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的真實、 準
確、 完整， 沒有虛假記載、 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深圳經濟特區房地產 （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
簡稱“本公司”） 第六屆董事會第十六次會議決定於 2012
年 4 月 17 日召開 2012 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 相關公
告已在 《中國證券報》 、 《大公報》 和巨潮資訊網 （http:
//www.cninfo.com.cn） 發佈， 現因深圳證券資訊有限公司
網路投票系統計票規則要求， 就網路投票申報價格及相
關內容予以更正如下：

更正前：
二、 會議審議事項
（2） 在“買入價格” 項下輸入對應申報價格， 申報

價格如下：
議案 序號 議案名稱 對應申報價格（元）
總議案 全部議案 100

1 關於修改公司章程的議案 1
2 關於董事會換屆的議案 2

2.11 選舉周建國先生為公司第七屆董事
會董事 2.11

2.12 選舉陳茂政先生為公司第七屆董事
會董事 2.12

2.13 選舉鄧康誠先生為公司第七屆董事
會董事 2.13

2.14 選舉張磊先生為公司第七屆董事會
董事 2.14

2.15 選舉文利女士為公司第七屆董事會
董事 2.15

2.16 選舉姜麗花女士為公司第七屆董事
會董事 2.16

2.21 選舉周含軍先生為公司第七屆董事
會獨立董事 2.21

2.22 選舉劉全民先生為公司第七屆董事
會獨立董事 2.22

2.23 選舉宋博通先生為公司第七屆董事
會獨立董事 2.23

3 關於監事會換屆的議案 3

3.1 關於選舉莊泉先生為公司第七屆監
事會監事 3.01

3.2 關於選舉王秀顏女士為公司第七屆
監事會監事 3.02

3.3 關於選舉李雨霏女士為公司第七屆
監事會監事 3.03

4 關於為深圳圳通工程有限公司提供
貸款抵押擔保的議案 4

5
關於為深房尚林花園專案施工總承
包工程支付保函提供信用擔保的議
案

5

股東大會授權委託書
委託人對下述議案表決如下： （請在相應的表決意

見項下劃“√”）
議案
序號 議案內容 表決意見

同意 反對 棄權
1 關於修改公司章程的議案
2 關於董事會換屆的議案

2.11 選舉周建國先生為公司第七屆董事會董事
2.12 選舉陳茂政先生為公司第七屆董事會董事
2.13 選舉鄧康誠先生為公司第七屆董事會董事
2.14 選舉張磊先生為公司第七屆董事會董事
2.15 選舉文利女士為公司第七屆董事會董事
2.16 選舉姜麗花女士為公司第七屆董事會董事

2.21 選舉周含軍先生為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獨立董
事

2.22 選舉劉全民先生為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獨立董
事

2.23 選舉宋博通先生為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獨立董
事

3 關於監事會換屆的議案
3.1 關於選舉莊泉先生為公司第七屆監事會監事

3.2 關於選舉王秀顏女士為公司第七屆監事會監
事

3.3 關於選舉李雨霏女士為公司第七屆監事會監
事

4 關於為深圳圳通工程有限公司提供貸款抵押
擔保的議案

5 關於為深房尚林花園專案施工總承包工程支
付保函提供信用擔保的議案
更正後：
（2） 在“買入價格” 項下輸入對應申報價格， 申報

價格如下：

議案投票 序號 議案名稱 對應申報價格
（元）

總議案 全部議案 100
1 關於修改公司章程的議案 1
2 關於董事會換屆的議案 2

2.1 選舉周建國先生為公司第七屆董事
會董事 2.01

2.2 選舉陳茂政先生為公司第七屆董事
會董事 2.02

2.3 選舉鄧康誠先生為公司第七屆董事
會董事 2.03

2.4 選舉張磊先生為公司第七屆董事會
董事 2.04

2.5 選舉文利女士為公司第七屆董事會
董事 2.05

2.6 選舉姜麗花女士為公司第七屆董事
會董事 2.06

3 選舉獨立董事 3

3.1 選舉周含軍先生為公司第七屆董事
會獨立董事 3.01

3.2 選舉劉全民先生為公司第七屆董事
會獨立董事 3.02

3.3 選舉宋博通先生為公司第七屆董事
會獨立董事 3.03

4 關於監事會換屆的議案 4

4.1 關於選舉莊泉先生為公司第七屆監
事會監事 4.01

4.2 關於選舉王秀顏女士為公司第七屆
監事會監事 4.02

4.3 關於選舉李雨霏女士為公司第七屆
監事會監事 4.03

5 關於為深圳圳通工程有限公司提供
貸款抵押擔保的議案 5

6
關於為深房尚林花園專案施工總承
包工程支付保函提供信用擔保的議
案

6

股東大會授權委託書
委託人對下述議案表決如下： （請在相應的表決意

見項下劃“√”）
議案投
票序號 議案內容 表決意見

同意 反對 棄權
1 關於修改公司章程的議案
2 關於董事會換屆的議案

2.1 選舉周建國先生為公司第七屆董事會董
事

2.2 選舉陳茂政先生為公司第七屆董事會董
事

2.3 選舉鄧康誠先生為公司第七屆董事會董
事

2.4 選舉張磊先生為公司第七屆董事會董事
2.5 選舉文利女士為公司第七屆董事會董事

2.6 選舉姜麗花女士為公司第七屆董事會董
事

3 選舉獨立董事

3.1 選舉周含軍先生為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獨
立董事

3.2 選舉劉全民先生為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獨
立董事

3.3 選舉宋博通先生為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獨
立董事

4 關於監事會換屆的議案

4.1 關於選舉莊泉先生為公司第七屆監事會
監事

4.2 關於選舉王秀顏女士為公司第七屆監事
會監事

4.3 關於選舉李雨霏女士為公司第七屆監事
會監事

5 關於為深圳圳通工程有限公司提供貸款
抵押擔保的議案

6 關於為深房尚林花園專案施工總承包工
程支付保函提供信用擔保的議案

更正後的股東大會通知全文詳見巨潮資訊網 （http://
www.cninfo.com.cn） 公告。

由此給投資者造成的不便， 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深圳經濟特區房地產 （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12 年 4月 9日

證券簡稱： 深深房 A、 深深房 B 證券代碼： 000029、 200029 公告編號： 2012-013

深圳經濟特區房地產 （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通知更正公告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日 星期二B3經濟‧航運責任編輯：龍森娣

港船東冀政府承擔風險
運伊朗石油船舶不獲受保

浦東機場力爭全球貨運第一

據路透社報道，一名在港從事海事保險行業的資深人員近日向該社透露，歐洲對伊
朗制裁於6月全面生效後，香港經營海事保賠的公司將不可以再為運輸伊朗石油的油輪
提供全部保險服務項目。他希望政府介入並承擔風險。

香港上市公司業績公布日期
4月11日

00081
4月13日

08256
00420

4月15日
03898

4月17日
00688
03311

4月18日
08225
00323

4月19日
00115

4月24日
01072

中海宏洋

金利通
福田實業

南車時代

中國海外
中國建築

萬全科技藥業
馬鞍山鋼鐵

鈞濠集團

東方電氣

（季）

（季）
（中）

（季）

（季）
（季）

（末）
（季）

（末）

（季）

4月25日
02866

4月26日
06210

4月27日
01094
02601

4月30日
01192
00940

5月3日
08176

5月16日
00700

5月31日
00244

中海集運

淡水河谷─DRS

中國公共採購
中國太保

泰山石化
中國動物保健品

金豐集團

騰訊控股

先施

（季）

（季）

（末）
（季）

（末）
（季）

（中）

（季）

（末）

香港船東協會總幹事包寧表示，隨着越來越多
的保賠公司表示他們將停止或減少對從伊朗出口石
油油輪提供理賠，本地政府必須介入並承擔風險，
以保證伊朗最大的石油買家收到貿易貨。他補充說
，政府提供保險是唯一的替代選擇，但這對於索賠
情況來說卻是非常困難，特別是大量美金交易。

一家在中國為1000多艘船提供保險的保賠公司
，其管理人告訴路透社記者， 「當歐盟制裁開始生
效，保險公司不會再為運輸伊朗石油的油輪擴大理
賠範圍。」

香港船東協會主管表示， 「我們現在需要的是
責任保險，在國際航運市場，保險是必不可少的，
制裁一定會造成相當影響。」

美國和歐盟對伊朗的聯合制裁明顯地阻礙了伊
朗石油客戶繼續和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進
行融資、採購和運輸的能力。西方持續給予的壓力
，使得石油買家減少從伊朗進口，但目前的難題是
，對那些早已獲得海事保險從伊朗出口石油至亞洲
的買家，完全可以改變他們已獲得的承保。另一方

面，對伊朗石油供應的破壞，使全球原油價格在今
年飆升13%，每桶超過122美元。

對於將伊朗原油和石油產品運輸到世界任何地
方的船舶，歐洲保賠公司和再保賠公司將完全禁止
向這些船舶提供賠償。儘管許多亞洲保賠公司，如
中國和日本的保賠公司，不屬於制裁制度影響，但
他們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歐洲再保賠市場規避風險。
日本和韓國已經游說歐盟豁免制裁。

包寧表示， 「我們有些船東手持長期運輸合約
，並沒有明顯排除在區域制裁的影響下，使得他們
處於一個尷尬的位置，必須繼續運作卻缺少保險的
保護。」

他補充稱， 「這樣做不會影響到船東或是運營
商，如果這些船隻發生事故或溢油事故時，責任保
險金額將由無辜的第三方賠償，取消是沒有道理的
。」

港龍恢復西安航班服務
港龍航空本月 7 日在西安咸陽機場舉行了慶祝

儀式，正式標誌着來往香港和西安的定期航班恢復
服務。目前，兩地航班用空巴A320客機營運，每周
4班。自5月1日起，將改為日班。右圖為港龍行政
總裁楊偉添（左三）與當日機組人員合影。

由政府官員、主要航空公司及機場代表組成的俄
羅斯訪問團，日前來港參觀香港空運貨站有限公司超
級 1 號貨站。訪問團旨在探討空運處理程序的最新發
展及最佳實踐方法。

訪問團成員包括25位來自交通運輸部、海關服務
、國家邊境設施發展局、俄羅斯聯邦航空交通局及其
他國家機構、俄羅斯國際航空公司、俄羅斯空橋貨運
航空公司、伏爾加第聶伯航空、托爾馬切夫機場及
STS Logistics的代表。

是次到訪香港空運貨站及香港國際機場的參觀活

動由俄羅斯電子貨物試驗計劃協辦機構──（ICCA）
籌辦，旨在了解電子貨運之最佳實踐方法。

到訪香港空運貨站的活動包括參觀貨站規模龐大
的處貨設施及重點探討貨站最新推出之貨物資料管理
系統COSAC-Plus能夠如何提升貨站處理電子貨物的
能力。此系統乃貨站耗資港幣 2.4 億元建立。訪問團
的代表同時就香港國際機場的設計藍圖、機場於本港
空運業界所扮演的角色、貨運設施的需求、地勤服務
的競爭環境，以及香港如何提供多式聯運等方面進行
研究。

黔中物流中心動工
【本報記者勞莉貴陽九日電】黔中商貿物流中心破

土動工儀式在貴州安順舉行。據介紹，黔中商貿物流中
心由貴州重慶商會和貴州銀和投資公司共同投資，項目
集商貿、倉儲、物流、會展為一體，建設規模 15 萬平
方米，項目投資10億元，項目建成後可容納3000餘戶
從事五金、機電、建材、家居（傢具、家電、窗簾、布
藝、燈飾、廚具）批發經營活動的商家進場開展經營活
動，年經營額約 20 億元人民幣，可提供近萬個就業崗
位。項目預計2013年12月底前交付使用。

江蘇海門東灶港試通航
【本報記者賀鵬飛、通訊員俞新美南京九日電】江

蘇南通港東灶港作業區5萬噸級通用碼頭成功試航，這
是南通沿海第一個具備5萬噸級並兼顧10萬噸級通行條
件的通用碼頭。2010年1月，東灶港開發配套的5萬噸
級通用碼頭正式開工。總投資4.7億元，由一座碼頭平
台和一座引橋組成，碼頭前沿布置 2 個 5-10 萬噸級泊
位，碼頭與三期圍墾區域相聯。

【本報記者楊楠上海九日電】中國民航局與上
海市政府日前在滬簽訂《關於加快上海民航發展的
戰略合作協議》。

根據協議， 「十二五」上海大型客機研發製造
中心將初具規模，國際競爭力顯著提高，加快推進
上海航空樞紐中心建設，提高上海航空業務總量和
品質，到 「十二五」末，主要基地航空公司成為具
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型網絡航空公司，形成以上海為
核心樞紐的中樞運營網絡。

上海市長韓正、民航局局長李家祥出席並致辭
。上海市副市長沈駿、國家民航局副局長夏興華代
表雙方簽字。

八個方面加強合作
與此同時，浦東機場將成具較強競爭力的國際

樞紐機場、亞太地區核心樞紐及全球排名第一的國
際航空貨運樞紐；虹橋機場成最具人性化的國內航
空網絡樞紐機場。上海機場旅客吞吐量達 1 億人次

，貨郵吞吐量達 550 萬噸，成為世界航空網絡重要
節點。

根據戰略合作協議，雙方將在八個方面加強合
作：1、共同加大推進與協調力度，積極推進落實
《調整上海地區空域結構方案》，有效提升空域可
用資源；2、支持擴大上海航空樞紐航線網絡覆蓋面
、持續完善上海機場硬件設施和民航空管工程建設
，建立健全上海地區民用航空運行應急聯動機制，
簡化航空口岸國際中轉旅客口岸監管查驗程序；3、
強化浦東國際機場國際航空貨運樞紐地位；4、加快
推進大飛機項目建設和航空服務業集聚發展；5、發
展通用航空事業；6、發揮綜合交通運輸體系優勢，
開展多式聯運；7、共同加強民航人才培養；8、健
全完善上海航空樞紐建設推進機制等。

此外，雙方還制訂了《 「十二五」上海民航發
展綱要》，細化、明確了共同推進上海民航發展的
重點任務和主要舉措、推進機制和責任主體、政策
支持和配套保障等內容。

歐洲空巴公司日前發表公報說，法國圖盧茲飛機廠開始
總裝首架A350超寬體飛機中機身段和前機身段的對接工作
，標誌着首架A350寬體飛機開始總裝。

公報說，第一架A350超寬體飛機後機身段以及機翼將
陸續從德國漢堡和英國布勞頓運抵圖盧茲。機身對接完畢之
後將安裝機翼和尾翼，同時安裝駕駛艙並進行系統通電測試
。首架A350超寬體飛機將用於靜態結構測試，首架用於飛
行的A350超寬體飛機將於今年夏天開始總裝。

A350 超寬體系列飛機是空巴推出全新雙通道遠程寬體
客機。這一新型飛機匯集了最新空氣動力學原理、設計和先
進的技術，機體結構有53%由複合材料製造，重量更輕。由
於採用新型複合材料，每座燃油效率比目前的同級別飛機高
25%。

A350 超寬體系列飛機由三款機型組成，在典型三級客
艙布局下座位數介於270到350之間，最大航程約1.54萬公
里。這一系列飛機迄今已獲得來自全球 34 家客戶的 555 架
確認訂單。空巴預計在2014年上半年交付首架飛機。

儘管首季度山東港口吞吐量保持了平穩較快增長
態勢，但該省水運主管部門的分析稱，2012年山東海
港生產增速或放緩，水運業將繼續低迷。

山東省港航局財務基建處一位溫姓處長接受中新
社採訪時表示，反映國際航運整體形勢的波羅的海乾
散貨綜合運費指數（BDI）跌破1000點，以河海為主
的整個運輸不容樂觀，尤其是水運市場供大於求的現
象，導致一些業主棄船而走。

山東省交通運輸廳日前發布了首季度交通運輸經
濟運行情況分析稱，山東青島、煙台、日照三大港口
生產平穩快速增長，但也憂慮增速會有所下降。

前不久，中國海運集團董事長李紹德呼籲國家對
海運業 「救市」引起關注，中國交通運輸部新聞發言
人何建中也於 3 月下旬做出回應稱，國務院正在研究
出台一些有利於航運企業健康發展的政策和措施。但

這些措施何時出台，成為業界的關注點。
據山東省交通運輸廳的信息，今年頭兩個月，該

省沿海港口累計完成貨物吞吐量 1.7 億噸，同比增長
9.2%，高於國內規模以上沿海港口平均吞吐量1.6個百
分點。但是該廳分析指出，預計2012年山東海港雖然
會保持增長，但增速可能放緩。

中國水運進入了2008年以來的又一次低谷，不僅
受到國際方面經濟下行的拖累，接連的油價漲勢也令
這一產業受挫。溫姓官員表示，包括油價、人力等運
輸成本的增長，讓水運及海港成本加大，內河水運更
是處於步履艱辛的尷尬狀態。

地處黃海渤海之畔的山東，境內有黃河、京杭大
運河等水運渠道。儘管面臨河海運輸的低谷，但該省
依然表示，今年將完成 110 億元人民幣的港航固定資
產投資，推動港航持續有效發展。

山東海港生產增速或放緩

▶由於歐美制裁伊朗，部分保賠公司停止或減少
為運輸伊朗石油油輪提供理賠

空巴首架A350開始總裝

空運貨站接待俄訪問團

▲俄羅斯空運發展訪問團代表及香港空運貨站團隊於超級1號貨站合照

◀首架A350
超寬體飛機
中機身段和
前機身段的
對接工作開
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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