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別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的真實

、準確和完整，對公告的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
者重大遺漏負連帶責任。

一、會議召開和出席情況
1、內蒙古鄂爾多斯資源股份有限公司於2012年

4 月 12 日在北京市西城區華遠街 7 號鄂爾多斯大
廈會議中心召開 2011 年年度股東大會，出席會議
的股東及股東授權委託代表共 27 人，代表股份數
431,618,650 股，佔公司總股本的 41.82%，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會議由董事長
王林祥先生主持。

2、出席本次會議的 A 股股東及股東代表 4 人、
代表股數 424,481,809 股，B 股股東及股東代表 23 人
、代表股數7,136,841股。

二、議案審議情況
會議以記名投票表決方式通過了如下議案：
1、《公司2011年度董事會工作報告》；
同意 431,024,923 股，佔出席會議有效表決股份

總數的 99.86%；反對 0 股；棄權 593,727 股，佔出席
會議有效表決股份總數的 0.14%。其中：A 股同意
424,481,809 股，佔 A 股股東出席會議有效表決股
份總數的 100%；反對 0 股；棄權 0 股；B 股同意 6,
543,114 股，佔 B 股股東出席會議有效表決股份總數
的 91.68%；反對 0 股；棄權 593,727 股；佔 B 股股東
出席會議有效表決股份總數的8.32%。

2、《公司2011年度監事會工作報告》；
同意 431,024,923 股，佔出席會議有效表決股份

總數的 99.86%；反對 0 股；棄權 593,727 股，佔出席
會議有效表決股份總數的 0.14%。其中：A 股同意
424,481,809 股，佔 A 股股東出席會議有效表決股
份總數的 100%；反對 0 股；棄權 0 股；B 股同意
6,543,114 股，佔 B 股股東出席會議有效表決股份總
數的 91.68%；反對 0 股；棄權 593,727 股；佔 B 股股
東出席會議有效表決股份總數的8.32%。

3、《2011年度財務工作報告》；
同意 431,024,923 股，佔出席會議有效表決股份

總數的 99.86%；反對 0 股；棄權 593,727 股，佔出席
會議有效表決股份總數的 0.14%。其中：A 股同意
424,481,809 股，佔 A 股股東出席會議有效表決股
份總數的 100%；反對 0 股；棄權 0 股；B 股同意
6,543,114 股，佔 B 股股東出席會議有效表決股份總
數的 91.68%；反對 0 股；棄權 593,727 股；佔 B 股股
東出席會議有效表決股份總數的8.32%。

4、《2011年度利潤分配方案》；
同意 431,024,923 股，佔出席會議有效表決股份

總數的 99.86%；反對 0 股；棄權 593,727 股，佔出席
會議有效表決股份總數的 0.14%。其中：A 股同意
424,481,809 股，佔 A 股股東出席會議有效表決股
份總數的 100%；反對 0 股；棄權 0 股；B 股同意
6,543,114 股，佔 B 股股東出席會議有效表決股份總
數的 91.68%；反對 0 股；棄權 593,727 股；佔 B 股股
東出席會議有效表決股份總數的8.32%。

5、《關於對公司2011年度日常關聯交易實際發

生額與預計的差異進行確認及對 2012 年度日常關聯
交易進行預計的議案》，關聯股東迴避表決；

同意11,024,923股，佔出席會議有效表決股份總
數的 94.89%；反對 0 股；棄權 593,727 股，佔出席會
議有效表決股份總數的 5.11%。其中：A 股同意
4,481,809 股，佔 A 股股東出席會議有效表決股份總
數的100%；反對0股；棄權0股；B股同意6,543,114
股，佔 B 股股東出席會議有效表決股份總數的
91.68%；反對 0 股；棄權 593,727 股；佔 B 股股東出
席會議有效表決股份總數的8.32%。

6、《關於為下屬子公司提供貸款擔保的議
案》；

同意 429,887,545 股，佔出席會議有效表決股份
總數的 99.60%；反對 1,137,378 股，佔出席會議有
效表決股份總數的 0.26%；棄權 593,727 股，佔出
席會議有效表決股份總數的0.14%。其中：A股同意
424,396,530 股，佔 A 股股東出席會議有效表決股份
總數的 99.98%；反對 85,279 股，佔 A 股股東出席會
議有效表決股份總數的 0.02%；棄權 0 股；B 股同意
5,491,015 股，佔 B 股股東出席會議有效表決股份總
數的 76.94%；反對 1,052,099 股，佔 B 股股東出席會
議有效表決股份總數的14.74%；棄權593,727股，佔
B股股東出席會議有效表決股份總數的8.32%。

7、《獨立董事述職報告》；
同意 431,024,923 股，佔出席會議有效表決股份

總數的 99.86%；反對 0 股；棄權 593,727 股，佔出席
會議有效表決股份總數的 0.14%。其中：A 股同意
424,481,809 股，佔 A 股股東出席會議有效表決股
份總數的 100%；反對 0 股；棄權 0 股；B 股同意
6,543,114 股，佔 B 股股東出席會議有效表決股份總
數的 91.68%；反對 0 股；棄權 593,727 股；佔 B 股股
東出席會議有效表決股份總數的8.32%。

8、《關聯交易管理制度》；
同意 431,024,923 股，佔出席會議有效表決股份

總數的 99.86%；反對 0 股；棄權 593,727 股，佔出席
會議有效表決股份總數的 0.14%。其中：A 股同意
424,481,809 股，佔 A 股股東出席會議有效表決股
份總數的 100%；反對 0 股；棄權 0 股；B 股同意
6,543,114 股，佔 B 股股東出席會議有效表決股份總
數的 91.68%；反對 0 股；棄權 593,727 股；佔 B 股股
東出席會議有效表決股份總數的8.32%。

三、公證或者律師見證情況
為本次股東大會見證的是內蒙古建中律師事務

所劉懷寬律師，並出具《法律意見書》，結論意見
：律師認為：內蒙古鄂爾多斯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東大會的召集及召開程序，大會召集
人資格及出席大會人員的主體資格，大會的表決程
序和表決結果皆符合法律、行政法規、《股東大會
規則》和公司《章程》之有關規定，故大會所通過
的各項決議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內蒙古鄂爾多斯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4月12日

A股簡稱：鄂爾多斯 A股代碼：600295 編號：臨2012-007
B股簡稱：鄂資B股 B股代碼：900936

內蒙古鄂爾多斯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年度股東大會決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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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煤復牌 股價急跌後回穩

六成港人難實現理想退休
儲備金需615萬 強積金佔22% 騰訊（00700）股價走勢持續跑贏大市，管理層趁

機減持套現。聯交所資料顯示，騰訊總裁兼執行董事
劉熾平，近日在市場合共沽售45萬股騰訊股份，套現
近1億元，好倉持股量由0.56%降至0.54%。

劉熾平申報，在4月5日首先減持25萬股，每股作
價為 223.243 元，在復活節長假期後首個交易日，即 4
月 10 日再減持 20 萬股，每股作價 220.924 元。另外，
劉熾平在4月10日兩度行使購股權，分別以每股25.26
元行使 60 萬股，及 33.05 元行使 20 萬股，涉及 2176.6
萬元。

騰訊總裁減持套現近億

鐵貨首季礦石產量升價跌
鐵江現貨（01029）公布截至今年

3 月 31 日止第一季最新營運資料，
Kuranakh礦床的鐵礦石產量較2011年
首季上升29%，鈦鐵產量亦增加2.5倍
。公司稱，由於Kuranakh礦場的產量
提升，重新確定82萬噸鐵精礦和12.5
萬噸鈦鐵精礦的年度目標，相信可以
完成全年生產目標。鐵江現貨昨天收
報1.19元，上升7.207%。

鐵礦石價格跌11%
集團今年首季鐵礦石價格按季下

跌約 11%至每噸 117 美元，公司首席
財務官胡家棟於首季業績電話會議上
表示，鐵礦石價格下跌主要由於集團
售價的計算準則有計及天津現貨價及
數個月前的現貨價，而數個月前的現
貨價較低，價格有輕微滯後所致。

他指出，根據現時天津現貨價來
看，期望集團今年第二季鐵礦石價格

穩步上升。
集團第一季鈦鐵的價格按季升8%

，過去數月均有上升趨勢，預期價格
將會穩步上升，希望今年集團鈦鐵的
價格升勢平穩。公司表示，將鈦鐵產
量倍增的擴充計劃於下半年將順利開
展。在資本開支方面，公司將產量提
升約年產能6萬噸僅動用少於500萬美
元。胡家棟稱，集團短期內並無融資
壓力。

本季度內重大發展包括完成橫越
西伯利亞鐵路的橋樑架構，直接連接
俄羅斯及中國的K&S客戶。

而其他資產已取得重要的發展，
其中Garinkoye的概況研究指出有可能
以每年 DSO（直接運輸礦石）2.4 百
萬 噸 的 模 式 經 營 ， 並 收 購 Bolshoi
Seym 餘下的股份，取得全部擁有權
，以及發展一個年產 20 萬噸鈦鐵的
業務。

摩通發表報告，引述青啤（00168）管理層在分析
員會議中提到，爭取在未來三年銷量複合成長率目標
可以達到接近12%水平，同時會重點發展副品牌。摩通
預期青啤今年首季盈利會倒退，並維持 H 股 「減持」
評級。

蒙牛乳業（02319）宣布，按照公司章程，總裁任
期一般不超過兩屆，因此楊文俊辭任總裁一職，但繼續
留任副主席職務，集團委任孫伊萍為總裁兼執行董事，
4月12日起生效。

華能國際（00902）宣布其今年第
一季度發電量完成情況，根據公司的
初步統計，截至今年 3 月 31 日，公司
中國境內各運行電廠按合併報表口徑
累計完成發電量 761.66 億千瓦時，同
比增長0.97%；累計完成售電量718.18
億千瓦時，同比增長 0.96%。公司昨
天收報4.31元，上升0.937%。

公司表示，發電量增幅較全國一
季度平均增長率低的主要原因是：西
北等地區發電量的高速增長拉高了全
國增長率水平，而公司裝機多分布於
一季度發電增速較為平緩的東南沿海
及粵東地區。

此外公司2012年一季度裝機容量

增長率低於全國2.9%，影響電量同比
增長率約 2.76%。而公司在雲南兩廠
因當地煤礦安全事故影響，電煤供應
緊張，影響了部分發電量。

江蘇風電項目獲核准
另外，由華能國際控股的華能如

東風力發電風電場一期項目已於近日
獲得江蘇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核准。

該項目建設規模為48兆瓦，項目
總投資約為 4.52 億元人民幣，其中項
目資金為1.2億元人民幣，約佔總投資
的 25%，由如東風力發電出資，其餘
資金通過銀行融資或項目業主自籌解
決。

華能首季發電量僅微增

TCL通訊（02618）去年多賺14%，惟踏入2012年
手機銷量不濟，集團更發出盈利預警，主席李東生表示
，智能手機仍處爬坡期，銷售未能達標，加上環球經濟
低迷拖累手機市場需求，估計今年首三個月的盈利將大
幅低於去年同期水平。

李東生解釋，歐洲債務危機及全球經濟持續低迷，
令手機市場需求疲弱，加上手機製造商的競爭激烈，導
致功能手機毛利率下跌。同時，今年首季智能手機僅佔
整體銷售10%，面對產品認證過程較長，影響新產品的
上市進度。

TCL多媒體發季度盈喜
TCL 多媒體（01070）發盈喜，預期截至今年 3 月

底止三個月的溢利相較上年度同期數字將會錄得大幅增
長。此預期溢利主要來自 LCD 電視機銷量大幅增長及
產品結構持續改善；及收購 TCL 光電科技（惠州）
100%股權及其擁有 60%權益的附屬公司惠州 TCL 璨宇
光電權益而產生之 「一次性」收益。

TCL通訊未達標發盈警

中煤能源（01898）旗下上海能源所屬江蘇沛縣孔
莊煤礦日前發生透水事故，受消息拖累，公司昨早復
牌，股價曾急挫至 8.32 元，收報 8.55 元，下跌 0.812%
。多間大行發表研究報告稱，受透水事故影響，公司
短期股價會受影響，惟長遠仍看好公司發展。

於復牌當日，中煤能源公布 3 月份主要生產經營
數據，上月煤炭銷售量達1266萬噸，按年錄得1.8%的
升幅。其中自產煤內銷 974 萬噸，按年增加 7.9%；國

內貿易237萬噸，按年跌10.9%。
公司3月份商品煤產量為1046萬噸，較2011年同

期大升25.9%；焦炭產量由去年3月份的17萬噸減至13
萬噸。高盛表示，孔莊煤礦現時的生產量為每年105萬
噸公噸，佔中煤去年原煤生產量少於1%。若內地政府
下令孔莊煤礦於今年餘下時間暫停生產，估計為中煤
今年財年收入帶來的衝擊將少於1%。雖然煤礦事故或
會短期為股價帶來影響，該行認為對中煤盈利預測下

調風險有限，維持 「確信買入」評級。

高盛維持買入評級
野村表示，若上海能源旗下煤礦可於兩個月內復

工，預測中煤今年財年收入及原煤產量將分別下跌
3.4%及1%。該行預料今次事故會為中煤股價帶來壓力
，但基於看好其新煤帶動產能提升，重申 「買入」評
級，目標價12.5元。

調查：3個成年人便有1股民

證監會旗下收購及合併委員會裁定，中石化
（00386）董事長傅成玉於3月26日所作出的聲明含糊
不清造成不確定性。

傅成玉的聲明如下： 「關於收購中燃氣（00384）
，我們是和新奧（02688）一起提出了一個收購價，這
方面已經反映了市場的公允價值。至於以後要不要提
高，我們並不是為了收購而收購，我們是不能付高於
市場價格的價格。所以我覺得我們已經反映了市場價
格。」雖然該項聲明並不構成《公司收購及合併守則
》所指 「不提高要約價格的聲明」，但批評中石化與
新奧（下稱要約人）就是否排除可能提高收購中國燃
氣的要約價，一直含糊不清及造成不確定性。

九興控股（01836）公布首季業務資料，中國零售
業務收入 2410 萬美元，上升 40%；同店銷售額 1540 萬
美元，上升16%；截至3月底止，門市店數目373間。
。九興首季總收入（包括製造業務、中國零售業務）約
2.74億美元（約21.372億港元），輕微上升1%。

工資水平不斷上漲，導致企業的成本持續受壓，飛
達帽業（01100）決定搬廠減壓。副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顏寶鈴昨日於傳媒午宴表示，自去年初於孟加拉設置新
廠房後，工資成本有明顯下降。她舉例，深圳廠房每人
每月工資最低為 2300 元人民幣，且未計入伙食住宿，
而孟加拉的員工只需 60 美元（約 468 港元），但無需
包伙食住宿。換言之，少請1名內地員工，至少可以請
到4名孟加拉員工。

飛達目前在深圳及番禺均設有廠房，年產能逾
3000萬件，其中深圳員工約2000至2500人。顏寶鈴說
，即使內地員工流失率大，但現時已經無需像以往一樣
加薪挽留。她續說，孟加拉廠房現有約700名員工，產
能約25萬件，冀10月份能增至50萬件，明年進一步提
升至100萬件。

飛達孟國設廠成本大減

中國香港（02388）昨日提醒市民，留意一個名為
www.bochk.net的網址，指該網址在未經中銀香港授權
下，將用戶的瀏覽器自動導航至 「中銀香港」網站，
誤導用戶以為該網址為中銀香港的網址，有關事件已
引起中銀香港的關注。中銀香港聲明，中銀香港與該
網址沒有任何直接或間接的關係，並已將有關情況知
會金管局及香港警方。

受訪者預期未來理想退休金來源
來源

強積金（包括強制性及自願性供款）
存款
股票/基金/其他金融投資項目
與儲蓄/投資相連的壽險計劃
物業（做投資及出租用途）
賭博（如六合彩、賽馬、足球）
長輩遺產/親友贈送

所佔比例
22%
22%
21%
17%
13%
3%
3%

■證監會批評傅成玉言論

■中銀：留意自動導航網址

■九興首季收入21億升1%

■蒙牛委孫伊萍任總裁

每 3 個成年人當中，便有 1 個是股民。
港交所（00388）最新調查報告顯示，本港
有近 215 萬的個人證券投資者，創紀錄新高
。而個人投資者透過網上媒體進行證券交易
的比例持續攀升，不過銀行仍然是最主要的
證券交易渠道。

股民215萬創新高
港交所發表的《個人投資者調查2011》

顯示，本港共有 214.7 萬名個人證券投資者
（即指在受訪時持有或12個月內曾買賣證券
），為1989年定期調查以來最高紀錄，佔本
港成年人口的 35.7%，比例則與 2007 年的調

查相若，但略高於2009年的35.0%水平。
證券持有人（即在受訪時持有證券的人

士）當中，所佔成年人口比例達 33.8%新高
，較 2009 年高出 1.2 個百分點。在成年人口
中約有2%，約12.2萬人是衍生產品投資者。

在去年11月14日至12月23日調查期間
，典型的香港個人證券投資者是47歲，受過
預科或以上教育、個人每月收入約 1.625 萬
元、家庭每月收入約 3.5 萬元的人士。典型
的香港個人衍生產品投資者是40歲、受過大
專或以上教育、個人每月收入約2.25萬元、
家庭每月收入約4.5萬元的人士。

今次調查首次問及證券投資者在權證及

牛熊證方面的交易活動，其中權證或牛熊證
投資者在相關的12個月內的交易宗數中位數
為10宗，平均每宗交易金額的中位數為2萬
元。

調查發現，在證券產品而言，越來越多
證券投資者採用銀行交易渠道，佔 77.2%比
重，較 2009 年同類調查的 73.5%有所增加；
相反，透過經紀行買賣的比例，由2009年的
25.9%降至22.4%水平。

至於在衍生產品交易上，透過經紀行買
賣的比例佔 64.4%，較 2009 年的 52.1%顯著
上升。另方，以銀行買賣衍生產品的，卻由
2009年的47.9%降至35.6%水平。

▲友邦退休金管理及信託高級副總裁暨執行董事
謝佩蘭

調查結果顯示，逾八成受訪者冀於65歲前退休，
理想退休平均年齡為 59 歲，理想退休儲備中位數是
615萬元，期望每月生活費中位數則為1.2萬元。惟六
成人表示無信心可以達標，經每位受訪者獨立精算，
則驗證 61%受訪者退休時的預期儲備不足以應付退休
所需。調查於今年 1、2 月間舉行，由訪問 1415 名 18
至65歲擁有強積金帳戶的在職人士所得。

愈接近退休信心愈低
受訪者預期包括強制性及自願性供款的強積金，

會佔未來退休儲備金額來源的 22%，其他主要儲備來
源則有存款，佔 22%；股票基金和其他金融投資佔
21%；以及與儲蓄、投資相連的壽險佔17%。調查結果
還顯示，以個人月入劃分，月入 6500 至 10000 元的受
訪者，對達成退休儲備信心最低。以年齡劃分，則愈
接近退休，信心愈低。受訪者現時每月撥作儲蓄或投
資來實現退休計劃的金額中位數為3787元（包括強積
金）。

友邦退休金管理及信託高級副總裁暨執行董事謝
佩蘭表示，退休 「儲備不足」人士，經過測算，可有
兩種選擇，一是延遲退休平均 8.5 年，以維持每月 1.2
萬元生活費；二是按原計劃時間退休，但平均需大削

每月生活費 59.3%，至 5925 元。而若兩樣都不願妥協
，則應即時檢討理財計劃，考慮適當增加每月儲蓄或
強積金自願性供款。相比之下，整體強積金年度化回
報率約2%，高於銀行存款利息。

過半人不知強積金回報
而調查結果顯示，現時受訪者規劃退休的最主要

工具仍是存款，包括儲蓄及港幣外幣定存，以低收入
人士為甚，平均則佔 37%。其他則有股票佔 17%，強
制性及自願性供款強積金合計佔 19%，儲蓄投資相連
壽險佔 10%，窩輪期指等其他金融工具佔 12%，投資
及出租物業佔5%。

對於去年強積金全年錄得負8.4%回報的質疑，謝
佩蘭回應指，今年首兩個月，強積金平均回報為正
8.2%，說明這項投資要着眼長線。另外強積金推出以
來年化回報率2%，也可跑贏本港通脹率。她指出，調
查也顯示受訪者對強積金認識不足，也不太積極管理
。54%受訪者不知道現時帳戶每年的平均回報，46%受
訪者從未轉換基金組合，僅 26%受訪者了解即將推出
的 「強積金半自由行」。同時，僅有 10%受訪者表示
，推出半自由行後，會即時轉換強積金公司。

被問及會否下調收費，以提升公司強積金競爭力
，她表示價格主要取決於市場情況及基金成本，目前
整體強積金支出比率僅為1.74%，屬低水平。

友邦（01299）退休金管理及信託公布
昨公布首份 「MPF理想退休生活調查」 結果
，顯示受訪者認為心目中理想的退休平均年
齡為59歲，理想退休儲備金額中位數為615
萬元，預期資金來源中22%為強積金。理想
退休每月生活費約1.2萬元，惟逾六成受訪
者預計無法達成儲備目標。

本報記者 劉靜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