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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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兼總經理鍾信才先生提
交的辭去公司總經理職務的申請，鍾信才先生因個人原因申請辭
去所擔任的公司總經理職務。根據《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有關的規定，鍾信才先生的辭職申請自送達公司董事會時生效。
鍾信才先生辭去公司總經理職務後仍擔任公司董事長職務。

公司董事會對鍾信才先生在任總經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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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年四月二十日

股票簡稱：佛山照明（A股）、粵照明（B股） 公告編號：2012-007
股票代碼：000541（A股）、200541（B股）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高管辭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真實、準確和完整，沒有任
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

特別提示：
公司目前已沒有主營業務收入，公司 2012 年第一季度淨利潤

為-67.67萬元。公司資產重組工作正在按照程序正常進行，公司換股吸
收合併事項已獲得中國證監會的受理，但重組方案能否獲得中國證監會
重組委的審批通過存在不確定性，敬請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

一、股票交易異常情況
廣東盛潤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本公司」）股票A股（證

券簡稱：*ST盛潤A，證券代碼：000030），公司股票交易連續三個交易
日（2012 年 4 月 18 日、4 月 19 日、4 月 20 日）累計跌幅偏離值達規定標
準，根據深圳證券交易所的有關規定，屬於股票交易異常波動的情況。

二、公司核實情況說明
1、本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補充之處；本公司未從

公共傳媒獲悉存在對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種交易價格可能產生較大影響
的傳聞；公司及有關人員不存在泄漏未公開重大信息；近期公司經營情
況及內外部經營情況不會且預計也不會發生重大變化。

2、公司、控股股東和實際控制人不存在對股票及其衍生品種交易價
格可能產生較大影響或影響投資者合理預期的應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
件；股票異常波動期間，控股股東和實際控制人不存在買賣本公司股票
的行為。

3、本公司已經於2012年4月10日在證券時報、香港大公報和巨潮資
訊網上刊登 「關於公司換股吸收合併事項獲得中國證監會受理的公告」
，現在資產重組工作正在按照程序正常進行，重組方案能否獲得中國證
監會重組委的審批通過存在不確定性，敬請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

三、不存在應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聲明
經諮詢公司控股股東和實際控制人以及公司管理層，本公司沒有其

他根據《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等有關規定應予以披露而未披
露的事項或與該事項有關的籌劃、商談、意向、協議等，董事會也未獲
悉公司有根據《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等有關規定應予以披露
而未披露的、對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種交易價格產生較大影響的其他
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補充之處。

四、是否存在違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的自查說明
經自查，本公司董事會確認，本公司不存在違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

形。
五、本公司鄭重提醒廣大投資者：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報紙為

《證券時報》和香港《大公報》，指定信息披露網站為：http://www.
cninfo.com.cn。敬請廣大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及時查閱。

特此公告。

廣東盛潤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2年4月23日

股票簡稱：*ST盛潤A、*ST盛潤B 公告編號：2012-028
股票代碼：000030、200030

廣東盛潤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異常波動公告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及其全體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保證本報告
所載資料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
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1.2 公司全體董事出席了董事會會議。
1.3 公司第一季度財務報告未經審計。
1.4 公司法定代表人夏斯成、財務總監梅建中及財務部經理陳志虎聲明：保
證本季度報告中財務報告的真實、完整。
§2 公司基本情況
2.1 主要會計數據及財務指標

幣種：人民幣

報告全文參見：
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http://www.sse.com.cn公告與提示上市公司公告公
司證券代碼

上海二紡機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4月19日

上海二紡機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第一季度報告

總資產（元）
所有者權益（或股東權益）（元）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每股淨資產（元／股）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元）
每股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元／股）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

本報告期末

822,172,112.32
165,828,449.36

0.2928

年初至報告期期末

-35,134,678.29
-0.0620

報告期

-5,185,262.91
-0.0092

-5,170,762.91
-0.0092

-3.09

-3.09

上年度期末

836,223,931.53
169,296,712.27

0.2989

年初至
報告期期末
-5,185,262.91

-0.0092
-5,170,762.91

-0.0092
-3.09

-3.09

本報告期末比上
年度期末增減(%)

-1.68
-2.05
-2.04

比上年
同期增減(%)

不適用
不適用

本報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減(%)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華電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七屆十次董事會會議決議公告

華電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七屆十次董事會
於2012年4月20日以通訊方式召開，公司董
事 15 人，參加表決的董事 15 人，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會議決議有
效。會議以全票審議通過了公司2012年一季
度報告，詳見2012年4月23日上海證券交易
所網站（www.sse.com.cn）。

華電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B3經濟‧航運責任編輯：龍森娣

馬士基新掌舵人受關注
老馬士基高齡辭世留下權力真空

航運帝國版圖由造船起家

全球最大班輪船公司A.P.莫勒─馬士
基航運集團第二代傳人、丹麥首富馬士基
．麥堅尼．莫勒，4月16日在哥本哈根逝
世，終年98歲，成為全球航運業最堅韌、
不言退休的高齡股東，令人有太多遐想。
A.P.莫勒─馬士基集團留下了權力真空：
第三代繼承人究竟是誰？

實習記者 陳小囡

馬士基最後一次在公共場合露面是 12 日出席集
團的年度股東大會。按照大會慣例，他要向全體股東
發表簡短講話並親筆簽名。儘管看起來非常虛弱，他
仍然打趣道是因為現場女攝影師太少了。13 日，馬
士基覺得反胃想吐，住進了醫院。16日凌晨5點，在
哥本哈根一家醫院裡，馬士基在睡夢中離世。

馬士基的妻子艾瑪於 2005 年去世，他們共育有
三個女兒。目前他的兩名外孫已加入集團工作，其中
一個在中東的油輪運輸分公司工作，還做出成績。

接手生意成航運巨子
馬士基出生於 1913 年 7 月 13 日，他的母親出生

在美國，父親A.P.莫勒則從小就經常在國外活動，在
馬士基出生時，他的父親已經是一間公司的經理，並
且經常處理國際性事務。1930 年，馬士基從中學畢
業後進入 C.K.漢森造船廠成為學徒。兩年後，他在
父親創立的A.P.莫勒公司有過一段短暫的工作。1934
年馬士基服完兵役後重新回到父親的公司。像他的父
親一樣，馬士基同樣獲得了在海外各種鍛煉的機會。
從1933年到1938年，馬士基在漢堡、格拉斯哥、倫
敦和巴黎等地的經紀行、船公司及銀行都曾工作過，
涉及中介經紀服務、航運和金融業務。1938 年，25
歲的馬士基在A.P.莫勒公司升職到他人生的第一個經
理職位。一年後，他被選為A.P.莫勒旗下斯溫堡輪船
公司的董事會成員。

1940 年對馬士基來講是非同尋常的一年。這一
年，他與青梅竹馬艾瑪結為夫妻。婚後兩天，他成為
A.P.莫勒集團的合夥人。同樣是在這一年，德國佔領
了丹麥，A.P.莫勒集團的輪船業務遭受打擊，馬士基
和妻子艾瑪離開丹麥，前往紐約試圖重振海外的輪船
事業。然而出於戰時需要，1941 年美國政府提出擁
有船舶所有權的要求，馬士基於是將工作重心放在準
備戰後復興航運事業上。

1943年，馬士基在美國成立了Interseas輪船公司
，不久後改名為莫勒輪船公司。在 1946 年，這個公
司成為 1928 年註冊的馬士基航運公司在美國的代理
，同時也為集團今天的業務奠定了基礎。

1947 年，馬士基攜妻子和在美國出生的兩個女
兒返回丹麥。回到丹麥後，馬士基從父親那裡繼承了
越來越多的經營權力。1948 年，他被選為公司旗下
奧登塞造船廠的董事會成員，並從他父親去世後一直
擔任主席到 2006 年。同年，馬士基夫婦的最小女兒

出生。
1965年，馬士基的父親A.P.莫勒去世，馬士基成

為莫勒集團下輪船公司、造船廠、基金會和其他公司
的高級合夥人和主席。馬士基將他的視野進一步延伸
向國際業務來擴張集團實力。但同時，他也不忘繼承
父親遺志繼續關注丹麥社會事務。馬士基開展了幾次
商務旅行，每到一處，設在當地的A.P.莫勒集團幕僚
就將其引薦給商界和政界重要的合作夥伴，這不僅使
馬士基的眼光進一步投向世界各地，同時也使馬士基
和A.P.莫勒集團開始引起世界關注。

父親去世後的十年內，馬士基建立了馬士基海洋
服務公司、提升了奧登塞造船廠、拓展了油氣開採業
務，並大膽嘗試將馬士基航運公司由傳統貨運轉變成
集裝箱運輸。在馬士基的帶領下，A.P.莫勒集團發展
成世界上最大的班輪船公司。

馬士基執掌集團長達38年，一直到1993年將日

常經營權交予合夥人蘇倫伯格。2003 年，馬士基又
將主席職位讓給了拉斯姆森。2007 年，集團的利潤
暴跌23%，蘇倫伯格因此辭職。主席拉斯姆森邀請嘉
士伯財務總監安德森接任，這也是馬士基集團第一次
從社會上招聘首席執行官。

執掌集團長達38年
2003年，集團名稱改為A.P.莫勒─馬士基集團。

儘管已讓出了行政總裁和主席職位，馬士基仍保持每
周返回哥本哈根Esplanaden公司總部，並且始終堅持
走完六層高的樓梯到達辦公室。馬士基在A.P.莫勒集
團的重大決策上仍發揮着舉足輕重的作用，馬士基家
族仍掌握對集團強有力的控制。直到逝世前，馬士基
還擔任莫勒基金會的主席，加上另一基金，馬士基．
麥堅尼．莫勒家族共擁有集團超過50%的股份和64%
的投票權。

香港上市公司業績公布日期
4月24日

01072
4月25日

02866
4月26日

06210
4月27日

01094
02601

東方電氣

中海集運

淡水河谷─DRS

中國公共採購
中國太保

（季）

（季）

（季）

（末）
（季）

4月30日
01192
00940

5月3日
08176

5月16日
00700

5月31日
00244

泰山石化
中國動物保健品

金豐集團

騰訊控股

先施

（末）
（季）

（中）

（季）

（末）

特稿

馬士基曾說： 「我對我的父親懷有極大的崇敬。」父親
為他樹立榜樣，他尊敬父親，並將父親纍纍碩果發揚光大。
父親是馬士基一生最重要的激勵，馬士基並不僅僅是向父親
學習，更將莫勒家族的事業和精神遺產發揚光大。

嚴格來講，馬士基正式受僱於A.P.莫勒集團可分為兩個
時期：1932年到1933年和1934年到1935年，以及1938年直
到他逝世。但實際上，馬士基自小受父親影響深遠，馬士基
的父親A.P.莫勒及莫勒集團早已成為馬士基生活和工作難以
分割的一部分。二戰期間，年輕的馬士基在美國得到鍛煉，
性格成熟，當 1947 年返回丹麥時，他已經能夠接父親的班
了。他開始執掌集團旗下的馬士基航運公司的租船部、技術
部門、保險部、內部審計以及其他附屬公司。

馬士基的父親A.P.莫勒懷有一腔愛國熱情，常支持一些
促進北歐發展的個人和事務，他建立了許多基金會來促進不
同地區的發展。1946 年，莫勒家族成立了莫勒家族基金會
，在此基礎上，1953年改名莫勒基金會。A.P.莫勒的愛國熱
誠和志趣在莫勒基金會的支持下一一得到實現：他推動丹麥
和其他北歐國家形成更緊密的聯盟和合作；促進丹麥的造船
業和工業發展；支持科技，特別是醫療科技的發展並使公眾
獲益。莫勒去世後，馬士基繼任這些基金會主席，並且秉承
父親的遺志使這些基金會發揮最大的作用惠及社會。

A.P.莫勒的事業起步於造船廠，分別於1904年和
1912 年成立的 「斯溫堡輪船公司」和 「1912 輪船公
司」，成為莫勒事業的奠基石。1918年，A.P.莫勒成
立了奧登塞造船廠，開始製造蒸汽船，並在 1921 年
產出了第一艘內燃機船。在造船業務的基礎上，公司
迅速發展，在 1939 年，莫勒家族的輪船成為丹麥第
五大商船隊，由內燃機船取代了早期的蒸汽船。當馬
士基從父親手上接手A.P.莫勒公司時，其商船已經佔
丹麥全國總商船量的一半。

A.P.莫勒去世後，馬士基成為奧登塞造船廠的主
席，到了 80 年代，船廠採用自動化機械生產理念，
使奧登塞造船廠成為當時世界上生產效率最高的船廠
之一。船廠保持創新，不斷探索新的可能性。1993
年生產出全球第一艘雙殼超級油輪「ELEO MARSK
」號。2006 年，以馬士基全球第一艘萬箱貨櫃船
「EMMA MARSK」號，是以妻子艾瑪命名的。

成立於1928年的馬士基航運公司，在將近20年
時間裡，它是當時唯一一家提供美國─遠東航線的公
司。二戰後，其先後在亞洲、非洲、歐洲和北美擴展
航線。馬士基航運公司的集裝箱船運輸擴張，開啓了
它在海外成立獨立機構的步伐，從1975年到2003年
，馬士基航運公司取消了由第三方做代理，而直接由

集團投資開分公司，由代理制轉變為直接營銷制度，
全程監控品質、服務和成本盈利。使集裝箱班輪運輸
這種嶄新形式的商業活動的國家，由當時的 11 個增
長到125個。與此同時，馬士基航運公司的貨運和碼
頭業務也迅速擴張，發展成今天的丹馬士物流和馬士
基集裝箱碼頭公司。現如今的A.P.莫勒─馬士基集團
已經發展成世界上最大規模與實力的班輪船公司。

皇室大力支持
如果說莫勒家族的航運事業是白手起家，那麼其

油氣開採則得益於丹麥皇室的大力支持。1962 年，
「斯溫堡」和「1912 輪船公司」兩家公司，被授予對

丹麥海上資源的特許開採權。當時負責處理A.P.莫勒
集團日常經營的馬士基本人對涉足丹麥的石油開採業
務並不十分積極，他認為石油開採已經飽和了，幾乎
沒有太大的價值。即便如此，從當時的丹麥國王弗里
德里克九世簽訂授予特許權那一刻開始，就注定了馬
士基將在丹麥石油和天然氣開採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從 90 年代開始，馬士基石油公司在全世界拓展
業務，現在其在卡塔爾的產量已經超過丹麥，此外，
其還在北海的英國領海、阿爾及利亞、哈薩克斯坦、
挪威、安哥拉、阿曼、巴西及美國進行開採。

莫勒家族航運帝國的建立，與馬士基的大膽和首
創精神密不可分。1968 年集裝箱尺寸國際標準化後
，馬士基率領A.P.莫勒集團積極準備應對，1975年率
先將美國東岸經巴拿馬運河到遠東線改用專用集裝箱
船運輸。這一冒險性首創，獲得了極大成功，更多客
戶開始需求集裝箱船承運貨物。奧登塞輪船公司在
80 年代採用當時先進的自動化機械，成為當時世界
上生產效率最高的船廠之一，並不斷刷新集裝箱船規
模的世界紀錄。

涉足超市業務
至去年為止，A.P.莫勒─馬士基集團營業收入是

600億美元，相當於丹麥國內生產總值（GDP）近二
成。馬士基集團旗下不僅擁有其聞名全球的班輪船公
司馬士基航運公司，同時在北海以及世界其他地區擁
有油氣勘探業務，此外還兼營連鎖超市、工業公司、
造船廠和貨櫃碼頭。馬士基集團在130多個國家擁有
11.7萬名員工。擁有遍布英國、德國、波蘭及瑞典的
超市，生產高品質塑料產品，以滿足海上運輸需要的
Rosti 公司、進行海上搜救、拖船等業務的 Svitzer 公
司及一家航空公司。但出於集團的發展策略和重心，
這些業務並不是A.P.莫勒集團的發展重點。

馬士基繼承父親遺志，熱心捐贈，為公眾創造福利。其
中最突出的一項是在2004年，馬士基通過莫勒基金捐出25
億丹麥克朗（4.38億美元）將哥本哈根劇院重建為丹麥皇家
大劇院。此外，他還捐助在丹麥北德修建了一所學校。

他還熱衷於保護文化遺產，出資維護丹麥歷史最悠久的
木船、修繕哥本哈根城堡等等。從70年代中期開始，莫勒
基金會與政府合作致力於保護重要的文化遺產，如風車、哥
本哈根城堡。在馬士基執掌下，莫勒基金會捐助修建了大量
公共設施：1983 年在哥本哈根修建了 Amaliehaven 公園、
1994年出資維護世界上最古老的木船 「Fregatten Jylland」號
等等。

馬士基的員工向來稱他為 「莫勒閣下」，馬士基在集團
全球辦公室會議室內，將自己的彩照與女王瑪嘉烈特的彩照
，並排掛在當眼處，以彰顯他與丹麥皇室非同一般的關係
。不僅在丹麥和集團內部受人推崇，馬士基在全世界也享
有很高的榮譽。馬士基在1970年成為美國IBM公司的董事
會成員；1990 年，被英國授予榮譽騎士爵位；1998 年，馬
士基曾訪問中國，並與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在釣魚台國賓
館會面。在 2000 年，丹麥女王瑪嘉烈特二世授予馬士基大
象勳章。

◀丹麥女王瑪嘉烈特，特
許馬士基的七角星標誌，
可以繡在丹麥Hillerod 腓
特列城堡教堂守護大象紋
章內

尊敬父親 保護碩果

熱心捐贈 地位非凡 ▲馬士基89歲時在辦公室與一幀油畫中的父親
A.P.莫勒合影，顯示兩代人對海洋的熱愛

▲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右）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接見85
歲高齡的馬士基．麥堅尼．莫勒（左） 資料圖片

▼馬士基捐出4.38億美元
興建哥本哈根皇家大劇院

①馬士基四
十年代後期
由美國返回
丹麥，接手
父業
②七十年代
的馬士基
③ 94 歲 的
馬士基

▲馬士基家族
兩代人建立航
運王國

▲馬士基葬禮日前舉行，三個女兒迎接丹麥女王瑪嘉烈
特（右二）和丹麥親王亨利克（右一） 美聯社

③

②

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