政府此前預計的
3.3%和惠譽去年11月份預計的3%。

歐盟草擬的文件顯示，歐洲國家政府準備
在未來一年內，將援助基金的規模上限提升至
9400億歐元（10.14萬億港元），以便起到隔離
債務危機的作用，歐盟財長今日將在哥本哈根
就草案作出決定。

一位歐盟官員昨接受訪問時透露，歐元區
國家財長們或將決定將5000億歐元的永續性基
金歐洲穩定機制（ESM）和2000億歐元的臨時
性基金歐洲金融穩定機制（EFSF）合併。此外
，在2013年中之前，如果發生特殊情況，只要
取得歐元區政府首腦的一致同意，便可動用
EFSF 中尚未動用的 2400 億歐元額度，以防
ESM的救助能力不夠。

在對抗債務危機兩年來，德國一直發揮着
主導作用，總理默克爾本周表態支持提高救助
基金上限，以便幫助處於衰弱局面的葡萄牙和
西班牙，她的此番表態也旨在說服全球其他各
國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注資。

據悉，EFSF將保留向希臘、愛爾蘭以及葡

萄牙承諾提供的2000億歐元，其餘2400億歐元
的未使用貸款能力預計將於2013年年中之後被
取消，上述兩個救助基金的合併貸款能力，暫
時可以達到9400億歐元的最高水平。

萬眾期望的 Facebook 首次公開招股上市有更明
朗發展，據外電引述消息人士披露，Facebook密羅緊
鼓準備今年5月IPO上市，勢必成為有史以來最大規
模美國科網業上市活動。消息人士指，為準確計算公
司股東數目，Facebook本周停止公司股票在二級市場
交易。

Facebook的IPO傳了一段時間，始於今年2月初
正式提交上市申請，籌資規模最高可能達到100億美
元，而對這間創辦8年的公司，Facebook的估值高達
1000 億美元。在 2011 年，Facebook 營業收入為 37.1
億美元，盈利 10 億美元，目前網站全球用戶達到
8.45億。

未定上市實際日期
據一位消息人士稱，Facebook仍然與美國證券交

易所討論IPO事宜，預計至少還要提交一至兩份修改
文件，目前尚未明確5月份上市實際日期，時間可能
隨時有變化，上市的時間進度很大程度取決在美國證
交會，而不在 Facebook 手上。《華爾街日報》報道
，自從 Facebook 今年 2 月初呈交上市申請以來，
Facebook的股票在二級市場一直受到投資者追捧，部
分交易把其估值抬升至約 1050 億美元。二級市場人
士指稱，雖然二級市場仍然很年輕，但公司在IPO之
前暫停在二級市場交易，以計算公司的股東人數有多

少，這已經成為慣例。
彭博引述兩位消息人士聲稱，Facebook本周停止

其股票在二級市場交易，為IPO做足準備。報道表示
，來自 Facebook 的代表，已經通知為投資者進行未
上市公司股票買賣的機構，本周停止 Facebook 股票
交易。彭博的報道亦稱Facebook準備在5月上市。目
前 Facebook 的股票分別在 SharesPost、SecondMarket
等二級市場買賣，交投活躍。

業界人士認為，Facebook正與銀行家及投資者議

定IPO估值，停止其股票在二級市場買賣，目的是計
算股東人數，同時避免股價在二級市場波動。總部在
加州 Facebook 發言人拒絕對消息置評。SharesPost 發
言人證實，Facebook要求停止其股份買賣，協助確保
有秩序過渡至公開市場上市。分析指出，Facebook的
IPO路途至今順暢無阻，周二晚Facebook更新上市文
件，向投資者提供較透明的業務情況，並提到與雅虎
之間的專利爭拗，可能對業務造成實質影響。

法或釋石油儲備抑油價
油價近期升至3年高位之際，法國稱政府就釋放緊急石

油儲備接近達成協議。法國總理菲永周四接受當地電台訪問
時說，美國及歐洲對釋放戰略石油儲備達成協議前景向好。
美國總統奧巴馬及英國首相卡梅倫月初討論過此事。不過法
國財長胡安對一間電台表示，法國將只會與其他國家一齊行
動。

分析指出，油價正在攀升，對經濟復蘇構成威脅，各國
政府承受更大壓力，沙特不配合作出行動的話，只好動用石
油儲備。白宮發言人周三表示，奧巴馬政府對釋放戰略石油
儲備未有任何決定。法國工業部長表示，美國政府建議釋放
儲備原油抑止油價上升。

事實上，隨着美國及歐盟對伊朗實施制裁，油價上升壓
力加大，油價上升威脅全球經濟復蘇。今年以來，油價上升
12%，市場注視西方對伊朗的制裁，將會擾亂石油供應。倫
敦布蘭特5月期油一度跌16美仙至每桶124美元。國際能源
機構一份報告稱，伊朗是石油輸出國組織第二大產油國，由
於美國及歐盟對伊朗採取制裁措施，每天石油出口可能減少
100萬桶。

全球行政總裁把更多資金分配在股份回
購方面，令全球併購交易連續三季錄得下跌
，彭博資料顯示，企業併購個案在第四季按
季下跌了一成四至4160億美元。不過，隨着
經濟狀況回穩，企業併購在未來數月將會回
升。

彭博社調查的資料顯示，全球企業併購
交易在今季下跌了一成四，至 4160 億美元
（32448 億港元），創下過去兩年半以來最
低的金額，在期內只有嘉能可與Xstrata合併
的交易才超過80億美元。第一季併購交易下
跌，主要是受到美國和亞洲地區的影響，但
是歐洲則由於嘉能可收購 Xstrata，和聯合包
裹出價 68 億美元收購 TNT Express 而表現
較佳。

今季下跌一成四至32448億
高盛、花旗的投資銀行家表示，不少企

業的行政總裁是直至最近才考慮到併購行動
，他們預料市場對美國和歐洲的經濟重拾信
心，將有利於企業併購活動恢復旺盛。他們
又認為，由於今季的併購交易主要是反映去
年底全球股市下跌的影響，而併購交易的洽
談多數需要三個月或更長的時間，所以併購
活動有望在次季便會恢復。直至今年二月份
為止，企業較集中於其內部的事務，他們都
忙於加強其資產負債表，或是回購股份，或
是派發股息，而並非向外尋求發展。

不過，即使回購股份和支付股息後，全
球最大一百家非金融公司現時仍然坐擁約3.5
萬億美元的現金。蘋果、AstraZeneca、摩根
大通均先後在本季公布回購股份行動，金額
涉及 300 億美元，而這些公司在過去亦大幅
增加了兩成的科研經費，至6180億美元。

將於本月在紐約花旗銀行擔任全球併購
部聯席主管的 Peter Tague 指，龐大的資金

盈餘將會促成更多併購交易，相信六月份的交易額將不再像
現時般少。摩根大通美國併購部聯席主管 Chris Ventresca
亦相信，賣家意識到買家的收購欲望十分旺盛，而借貸市場
亦對併購交易有支持。德意志銀行投資銀行部全球聯席主管
Jacques Brand亦表示，過去數周的企業買賣意向有所增加
，隨着市場回穩，企業正在找出可予出售的非核心資產賣給
策略性或是私募基金。

▲歐洲國家政府準備在未來一年內，將援助
基金的規模上限提升至9400億歐元

格羅斯：儲局轉攻房貸債券

▲Facebook準備今年5月份IPO上市，勢成有史以來最大宗美國科網公司上市交易

歐擬增援助基金規模至10萬億

全
球
併
購
交
易
連
跌
三
季

▲全球併購交易連續三季錄得下跌，單單在第四季，企
業併購便按季下跌了一成四至4160億美元

▶格羅斯表示，
聯儲局 「扭曲操
作」 6月到期後
，其焦點可能轉
向房貸債券

▶穆迪下調葡
萄牙5家銀行
的信貸評級

標普：希臘或再重組債務
▲法國政府就釋放緊急石油儲備接近達成協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