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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福藥業（私人）有限公司
LUEN FOOK MEDICINE CO., (PTE) LTD. SINGAPORE

東南亞
總發行

：

嚴 防 影 射 假 冒
購買正貨時請認明非洲海底椰標止咳露

經香港衛生署藥物註冊認可 註冊編號：HK49974
總代理：香港瑞昌藥業有限公司

香港上環禧利街十五號一樓
電話：2544 4859 傳真：2544 4248

證券簡稱：ST珠江、ST珠江B 證券代碼：000505、200505 公告編號：2012-009

海南珠江控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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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準確和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

或者重大遺漏。
一、本期業績預計情況
1.業績預告報告期：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3月31日
2.業績預告類型：虧損
3.業績預告情況表

二、業績預告預審計情況
業績預告未經過註冊會計師預審計。
三、變動原因說明
主要係房地產收入大幅下降及財務費用增加所致。
四、其他相關說明
本次業績預告是公司財務部門初步測算結果，具體數據將在公司2012年第一季度報告中詳細

披露，本公司將繼續嚴格按照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和要求，及時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請廣大投資者
注意投資風險。

特此公告。

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二○一二年四月十三日

證券簡稱：ST珠江、ST珠江B 證券代碼：000505、200505 公告編號：2012-010

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業績快報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準確和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

或者重大遺漏。
本公告所載2011年度的財務數據為初步核算數據，尚須經最終核算（尚須經會計師事務所審

計），可能與最終核算（經審計）的財務數據存在差異，請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

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二○一二年四月十三日

項目
淨利潤

基本每股收益

2012年1月1日-2012年3月31日
約-2,500萬元─-3,000萬元

約-0.06元─-0.07元

2011年1月1日-2011年3月31日
315萬元
0.01元

一、2011年度主要財務數據和指標
項目

營業收入（萬元）
營業利潤（萬元）
利潤總額（萬元）
淨利潤（萬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
淨資產收益率（%）

總資產（萬元）
股東權益（萬元）
每股淨資產（元）
二、經營業績和財務狀況情況說明
報告期內主要因房地產銷售收入及利潤較上年度大幅減少，致使營業收入、營業利潤、利潤總額
、淨利潤及淨資產收益率比上年度大幅減少；因本報告期虧損及公司持有的西南證券股份公允價
值變動等原因導致股東權益比期初減少。

本報告期
23315
-4201
-4198
-4948
-0.12

-11.37%
本報告期末

131195
37300
0.87

上年同期
68607
5756
5915
2773
0.06

4.82%
本報告期初

144889
49730
1.17

增減幅度（%）
-66.02%
-172.98%
-170.97%
-278.43%
-300.00%

減少16.19個百分點
增減幅度（%）

-9.45%
-24.99%
-25.64%

申請酒牌續期啟事
W28

現特通告：戴維揚其地址為香港灣
仔皇后大道東 202 號 QRE 廣場 9 樓
，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香港灣仔皇
后大道東 202 號 QRE 廣場 9 樓 W28
的酒牌續期。凡反對是項申請者，
請於此公告登報之日起十四天內，
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
交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25號駱克道市
政大廈8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2年4月14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W28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Davies Anthony
Christopher of 9/F, QRE Plaza, 202
Queen's Road East, Wan Chai, Hong Kong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W28 at 9/F, QRE Plaza, 202 Queen's
Road East, Wan Chai, Hong Kong.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renewal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8/F,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22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14-4-2012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11）天法民四初字第514號

鄧少風：
本院受理的原告廣州攀長鋼貿易有限

公司訴被告鄧少風租賃合同糾紛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
訴訟法》第八十四條的規定，向你公告送
達（2011）天法民四初字第514號民事判決
書：一、被告鄧少風於本判決發生法律效
力之日起 10 日內，向原告廣州攀長鋼貿易
有限公司支付拖欠廣州市體育西路 32 號首
層房屋 2010 年 7 月 1 日至同年 11 月 20 日期
間的租金人民幣 225600 元；二、被告鄧少
風於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10 日內，
向原告廣州攀長鋼貿易有限公司支付遲延
支付上述期間租金的違約金人民幣 175032
元；三、駁回原告廣州攀長鋼貿易有限公
司的其他訴訟請求。被告鄧少風如果未按
本判決指定的期間履行給付金錢義務，應
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
二百二十九條之規定，向原告廣州攀長鋼
貿易有限公司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
務利息。本案受理費人民幣 8520 元，由原
告廣州攀長鋼貿易有限公司負擔人民幣
1210 元，被告鄧少風負擔人民幣 7310 元；
公告費人民幣2700元由被告鄧少風負擔。

本公告自發出之日起，經過三個月，
即視為送達。如不服本判決，原告廣州攀
長鋼貿易有限公司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
十五日內、被告鄧少風可在判決書送達之
日起三十日內向本院（立案庭）遞交上訴
狀，並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
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
二○一二年四月九日

本公司及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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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所載2011年度的財務數據為初步核算
數據，尚須經會計師事務所審計，有可能與經審
計的財務數據存在差異，請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
。

一、2011年度主要財務數據和指標 二、經營業績和財務狀況情況說明
報告期內，公司主營業務收入同比有所下降

，銷售淨利率有所降低。由於國內彩電、手機、
白電業務競爭激烈，產品價格不斷下降；同時受
各地最低工資標準上調、CPI上漲、融資成本上
升等因素的影響，成本和費用有所增加，導致
2011 年前三季度本公司盈利水平較 2010 年同期
大幅下降。2011年第四季度，本公司彩電業務通
過運營效率提升、市場拓展以及產品結構優化，
使得 2011 年第四季度與 2010 年同期相比，盈利
能力大幅提高。但綜合2011年全年看，盈利能力
仍較2010年度有所下降。

三、備查文件
經公司現任法定代表人侯松容先生、主管會

計工作負責人楊榕女士、會計機構負責人徐有山
先生簽字並蓋章的比較式資產負債表和利潤表。

特此公告。

康佳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一二年四月十四日

證券簡稱：深康佳A、深康佳B 證券代碼：000016、200016 公告編號：2012-07

康佳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第一季度業績預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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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虧為盈
2.業績預告情況表

二、業績預告預審計情況

本次業績預告未經過註冊會計師預審計。
三、業績變動原因說明
今年第一季度，本公司彩電業務通過運營效

率提升、市場拓展以及產品結構優化，使得今年
第一季度與去年同期相比，經營效率穩步提升，
盈利能力有所提高。

四、其他相關說明
本次業績預告經公司財務部門初步測算，具

體數據以2012年第一季度報告披露的數據為準。
敬請廣大投資者謹慎決策，注意投資風險。

特此公告。

康佳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一二年四月十四日

證券簡稱：深康佳A、深康佳B 證券代碼：000016、200016 公告編號：2012-08

康佳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度業績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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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萬元─
（1500）萬元

（0.0083）元─
(0.0124)元

上年同期
2011年1月1日—
2011年3月31日

-7,686.30萬元

-0.0638元

項 目

營業收入（元）

營業利潤（元）

利潤總額（元）

歸屬於上市公
司股東的淨利
潤（元）

基本每股收益
（元）

加權平均淨資
產收益率（%）

總資產（元）

本報告期

16,217,619,883.23

-225,396,716.44

9,546,768.95

24,850,671.41

0.0206

0.62%

本報告期末

16,906,453,313.30

上年同期

17,111,454,066.34

-28,068,637.47

87,706,989.88

83,947,861.32

0.0697

2.13%

本報告期初

16,466,895,565.00

增減幅度

-5.22%

-703.02%

-89.12%

-70.40%

-70.44%

-1.51%

增減幅度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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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9,621,806.13

3.3303

3,998,647,232.73

3.3212

0.27%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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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導性陳述或者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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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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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公司業務由房地產開發和服裝生產構成。業

績預告期虧損是因為公司 2009 年轉型以來，為大力
支持房地產開發而逐步壓縮服裝業務導致服裝業務下
降；同時，由於房地產項目開發周期相對較長，儘管
已經取得預售許可證，但無法在業績預告期實現竣工
結算。

四、其他相關說明
具體數據將在 2012 年第一季度報告中進行詳細

披露，敬請廣大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
特此公告。

廣東雷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二○一二年四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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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導性陳述或者重
大遺漏。

特別提示：本報告所載 2011 年度的財務數據已
經會計師事務所審計，與年度報告中披露的最終數據
不存在差異。

一、2011年度主要財務數據和指標
（單位：元）

註：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增減變動幅度=2011
年數-2010年數

二、經營業績和財務狀況情況說明
1、經營業績說明
2009 年公司進入房地產行業後，公司業務由單

一的服裝業務轉型為服裝與房地產並營。為了實現業
務轉型，做強做大房地產業務，2011 年度公司繼續
貫徹逐步退出服裝業務的目標。公司位於普寧的尚堤
中央住宅項目已處於預售階段並取得預售許可證，但
尚未進行結算。2011 年度公司積極解決銀行貸款問
題，報告期共歸還各銀行貸款本息8,480萬元，已經
妥善解決了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的
逾期貸款。

2、增減變動的主要原因：
（1）營業收入增減變動的主要原因是2011年度

為保障房地產項目的開發，公司逐步壓縮了服裝業務
規模。

（2）營業利潤增減變動的主要原因是 2011年
度壓縮服裝業務規模； 2011 年度剝離資不抵債的
控股子公司減少虧損。

（3）利潤總額、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基本每股收益增減變動的原因是 2011 年度履行
完畢與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的債務
重組協議，利息減免計入報告期收益；②剝離資不抵
債的控股子公司獲得投資收益。

三、與前次業績預計的差異說明
公司於2012年1月6日發布了《2011年度業績預

告修正公告》（公告編號：2012—002），本次業績
快報與2011年度業績預告修正公告不存在差異。

特此公告！

廣東雷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二○一二年四月十三日

證券簡稱：ST雷伊B 證券代碼：200168 公告編號：2012-006

廣東雷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度業績快報

證券簡稱：ST雷伊B 證券代碼：200168 公告編號：2012-007

廣東雷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第一季度業績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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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資產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
東所有者權益
股本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
東的每股淨資產

2011年

87,302,398.51
-23,706,600.39
24,609,843.24

21,385,032.47

0.07

6.29%

2011年末

537,999,020.83

329,546,077.42

318,600,000.00

1.03

2010年

149,446,872.60
-37,488,328.72
-40,490,392.49

-41,187,013.11

-0.13

-12.53%

2010年末

586,050,810.45

308,161,044.95

318,600,000.00

0.97

增減變動
幅度(%)
-41.58%
-36.76%

-160.78%

-151.92%

-153.85%

+18.82%

增減變動
幅度(%)

-8.20%

6.94%

0.00%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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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虧損：約700萬元

虧損：0.02元

上年同期

虧損：940萬元

虧損：0.03元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四日 星期六B2經濟責任編輯：譚澤滔

中小企貸款增速放緩
訂單跌業務擴充需求減

南車料出口業務收入增50%

環球經濟形勢未明朗，內地與本港中小
企均面臨經營困難問題。滙豐香港工商業務
主管陳樑才表示，訂單量減少，導致本港中
小企欠缺擴充業務及投資的動力，因此其貸
款量亦下跌，料今年中小企整體貸款增速較
去年遜色。不過，目前本港各大銀行正採取行
動協助中小企貸款，相信在港府政策的配合
下，能為本港中小企提供較優惠的借貸息率。

本報記者 盧燕琴
陳樑才昨日出席貿發局活動時指出，經濟前景不

明朗，中小企的訂單量減少，部分原料的生產更出現
停滯情況，中小企因此缺乏擴充及投資需求。換言之
，貸款需求亦減少。他預料，今年本港中小企整體貸
款增速會較去年的22%為慢。

訂單以「急單」「細單」為主
貿發局副總裁周啟良稱，事實上，本港中小企正

面臨 「升級轉型」的需求，他呼籲中小企不能再單靠
傳統市場的 「大單」。目前，中小企接到的訂單，有
一半以上是以 「急單」及 「細單」為主。因此，中小
企應學習適應新的經營模式，及面向更多的國際市場
，如南美、中東、柬埔寨及越南等。

雖然本港中小企訂單減少，不過陳樑才稱，未見
有中小企要求寬限還款。他又指出，港府早前在預算

案推出資助中小企計劃後，各大銀行均採取行動協助
中小企。滙豐舉行了數場有關推廣中小企貸款的座談
會，過去3個月，更收到近1000個查詢。

財政預算案之前宣布耗資1000億元，為中小企信
貸提供優惠措施，擔保率由現時的最高七成提高至八
成，中小企須付的擔保費較現行的融資擔保計劃減少
三分之一，預計今年中會推出。不過，目前此方案尚
待立法會財委會通過。

貸款息率走勢料平穩
陳樑才說，該措施實行後，銀行承擔的風險會降

低，他希望屆時能給予中小企有些貸款息率優惠，但
具體操作仍要視乎中小企的償還能力及財政狀況而定
。他續說，去年因資金短缺，企業貸款息率有上升情
況，他估計今年息口走勢會比較平穩。

除了以行動支持本港中小企發展，滙豐亦 「聲援
」內地中小企。陳樑才指出，內地首季 GDP 增長率
8.1%，低於市場預期，因此相信內地有放鬆調控的空
間。他說，目前內地的通脹壓力減少，希望人行能適
度放鬆銀根，以釋放更多的資金支持內地中小企發展
。他認為，內地上半年仍可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兩次。

陳氏續稱，滙豐看好未來兩年珠三角的發展，相
信會在該區開設更多的網點，惟具體數目不便透露。
他補充，由於內地中小企主要會向當地銀行貸款，因
此滙豐在該區的主要服務對象仍會以港商為主。他認
為，內地中小企來港借貸的機會亦不大。

▲陳樑才表示，希望內地能再度放鬆銀根，以支持
國內中小企發展 本報攝

中國南車（01766）董事長趙小剛昨在記者會表示
，去年出口收入較2010年大增1.6倍，料今年出口收入
按年可增長50%。他又說，公司去年第三季負債比率超
過70%，不過截至去年年底降至約68%，在非公開定向
增發近 20 億股 A 股後，負債比率已降至 61%，屬正常
水平。公司未來希望維持高比例派息政策。中國南車昨
天收報5.5元，上升2.041%。

高鐵發展高峰未到來
公司 2011 年末期息每股派 18 分，按年升 4.5 倍；

派息比率達超過60%，高於過去的30%。趙小剛表示，
A股市場過分關注政策導向且投機氣氛較重，投資者容
易忽視上市公司基本面表現。上市公司應該為股市健康

發展身體力行，故中國南車今後會長期堅持高派息比率。
市場普遍關注溫州 「723」動車追尾事故是否令高

鐵未來的發展放緩。趙小剛早前對本報表示中國高鐵行
業發展的高峰還未到來，相信至少還有 10 年的高速發
展期。他舉例說，2010 年中國鐵路營業里程累計達到
9.1萬公里，較10年前的5.8萬公里增長57%。而在同一
時期，航空營業里程則大幅增長445%。他笑言， 「中
國人均鐵路長度還不到一根香煙的長度」，遠低於美國
、俄羅斯甚至印度等國人均水平。他相信未來中國鐵路
，特別是高鐵的發展空間廣闊。

被問及今年首季經濟增長幅度低於市場預期，會否
影響鐵路發展時，趙小剛回應，經濟遇到下行壓力更要
加快鐵路發展。今年鐵路固定投資達 5000 億元（人民

幣，下同），同時鐵道部會通過其他方式吸引民間資本
進入，發展前景不可限量。

營運速度最高350公里
2011年，中國南車時速500公里的更高速度試驗列

車等諸多高新技術新產品問世，該速度將是歷來營運試
驗的最高速度。趙小剛表示，時速500公里的高速列車
主要用於科學實驗，以進一步提升列車安全性及節能效
果等。他認為，在現階段的技術條件下，時速超過400
公里的能耗、噪音等均會大幅上升。他預計以後動車的
平均載人速度將介乎300至350公里。

中國南車近日公布截至2011年12月底止年度業績
，公司實現淨利潤38.64億元，按年增52.96%。

嘉能可（00805）公布，與 XSTRATA 就併購事宜
與監管當局進行建設性商討，預期可得到所有相關批准
，令兩公司能在 2012 第三季完成合併。該公司指，預
計合併檔會在5月底前送予股東，而非此前宣布的4月
，而就批准合併與否的股東大會預計在7月初召開。公
司昨天收報50.2元，上升2.136%。

嘉能可併購案進展順利

▲趙小剛表示，去年出口收入較2010年大增1.6倍
，料今年出口收入按年可增長50% 本報攝

TCL通訊（02618）料首季盈利大跌，即市人氣應
聲受損。股價早盤前交投捱沽，最低曾見 2.93 元，全
日大跌10.714%至3元。摩根士丹利表示，對TCL通訊
首季發盈警並不感到意外，符合市場估計盈利按年跌
40-70%之預測。雖然公司運營成本可能更高，不過由
於第二季開始智能手機銷售開始上升，故該行相信公司
首季營運成本已經見底。目標價由 6.4 元下調至 5.7 元
，維持 「增持」評級。

TCL通訊近日發盈警，預計截至今年3月31日止3
個月的盈利將按年大跌，主要是由於歐債危機及全球經
濟持續低迷，令手機市場需求疲弱，加上手機製造商間
的競爭加劇，令功能手機毛利率小幅下跌。

另外，中國動向（03818）創上市後新低，低見
1.07 元，全日收報 1.09 元，急挫 9.167%；成交 6200 萬
股，成交金額 6870 萬元。中國動向上月底公布業績，
經營盈利大跌逾 94%至逾 9868 萬元人民幣，股價近半
月來反覆向下。德銀近日表示，中國動向存貨管理欠佳
，導致去年收入大跌，純利按年跌94%。公司相信需時
一年令存貨回歸正常，料今年將為營運的底谷。

TCL通訊急挫一成

鞍鋼料首季盈轉虧
經濟放緩跡象顯現，再有多間公司

昨發出盈利預警，首季盈利大幅下降，
其中鞍鋼（00347）更盈轉虧。

鞍鋼於深交所網站公告，預期今年
首季業績將轉盈為虧，淨虧損料達18.88
億元（人民幣，下同），因期內鋼材價
格大幅下跌。按中國會計準則，集團去
年同期為淨利7100萬元。

金風預估利潤跌100%
金風科技（02208）宣布，截至3月

底止首季度，根據按中國會計準則，其
未經審計之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
潤較上年同期下降約90%至100%；或由
截至2011年3月31日止季度之2.06億元
降至今年3月底的2061 萬元。淨利潤較
去年同期下降的主要因素，包括風電行
業發展速度放緩及市場競爭加劇，風電
機組價格下降。

亞洲水泥料溢利大降
亞洲水泥中國（00743）預計，截至

3 月底止季度內，溢利將較去年同期大
幅下降，主要原因包括第一季受季節及

氣候影響和需求下降，集團銷量有所下
降；以及產品之平均售價較去年同期顯
著下調。

長城科技旗下發盈警
長城科技（00074）旗下中國長城深

圳計算機在深交所公告指出，預期截至
3 月底年度，中國長城計算機股東應佔
純利約為1000萬元至2200萬元，較去年
同期的調整後股東應佔純利5403萬元約
59%至 99%，另較去年同期的調整前股
東應佔純利 4515 萬元減少約 51%至 98%
。期內每股基本盈利預期約為 0.0008 元
至0.0166元，去年同期則為0.034元（調
整前）及0.041元（調整後）。

微電子料有重大虧損
中國微電子（00139）截至 11 月 22

日中期業績，因上市證券投資在財政年
度上半年之公平值變動出現未變現虧損
約 1.2 億元，集團錄得未經審核綜合虧
損約1.38 億元，與去年同期之終期業績
比較，預期集團於財政年度之終期業績
將錄得重大虧損。

晨鳴紙業（01812）預期今年首季度業績將按年大
幅下跌90%至96%，股東應佔溢利由去年首季2.35億元
（人民幣），跌至1000萬至2000萬元。業績倒退，主
要原因受造紙行業景氣度低迷影響，公司首季產品銷售
價格徘徊在低位，總體毛利率下降。

晨鳴預告首季盈利跌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