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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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期業績預計情況
1.業績預告類型：□虧損 扭虧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2.業績預告情況表

二、業績預告預審計情況
本次業績預告是根據公司財務部門測算做出，未經註冊會計師

預審計。
三、業績變動原因說明
公司經營業績預計扭虧為盈的主要原因是公司2012 年1-3 月阿

爾斯通內部訂單生產投入增加以及公司與山東魏橋達成結算協議致
使合同收入的確認以及收款導致部分壞賬的釋放。

四、其他相關說明
因公司2007年、2008年、2009年三年連續虧損，根據《深圳證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第14.1.1條、第14.1.3條的規定，深圳證券
交易所已決定公司股票於2010年4月9日起暫停上市。《武漢鍋爐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暫停上市公告》已刊登於2010年4月2日的《證券時
報》、《大公報》和巨潮資訊網上。

經眾環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審計確認，公司2010年度實現歸
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為8,535,924.33元，並出具了標準無保留
意見的審計報告。2011年5月4日，公司已向深圳證券交易所遞交了
《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恢復上市申請書》及相關申請文件。《武
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關於向深圳證券交易所提交恢復上市申請的公
告》刊登於2011年5月5日的《證券時報》、《大公報》上，公告編
號：2011－017。

2011年5月9日公司收到深圳證券交易所《關於同意受理武漢鍋
爐股份有限公司恢復上市申請的函》，深圳證券交易所同意受理公
司恢復上市申請，並要求公司補充提供相關材料。《武漢鍋爐股份
有限公司關於深圳證券交易所同意受理公司恢復上市申請的公告》
刊登於2011年5月11日的《證券時報》、《大公報》上，公告編號
：2011－020。

若深圳證券交易所最終未核准公司股票恢復上市，公司股票將
被終止上市。公司董事會提醒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

特此公告。

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二○一二年四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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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提示：本公告所載2011年度的財務數據僅為初步核算數據
，未經會計師事務所審計，與年度報告中披露的最終數據可能存在
差異，請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

一、2011 年度主要財務數據和指標（以下數據是以合併報表數
據填列）：

二、經營業績和財務狀況情況說明
1、經營業績情況簡要說明
報告期內，公司實現營業總收入51,817.74萬元，比上年同期減

少 16.87％ ； 實 現 利 潤 總 額 -28,209.78 萬 元 ， 比 上 年 同 期 減 少
1012.54％；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26,345.27萬元，比上年同
期減少3186.40％。

2、財務狀況簡要說明
2.1營業利潤較上年同期減少287.17％，主要原因如下：

2.2利潤總額較上年同期減少1012.54％，主要原因係：本年度營
業利潤較上年度減少20,967.42萬元；本年度營業外收入較上年度減
少10,406.67萬元，其中主要由於本年度政府補助大幅減少、廢舊資
產處置減少所致。

2.3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較上年同期減少3186.40％，主
要係本期利潤總額減少，公司業績虧損所致；

2.4基本每股收益較上年同期減少3066.67％，主要係本期歸屬於
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減少所致。

三、與前次業績預計的差異說明
本次業績快報披露的經營業績與此前公司於2012年1月17日公

告的2011年度業績預告不存在差異。
四、業績泄漏原因和股價異動情況分析（如適用）
不適用
五、其他說明
因公司2007年、2008年、2009年三年連續虧損，根據《深圳證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第14.1.1條、第14.1.3條的規定，深圳證券
交易所已決定公司股票於2010年4月9日起暫停上市。《武漢鍋爐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暫停上市公告》已刊登於2010年4月2日的《證券時
報》、《大公報》和巨潮資訊網上。

經眾環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審計確認，公司2010年度實現歸
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為8,535,924.33元，並出具了標準無保留
意見的審計報告。2011年5月4日，公司已向深圳證券交易所遞交了
《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恢復上市申請書》及相關申請文件。《武
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關於向深圳證券交易所提交恢復上市申請的公
告》刊登於2011年5月5日的《證券時報》、《大公報》上，公告編
號：2011－017。

2011年5月9日公司收到深圳證券交易所《關於同意受理武漢鍋
爐股份有限公司恢復上市申請的函》，深圳證券交易所同意受理公
司恢復上市申請，並要求公司補充提供相關材料。《武漢鍋爐股份
有限公司關於深圳證券交易所同意受理公司恢復上市申請的公告》
刊登於2011年5月11日的《證券時報》、《大公報》上，公告編號
：2011－020。

若深圳證券交易所最終未核准公司股票恢復上市，公司股票將
被終止上市。公司董事會提醒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

六、備查文件
經公司法定代表人YEUNG Kwok Wei Richard（楊國威）先生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CHIN Wee Hua（陳偉豪）先生及會計機構
負責人（會計主管人員）SEOW Ven Sern（蕭文升）先生簽字並蓋
章的比較式資產負債表和利潤表。

特此公告。

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二○一二年四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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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度業績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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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一季度業績預告

項目
營業收入（萬元）
營業利潤（萬元）
利潤總額（萬元）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
潤（萬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總資產（萬元）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所有
者權益（萬元）
股本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每股
淨資產（元）

本報告期
51,817.74

-28,268.87
-28,209.78

-26,345.27

-0.89
--

本報告期末
174,907.79

-114,887.84

29,700.00

-3.87

上年同期
62,337.06
-7,301.45
3,091.35

853.59

0.03
-0.96

本報告期初
178,654.26

-88,542.57

29,700.00

-2.98

增減幅度(%)
-16.87

-287.17
-1012.54

-3186.40

-3066.67
--

增減幅度(%)
-2.10

-29.75

-29.87

項目

歸屬於上市公司
股東的淨利潤

基本每股收益

本報告期
2012年1月1日至
2012年3月31日

盈利：1萬元
至200萬元

盈利：約0.00元
至0.01元

上年同期
2011年1月1日至
2011年3月31日

虧損：-4,526.32萬元

虧損：-0.15元

項目

營業收入

營業稅金及附加

銷售費用

管理費用

增減幅度

-16.87%

293.21%

-35.32%

-50.25%

主要原因
1、主營業務收入較上年減少 17.21%
主要係本年度新增項目減少所致；
2、其他業務收入較上年減少 7.79%主
要係公司本年度處置呆滯材料數量減
少所致。
主要係公司上年度收到武漢市武昌區
地方稅務局返還的地方教育發展費
483,561.86元所致。
主要係本年度隸屬於銷售部門的人員
減少致使工資及獎金和業務招待費減
少所致。
1、本年度員工退休及其他福利費用轉
回；
2、本年度租賃費和專業諮詢服務費大
幅下降所致。

資產減值損失

公允價值變動淨
收益

317.84％

5067.49%

1、本年應收賬款增加、收款進度放緩
致使計提壞賬準備增加；
2、本年度呆滯原材料計提存貨跌價損
失增加所致。
主要係本年度未到期遠期外匯交易合
同增加

雷生春堂復活變浸大醫館
香港浸會大學斥資兩千八百萬元，將

本港碩果僅存的四層高唐樓─雷生春堂
，活化為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的第十四間
診所。活化以原址、原貌、原用途為特色
，將於本月二十六日正式開業。開業後，
雷生春堂每日將接待病人七十例，其中兩
成獲義診服務。

本報記者 成 野

本月26日開業 兩成病人獲義診

優質基金水浸鼓勵NGO申請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二日 星期四13教育責任編輯：潘婷婷

特寫

雷生春堂概況
雷生春布局

樓層
地面
一樓

二樓、三樓
天台

診症收費

中醫服務

內科
針灸
骨傷

藥劑收費
中草藥
顆粒藥

資料來源：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

功能
涼茶售賣

接待處 藥房
會議室、診症室、治療室

中藥園圃

腎臟科、腫瘤科、婦科、心血
管科、針灸、骨傷

150-300元
300元
380元

55元起
60元起

昨日為雷生春堂的媒體開放日，八十一歲高齡的
白色 「走馬大騎樓」，經十四個月修復後煥然一新。
浸大規劃及發展物業處副經理王浩文介紹，活化工程
「難度大過重建一幢大樓」。建築的外觀、設計特色

， 「包括欄杆裝飾、門窗、雷生春家族店號石匾」全
部原樣保存。連地板磚都是 「原裝」。

「活化也不是原樣照搬，也有一些改變。」王浩
文說，雷生春堂位於車輛川流不息的荔枝角道，噪音
高於七十分貝，汽車尾氣亦造成污染。修復後，樓外用
透光度高達百分之九十超清低反光玻璃窗圍封， 「不
影響外觀和採光，但噪音和空氣問題改善很多」。

王浩文認為，升降機的安置是修復過程中的難點
之一， 「為了不對原有結構造成破壞，升降機與大樓
的地基是分離的」，但在修建過程中，發現 「原有大
樓的地基多出來一些，所以我們要將多出部分很小心
的切割，非常害怕對大樓造成損害」。僅僅這個步驟
就花費了四到五個禮拜， 「後來識別的步驟加快，才
在十四個月內完工」。

活化工程原址原貌原用途
浸大中醫藥學院副院長卞兆祥表示，雷生春堂的

活化工程 「令人驚喜」。雷生春堂共分四層，目前，
一層為接待處，診治、治療室集中在二、三層，共有
三間診室。診所每日可問診七十人，其中每天預留兩
成診症名額予綜援人士，豁免內科診金及部分藥費。
六十五歲以上長者則享內科診金折扣。除了治病，雷
生春兼賣涼茶。底樓四個金燦燦的大桶壺，裝滿不同

的涼茶， 「一杯八蚊到十二蚊」，卞兆祥稱 「浸大的
涼茶，是用中醫藥學院自己研製的藥房煮成的，與其
他地方的不同」。

雷生春堂為浸大中醫藥學院第十四間診所，談及
與其他診所的區別，卞兆祥稱 「雷生春是一個中醫藥
文化地標」，他希望雷生春堂 「將成為集診治、教學
、公共教育為一體的社區中醫藥中心」。

始建於一九三一年的雷生春堂，地舖原為九龍巴
士創辦人之一雷亮開設的醫館及藥店，上面三層為其
家庭成員的住所。雷生春主要售賣治療跌打損傷和嘔
吐的藥水，當時廣受附近居民歡迎，並且行銷海外。
二○○○年，雷亮後人將該樓捐給特區政府。○九年

，香港浸會大學從三十份申請書中，獲選參與活化雷
生春計劃。

雷生春堂將於四月十六至二十二日對公眾開放，
參 觀 者 需 登 陸 網 站 預 約 ： http://scm.hkbu.edu.hk/
lsctour。

【本報訊】中一適齡學童人口下跌，本學年有四所中
學收生不足，須向當局提交發展方案。據悉，僅開一班的
屯門釋慧文中學沒向當局遞交發展方案，決定由一二／一
三學年起停收中一新生，料五年後停辦。南區的保良局慧
妍雅集書院則未能通過特別視學的要求。

本港中一學生人數將持續跌至一六╱一七年的 「低谷
」約五萬四千人，較本學年大減二成二。教育局去年推出
自願減班計劃，鼓勵開五班中一的學校減至四班，以紓緩
人口下跌帶來的壓力，最終吸引全港二百所學校參加，但
仍有四所中學在去年九月中時，收生未達六十一人開班線
而需要申請發展方案。連續數年收生不足的釋慧文中學，
將於新學年九月不取錄中一生，現有學生會繼續在該校升
學直至畢業。

【本報訊】教育局負責管理的優質教育基金 「水
浸」，今年結餘達六十億元，累積金額較一九九八年
成立時增加十億元。基金督導委員會主席黃鎮南昨表
示，四月推出 「國民教育」等九個優先主題。基金鼓
勵校本創新，學校可按校情，參考以往計劃再作申請
，又鼓勵非政府組織申請基金項目，以助 「排洪」。

黃鎮南表示，政府於一九九八年撥款五十億元設

立優質教育基金，歷來批核逾八千宗申請，撥款總額
約三十九億元，目前基金仍有逾六十億元。教育局副
秘書長黃邱慧清指出，過去兩年共接獲約九百宗申請
，當中三至四成申請獲批，獲批項目金額由兩萬至六
百萬不等，撥款額約為一億七千萬元。

此年度共9主題可申請
黃鎮南昨公布，一二／一三年度共有九個優先主

題供學校申請，包括 「有效語文學與教」、 「國民教
育」、 「促進學習的評估」、 「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
學生提供支援」、 「促進學前兒童的全人發展」、
「健康的生活方式及學生的正向發展」、 「支援有效

學校管理及／或教師身心健康」、 「可持續發展教育
」及 「創意藝術及文化教育」。

黃邱慧清表示，基金鼓勵校本創新，學校可根據
校情、收生情況等，參考以往計劃的成功經驗和試驗
創新意念，基金會優先考慮有助實踐學校發展需要的
計劃。她又指出，過去約有四分一的申請來自非學校
界別，局方亦鼓勵非政府組織申請，例如可為少數族
裔家長提供教材，以支援子女學習。

基金將五月至八月舉辦一系列簡介會，簡介優先
主題及申請程序，詳情將於四月十六日上載基金網站
（qef.org.hk）。

【本報記者張帆上海十一日電】復旦大學今天授
予中投國際（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長、原香港中文大學
校長、經濟學家劉遵義經濟學名譽博士學位。

學位頒授儀式在復旦大學光華樓舉行。科技部原
部長徐冠華、上海市銀監局局長廖岷、中芯國際董事
長張文義、中山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劉昕等出席頒
授儀式。劉遵義家屬、親朋好友以及復旦大學師生代表
二百三十餘人見證這一時刻。頒證儀式後，劉遵義發
表題為「滬港可聯合打造世界金融中心」的學術演講。

劉遵義在演講中首次提出，香港和上海不應當互
相競爭成為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而應當共同合作，
達到滬港成為「世界金融中心」的雙贏。它們可以超越
地理空間的距離，利用發達的信息與通信技術，打造
一個虛擬的合一國際金融中心。這會是世界的首創。

他指出，滬港以個體而言，暫時都不足以獨自成
為世界金融中心。以證券交易為例，兩地交易所儘管
冠絕亞洲，但比倫敦和東京證券交易所規模要小，尚
不具備吸引全球資本需求與供給的必要規模。但是兩

個證券交易所兩者結合起來，會比東京和倫敦交易所
都大，僅次於紐約證券交易所，未來也最終能超越紐
交所。所以，上海與香港應當利用雙方各自的專長，
通過分工合作，形成合力，共同在中國打造 「世界金
融中心」。

劉遵義建議，為方便合作，滬港兩地可嘗試在市
場行為規則上、稅收法律等方面盡可能保持一致。中
國已與百餘國家和地區簽訂雙邊稅務協定，香港若要
有效地為內地的境外投資者提供服務，就需要努力與
盡可能多的國家和地區簽訂雙邊稅務協定。滬港之間
還應達成協議，在兩市授權的金融機構之間，人民幣
結餘可以自由轉移，無須再經過國家外匯管理局或香
港金融管理局批准。

劉遵義一九四四年出生於貴州遵義，一九六四年
取得美國史丹福大學物理及經濟學理學學士學位，並
先後取得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的碩士和博士學位。他
專研經濟發展和經濟增長，以及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
經濟。最早中國計量經濟模型由他於一九六六年建立。

香港高校不斷叫嚷國際化，
卻招收越來越多內地生，以至坊
間泛起內地生搶佔港生資源的聲
音。香港中文大學 I ＊ Care 博群

計劃資助的 「友凝＊友義」計劃，令來自海內外的學生結
成團隊服務社會，團員由此增加了面對面溝通機會，也加
深對彼此和香港的了解。

始自去年九月的 「友凝＊友義」計劃昨天結束。七十
名參加者組隊分享心得，來自馬來西亞的劉世澤等負責幫
助本地和新來港兒童。該團隊由兩名本地生、三個內地生
和一個國際生組成。劉說： 「我們首先面臨的是語言溝通
問題，最終還是可以互相遷就，打破語言障礙，服務受助
者。」

社會上議論內地生侵佔香港資源，有沒有影響隊員合
作？劉瑤瑜說： 「港人對內地人的指責，實際上是雙方沒
有機會可以接觸，所以不能互相理解。好像很多港人指責
內地人在公共場所大聲說話，只是個別現象，很多香港人
說話也大聲。」內地生顧文熙回應： 「就像劉瑤瑜說的，
缺少的就是可以互相接觸的平台。 『友凝＊友義』這個平
台，讓我們坐下來探討一些社會問題，這樣的形式有助化
解誤會，解決問題。」

本計劃的參加者來自不同地方，但共同目標就是支援
香港弱勢群體。顧文熙表示： 「來港之前覺得香港是一個
富裕社會，參加計劃後才發現，其實本港也有家庭收入不
高，孩子多，生活困難，但他們都非常樂觀。」他本來很
擔心語言的問題沒辦法和這些小孩溝通，更不用說幫助。
但香港兒童很開朗，甚至會糾正他的粵語發音。

「友凝＊友義」計劃獲中大I＊Care博群計劃給予十萬
元資助，閉幕禮由中大校長沈祖堯主持，一批肢體傷殘人
士、南亞裔兒童亦參與表演。

中大友凝＊友義助兩地生共榮
實習記者 彩 雯

劉遵義獲頒復旦名譽博士

學校可按校情 參考以往試驗創新

釋慧文中學被殺 5年後停辦
◀四十年代的雷生春堂

▲雷生春堂活化以原址、原貌、原用途為特色，將於本月26日正式開業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黃鎮南（左）和黃邱慧清（右），鼓勵申請者按
校情，試驗創新意念 本報記者劉家莉攝

▲中大 「友凝＊友義」 活動參加者，（左起）劉世澤、
劉瑤瑜、顧文熙

▶活化後的雷生春堂，
昨日為雷生春堂的媒體
開放日，八十一歲高齡
的白色 「走馬大騎樓」
，經十四個月修復後煥
然一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