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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新歐物流公司成立
擬每周3班往歐洲 1班回重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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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簡稱：蘇常柴A、蘇常柴B 公告編號：2012-003
股票代碼：000570、200570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訴訟、仲裁進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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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訴訟或仲裁事項受理的基本情況
常州常柴奔牛柴油機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常奔公司」）為本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註冊資本3378.64萬元，其中本公司出資2533.98萬元，佔註冊資本的
75%，自然人強金龍出資844.66萬元，佔註冊資本的25%。經營期限從1996年6月
17日至2011年6月16日。

江蘇省常州市武進區人民法院於2011年12月28日受理了本公司起訴被告常
奔公司、第三人強金龍確認常奔公司 2011 年第一次臨時股東會決議效力糾紛一
案。詳情公告刊登於2011年12月31日的《證券時報》、《大公報》和巨潮資訊
網。

二、有關本案的基本情況
2011年7月19日，常奔公司召開了2011年公司第一次臨時股東會，審議了延

長公司經營期限並修改公司章程的議案，會議形成了將常奔公司的經營期限從
2011年6月17日延長至2026年6月16日的股東會決議。本公司認為，此決議應為
有效決議，對股東具有約束力。但第三人強金龍始終否認該次股東會決議之效
力。

因此，本公司於2011年12月28日向常州市武進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
法院確認常奔公司2011年第一次臨時股東會決議合法有效，延長常奔公司的經營
期限至2026年6月16日。

常州市武進區人民法院分別於2012年2月13日、2012年4月9日開庭審理了
本公司要求確認常奔公司2011年第一次臨時股東會決議有效性的案件，原告常柴
公司委託代理人薛峰、被告常奔公司委託代理人陸剛、錢新及第三人強金龍委託
代理人錢技平、韓琴到庭參加訴訟。

三、判決或裁決情況
常州市武進區人民法院於 2012 年 4 月 9 日下達了民事判決書（〔2012〕武商

初字第25號），原告常柴股份有限公司請求法院確認常奔公司於2011年7月19日
召開的2011年第一次臨時股東會所作出的決議合法有效的請求，符合法律規定，
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股東會決議 「修改公司章程第四條，股東合營期限為十五
年，自1996年6月17日至2011年6月16日，現修改為股東合營期限延長十五年，
自2011年6月17日至2026年6月16日」合法有效。

四、簡要說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訴訟仲裁事項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包括控股公司在內）無尚未披露的小額訴訟、仲裁事

項，無應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訴訟、仲裁事項。
五、本次公告的訴訟、仲裁對公司本期利潤或期後利潤的可能影響
本次公告的訴訟事項預計對公司本期及期後利潤不產生影響。公司將就該案

的進展情況及時履行信息披露義務。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12年4月13日

股票簡稱：佛山照明（A股）、粵照明（B股） 公告編號：2012-006
股票代碼：000541（A股）、200541（B股）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董事辭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本公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
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稱敘或者重大遺漏。

公司董事會於今日收到了公司董事潘達禮先生（英文名 Francis
Michael Piscitelli）提交的辭去公司董事的申請，潘達禮先生因個人
原因申請辭去所擔任的公司董事職務。根據《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關的規定，潘達禮先生的辭職申請自送達公司董事會時生
效。潘達禮先生辭去公司董事職務後不再擔任公司任何職務。

公司董事會對潘達禮先生在但任公司董事期間為公司發展作出
的貢獻表示衷心感謝。

特此公告。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二○一二年四月十二日

證券簡稱：粵華包B 證券代碼：200986 公告編號：2012－012

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業績預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真實、準確和完整，並對公告

中的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負連帶責任。
一、本期業績預計情況

1.業績預告類型：虧損
2.業績預告情況表

二、業績預告預審計情況
本次業績預告未經註冊會計師預審計。

三、業績變動的主要原因說明
報告期內，由於受國內市場疲軟和歐美經濟動盪等因素的影響，國內

造紙行業自去年四季度至今持續低迷，公司產品銷量下降造成營業收入同
比下滑，導致公司虧損。
四、其他相關說明

本業績預告是公司財務部門初步測算的結果，公司2012年1-3月的具
體數據將在公司《2012年第一季度季度報告》中披露。敬請投資者注意投
資風險。

特此公告

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二○一二年四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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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3月31日
約-1,800萬元至

-1,900萬元
約-0.036元至
-0.038元

上年同期
2011年1月1日─2011

年3月31日

2,962.85萬元

0.059元

增減變動（%）

下降160─164%

下降161─164%

證券簡稱：閩燦坤B 證券代碼：200512 公告編號：2012-017

廈門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第一季度業績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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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期業績預計情況
1. 業績預告期間：2012年1月1日—2012年3月31日
2. 預計的業績類型：虧損
3. 業績預告情況表

二、業績預告預審計情況
本業績預告未經過註冊會計師預審計。
三、業績變動原因說明
本期因外銷市場不景氣，營收減少；人民幣匯率升值，外銷出口毛利下降。
四、其他相關說明
1. 本公司將從研發、貿易、製造、採購等環節進行革新、提高營運效率、

降低費用；
2. 具體財務數據將在公司2012年第一季度報告中予以披露，敬請廣大投資

者注意投資風險。
特此公告。

廈門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12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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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31日

虧損：約900萬元–1,200萬元

虧損：約0.008元-0.011元

上年同期
2011年1月1日—2011年3月31日

盈利：1,566萬元

盈利：0.014元

廣東省湛江市坡頭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11）湛坡法民初字第632號
黃志德：

本院受理原告陳偉英訴你離婚糾紛一
案，已審理終結，現依法向你公告送達
（2011）湛坡法民初字第 632 號民事判決
書，判決內容如下：准予原告陳偉英與被
告黃志德離婚。本案受理費300元，由原告
陳偉英負擔。自公告之日起3個月內來本院
領取民事判決書，逾期即視為送達。如不
服本判決，可在公告期滿後 30 日內，向本
院遞交上訴狀及副本，上訴於湛江市中級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決即發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湛江市坡頭區人民法院
二○一二年三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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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妃甸礦石碼頭成功試載
【本報記者李小聰、通訊員巢軍石家莊十二日電】在

邊檢官兵的全程監護下， 「維克多瑞斯」號貨輪滿載 16.8
萬噸鐵礦石成功停靠曹妃甸 25 萬噸級 3 期礦石碼頭，標誌
這個碼頭首次重車試卸貨取得成功。

曹妃甸港口公司調度室主任梁雪平介紹，曹妃甸25萬
噸級礦石碼頭3期工程岸線長831米，設有2個泊位，6個門
機，每台門機的作業功率為每小時3000噸。另外，3期碼頭
設有兩條輸送帶，每條輸送帶的傳輸效率為每小時9000噸
，3期碼頭工程年設計貨量3580萬噸，即將正常通航運行。

MSC港口業務擬星上市
【實習記者李先達報道】根據外電報道，瑞士地中海

航運有限公司（MSC）表示，公司正考慮將其全球港口碼
頭業務在新加坡上市，其形式可能是首次公開集資（IPO）
，也可能是商業信託。

這次募集資金的規模可能是10億美元，但仍在醞釀階
段。MSC是一家航運公司，同時也經營港口管理業務。法
國巴黎銀行、里昂證券和德意志銀行已被授權管理這項交
易。

高昂的航空燃油開支壓得航空公司喘不過氣來
，全球機隊規模最大的美國達美航空為了節省成本
開支，擬收購美國康菲石油公司（ConocoPhillips）
在東岸的一家煉油廠，以穩定供應和減少開支，達
到削減燃油開支 10%的目標。這種由通過期貨燃油
的思維轉變直接收購煉油廠來滿足能源需求的大膽
創新，開創了航空業營運管理和戰略思想的先河，
亦讓人了解航企的用心良苦。

達美航空去年燃油開支為116.8億美元，每年使
用39億加侖航空油。據統計，每加侖航空油價格若
上升 1 美仙，相當於公司每年需多支出 4000 萬美元
燃油成本。去年同期，在紐約港現貨航空燃油每加
侖平均售價 3.12 美元，而在五年前，年均每加侖
1.94美元。

據一名消息人士指，達美擬購買康菲石油公司
位於賓州 Trainer 的煉油廠，旨在通過供應降低 10%
燃油開支，從而達到削減能源成本的目的。

兩名不願意透露身份的人士表示， 「收購事宜
與談判正在進行中。達美航空將獲得Trainer這家煉
油廠成品油及其他副產品，作為交換的條件是，他
們將航空運輸業並不需要的石油副產品交給康菲公
司。亦有消息指，達美航空的董事會已兩次與會討
論收購相關事宜。據CNBC電視台報道，該公司可
能為該煉油廠出價達1億美元。

康菲石油公司早前曾表示，如果在今年 5 月底
都不能為Trainer尋找到合適的買家的話，將關閉該

煉油廠，原因是東海岸煉油廠的利潤空間受到壓縮
。對於達美航空來說，這個交易能幫助他們削減燃
油成本，去年該公司的機隊運營和區域合作者在能
源成本開支方面達118億美元，相當於其總支出量的
36%。

分析指出，通過這場交易，煉油廠生產的燃油
和其他相關協議產品能彌補達美的部分需求。目前
達美航空是全球客機燃料最大用家，對於該公司而
言，這將是一項大膽且史無前例的燃料成本避險方
法。

紐約銀行發言人祖卡雷利拒絕評論事件，達美
航空發言人埃里克和康菲石油公司發言人約翰遜也
不願意回應事件。約翰遜在電話採訪中表示， 「對
Trainer 煉油廠的買賣過程是保密的，不能談論其中
的任何細節。我們仍在尋求煉油廠的買家。」他重
申， 「康菲石油公司希望在下個月底做成這宗交易
。」

康菲石油公司表示，在費城郊區Trainer的煉油
廠設備，每日可提煉 18.5 萬桶原油，其中汽油佔去
年產量超過一半。

據了解，新合資公司的股份結構，中鐵多式聯運
公司佔股10%；德鐵、俄鐵、哈鐵分別佔股16.3%；
重慶交運集團佔股41.1%。公司主要開展重慶和歐洲
之間雙向 「站到站」服務。但重慶方面沒有透露公司
初期資本投入額及具體盈利模式。

今後一段時期，物流公司將發揮股東優勢，優化
運行線路，組織回程貨源，發揮貨代功能，搞好代理
服務，減少中間環節，降低物流成本，力爭在今年年
底實現每周3班重慶至歐洲、1班歐洲至重慶班列開
行、全程運行時間14天左右的目標。

班列成功開行19趟
自去年開始，渝新歐國際鐵路物流大通道目前已

成功開行班列 19 趟，共運輸筆記本電腦、顯示器等電
子產品 140 萬台。但運價、開行時間、回程貨源組織、
冬季保障運輸等問題仍然制約着該運輸的常態開行。

經五國六方多次會議協商，各方一致同意成立渝
新歐公司，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利益共同體。在鐵
道部的支持下，經過半年多的談判和協商，中鐵、哈
鐵、俄鐵、德鐵和重慶交運集團達成合資共同發起組
建渝新歐公司的協議。

渝新歐（重慶）物流有限公司作為專營亞歐國際
鐵路聯運大通道的公司，是目前唯一的四國共同合資
組建的鐵路物流企業。此前，渝新歐公司採取邊組建

、邊運作的模式，積極配合重慶政府為 「渝新歐」的
常態開行努力工作。

目前，重慶─杜伊斯堡全程運價已由每 40 呎大
櫃9800美金降至8900美金左右。並將於2012年4月
開始推進每周2班的發運工作。至於冬季運輸保溫材
料實驗亦取得了重要進展，IT產品在15厘米厚的特
製保溫材料防護下，可經受零下40℃低溫環境考驗。

近期，在鐵道部和海關總署的支持下，鐵組和鐵
盟達成共識，從今年1月1日起將採用國際貨協∕貨
約統一運單，這樣還將節約因在波蘭換單耽誤的一天
時間，使進一步縮短運行時間成為可能。

數據顯示，重慶去年已產出 2500 多萬台筆電產
品，預計今年將達到 5000 萬台。根據企業運輸方式

測算，重慶方面預計將有40%的貨量將銷往歐洲沿線
國家。

運費與海運將拉近
TNT 天地國際運輸代理（中國）公司戰略客戶

管理部總監魏智德表示， 「目前，只要有歐洲汽車零
配件、儀器儀表等貨物作為回程貨，渝新歐運價肯定
會下降。當下的海運，船運公司一直虧損，近期肯定
會漲價。海運價與渝新歐鐵路運價會慢慢拉近。但從
中國海運至歐洲時間肯定在 30 天左右。而鐵路很簡
單，關務打通、換軌時間穩定後，我很有信心透過渝
新歐鐵路，12至15天就可以把貨物運往歐洲。我不
認為海運在重慶會有太大的生存空間。」魏智德坦言。

達美擬購煉油廠降低成本

跨境鐵路貨櫃運輸合資企業——渝新
歐（重慶）物流有限公司剛成立。多家在
本地貨代或快遞負責人認為，新成立的公
司做了非常好的線路安排和運輸網絡，幫
貨代公司把跨國鐵路貨運關節打通。跨國
鐵路專列的常態開行使海運在重慶的影響
作用相對減輕。合資公司由重慶交運集團
聯合中鐵、俄鐵、德鐵、哈鐵組建。

【本報記者韓毅重慶十二日電】

【本報記者傅彥華哈爾濱十二日電】綏芬河
綜合保稅區管委會在哈爾濱舉行招商推介會，以
獨特的區位優勢和一攬子優惠政策吸引企業入駐
保稅區，承接 「長三角」、 「珠三角」及港澳台
等海內外產業轉移，打造中俄邊境最大的外向型
產業集聚區。

綏芬河綜合保稅區管委會副主任安茂蓮說，
對於企業從境外運入區內的基建設備、基建物資
、生產設備、自用辦公用品免徵和緩徵 40%左右
的關稅、增值稅、消費稅。對於企業從國內運入

區的基建設備、基建物資、生產設備及各類商品
，貨物入區先行退稅。在區內建廠從事加工生產
，要比區外降低約 25%的固定資產和生產設備投
入。區外投資1000萬元的項目，在區內只需投資
750萬元即可運作，大大提高了資金利用率，降低
了生產成本，實現了利潤最大化；對於企業在區
內從事生產經營及企業間交易，將比區外節約
27%左右的交易成本。在區內從事 1000 萬元的商
品交易，將免270萬元的稅金，降低了經營成本，
提高了企業的市場競爭力。

淡水河谷：
亞洲超大礦砂船需求逾百艘
【實習記者李先達報道】據外電報道，由於亞洲礦石市

場需求強勁，巴西淡水河谷認為亞洲運輸可以容納逾百艘
「Valemax」超大型礦砂船。

礦石及戰略負責人馬丁昨日在新加坡表示，一艘
「Valemax」型船每年可執行四個來回航程，運輸約150萬噸

礦石。由於淡水河谷對亞洲的出口量約為2億噸，估計市場
將需要超過一百艘 「Valemax」型船。淡水河谷目前年產3億
噸礦石，其中40%銷往中國，這種需求趨勢仍在不斷增長中
。淡水河谷預計在數月內取得中國政府的特許，允許其
「Valemax」型船在中國卸貨。此舉有助淡水河谷將運貨至

中國的航運成本削減20%，並將碳排放削減35%。

綏芬河保稅區推優惠政策

▲ 重慶市長黃奇
帆（左二）與鐵
道部、海關總署
領 導 為 渝 新 歐
（重慶）物流有
限公司授牌

本報攝

▲達美航空構
思收購康菲石
油閒置煉油廠
，會否令其他
航空公司模仿
，成下一個焦
點

▲邊檢官兵監護即將靠港的外輪 本報攝

武漢直航巴黎開通
【本報記者李曉波武漢十二日電】由法國航空執飛的

波音 777-200ER 大型寬體遠程客機今日上午 9 時降落在武
漢天河國際機場，這標誌着華中地區首條直達歐洲的客運
航線正式開通。

法航巴黎至武漢直飛航線每周 3 班，每次航班可搭載
309 人，包括 35 個公務艙座位、24 個 「尊尚經濟艙」座位
和250個經濟艙座位，飛行時間約為11個半小時。

▲上海鐵路局與東方航空在上海簽署戰略合作協議，將
共同推出 「空鐵通」 聯運產品，實現上海鐵路局管轄內
的安徽、江蘇、浙江、上海三省一市主要城市的高鐵、
動車組列車與東航航班的雙向聯運。 「空鐵通」 產品的
組合運價將低於旅客以前分別購買火車票和飛機票的總
價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