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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刊廣告

股票簡稱：*ST盛潤A、*ST盛潤B 公告編號：201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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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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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股

（證券簡稱：*ST盛潤A、*ST盛潤B，證券代碼：000030、200030），公
司股票交易連續三個交易日（2012年4月27日、5月2日、5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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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4日

證券簡稱：沙隆達A、沙隆達B 公告編號：2012－022
證券代碼：000553、200553

湖北沙隆達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資產重組進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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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化工農化總公司（以下簡稱 「中農化」）正在籌劃涉及本公司的重大資產重組
事項，公司已於2012年2月10日披露了《因重大事項的停牌公告》，公司股票自2月10
日開市起停牌。公司於2月17日發布了《重大資產重組停牌公告》，2月24日、3月2日
披露了《重大資產重組進展公告》，3 月 9 日發布了《重大資產重組進展及延期復牌公
告》，3月16日、23日披露了《重大資產重組進展公告》，3月30日發布了《重大資產重
組進展及延期復牌公告》，4月11日披露了《重大資產重組進展公告》，4月18日發布了
《重大資產重組進展及延期復牌公告》，4月25日披露了《重大資產重組進展公告》。

一、重組進展情況
截至本公告發布之日，本次重組所涉及的標的公司少數股東已同意放棄優先認購

權，公司於2012年5月2日召開董事會審議了本次重組相關議案。目前，重組預案等信息
披露文件正在準備過程中，經公司申請，公司股票將繼續停牌。

公司承諾最晚於2012年5月10日按照26號格式準則的要求披露重大資產重組信息。
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內披露符合要求的信息披露文件，公司股票將於2012年5月10日
恢復交易，公司和中農化承諾在股票恢復交易後3個月內不再籌劃重大資產重組事項。

二、停牌期間安排
公司自停牌之日已按照相關規定，積極開展各項工作，履行必要的報批和審議程

序，督促聘請的獨立財務顧問、審計、評估等中介機構加快工作。目前本次重組相關披
露文件正在完善以符合法規要求。

三、必要風險提示
本公司籌劃的重大資產重組事項，尚存較大不確定性，敬請廣大投資者注意投資風

險。公司發布的信息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體《證券時報》、《中國證券報》、《大公
報》和巨潮網（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公告為準。

四、備查文件
經公司董事長簽字的停牌申請。
特此公告

湖北沙隆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二○一二年五月三日

▲福州市常委副書記兼市長楊益民（右三）
向顏顏寶鈴等致送木雕紀念品▲

廈門市副市長兼統戰部部長黃菱接受紀
念品

考察團與省委統戰部部長雷春美合照

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日前組團到福建考察，獲
省委統戰部部長雷春美、福州市委副書記兼市長楊
益民、廈門市副市長兼市委統戰部部長黃菱和南平
市委統戰部部長黃健平熱情接待。該會會長顏顏寶
鈴任團長，在與當地領導會見時介紹會務概況，了
解當地改革開放以來的新貌和投資環境，冀為當地
「引進來走出去」搭建平台，推動經濟發展，取得

共贏。
顏顏寶鈴表示，福建是經濟發展最快的省份之

一，希望藉此考察加強閩港交流，為會員發掘投資
和發展商機，發揮香港工業界在國家 「十二‧五」
規劃中的角色作用，促進該會和會員為國家和香港
經濟發展作出貢獻。

顏顏寶鈴向省市領導介紹該會背景時說，該會
成立至今二十年，絕大部分會員都是香港青年工業
家得獎者，涉及電子、家電、機械、塑膠、五金、
化工、紡織、服裝、珠寶首飾、鐘表、眼鏡、玩具
、食品、電訊及資訊科技等行業，僱用員工超過一
百萬人，年總產值逾二千億港元，上市公司五十三
間。該會會員在發展事業的同時亦致力履行社會責
任，回饋社會，積極參與內地及本港的捐資、辦學
、辦醫、救災、扶貧等，為內地和香港社會的和諧
穩定作出貢獻。

省委統戰部、福州市政府、廈門市政府和南平
市統戰部先後設宴招待考察團，雷春美、楊益民、
黃菱和黃健平對香港青年工業家取得的成就和關心
國家大事、熱心公益的風格表示讚賞。雷春美說，
港商是最早到福建投資的商家，到目前還是佔着較
大比重。福建省委將繼續為港商提供適切有效的協
助。

考察團成員還有榮譽顧問：中聯辦協調部部長
高級助理張麗、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榮譽主席、閩港
經濟合作促進委員會副主任林廣兆，榮譽團長：該
會當然顧問、立藝珠寶董事長何志佳，副團長：該
會副會長、東江集團董事長李沛良、達進東方照明
控股有限公司主席楊凱山，顧問：華閩集團社聯部

總經理林勁，團員：創會副會長、永富容器集團主
席羅富昌，義務司庫、海馬（香港）董事及行政總
裁周婉薇，以及杜源寧、廖錦興、林資建、陳偉聰
、洪游奕、黃健華、陳隆秀、顏禧強、朱文忠、李
潤愛、王祖耀、鍾玉華、許惠卿、戴真真、羅永邦
、洪綽敏、黃國智等。

考察團並到福州市的鼓山、三坊七巷參觀，遊
覽武夷山，觀賞山水實景表演 「印象大紅袍」，最
後到廈門遊覽鼓浪嶼。榕城的繁華和廈門的秀麗，
以及茶文化給團員留下美好印象。

二〇一二年五月四日 星期五B6經濟‧航運責任編輯：龍森娣

香港保險業不承保伊油運

中國港口油輪壓港加劇

香港洋面保險公會主席何沛玲昨日接受本報獨家專訪時表示，美國與歐盟對伊朗石
油禁運制裁，已經受到本地包括海外駐港保險同業的關注。目前，本港保險公司已停止
接受伊朗石油海貿運輸的所有承保業務，並密切注視6月28日制裁寬限期到期後，歐美
下一步對伊朗的行動與措施。

本報記者林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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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香港的保險公司的承受能力有限，需要倫敦
保險市場的再保險公司進行分保或再保險。何沛玲稱
， 「在同行中，有很多是歐洲在港的公司或美資公司
。早在 2008 年歐盟提出對伊朗制裁時，歐洲的保險
公司已拒絕為運輸伊朗石油的船公司受保。而去年起
，美資保險公司也不再受保。」她說， 「單靠香港的
保險公司是沒有能力承保那麼大保額的。舉例而言，
一艘 8 億港元貨價的油輪，僅可提供 1000 萬港元的
保額，是毫無意義的。」

可用小型船舶分批承運
當問及現時有否接受伊朗出口石油保單的可能性

時，她表示， 「還有一個可能，就是由多家中資保險
公司自己聯合承保，毋須再保險公司。且船東可用較
小型的船舶分批承運，但相信一樣做不到很大的保險
額。」

她強調， 「目前，香港大部分的保險公司都拒接
有關伊朗石油出口運輸的保單。」李國雄表示， 「可
以說，從 6 月 28 日起，伊朗出口石油成為了禁運品
，需要再保險公司支持的本港保險公司，一定不會承
保，因為是違背制裁做法的。」

對香港保險市場影響微
提及歐美對伊朗的制裁對香港保險業的影響時，

何沛玲表示， 「實質上，伊朗出口石油運輸的保險，
佔香港市場很少份額，影響並不鮮明。」李國雄說，
「大部分船東都是在西半球的保險公司購買保險，

98%的互保協會都是在英國的。」他並解釋道， 「香
港大部分的船東互保協會是為船東提供服務及查詢，
只有1至2家是真正做生意的。」

美國在年初已對多家公司進行制裁，指他們協助
伊朗避開國際要求放棄核武的壓力，今後將無法取得
美國出口牌照、美國進出口銀行的融資，以及來自任
何美國金融機構多於 1000 萬美元的貸款。何沛玲認
為， 「歐美對伊朗的制裁已經開始一段時間，保險業
界還是可以接受的。」她相信，歐美對伊朗制裁，對
船東的影響是貼身直接的，若中國政府可以提供擔保
，也許會有幫助。並強調， 「石油禁運是一個法律問
題，對香港保險的影響性並不大，影響是有的，生意
減少了。但行內已經接受這個事實。既然已成事實，
保險業會盡量配合，一定根據規條做事。」

中國、日本及印度是三大伊朗石油進口國。由於
日本和歐洲 10 國已與美國簽訂協議，大幅減少進口
伊朗石油，因此美國向伊朗實施金融制裁時，將對這
11 個國家豁免。但豁免不包括中國和印度，意味着
這兩個進口大國的金融機構仍可能面臨美國制裁。

中國早前已表明不會遵從美國的最新制裁，但中
國今年已減少伊朗石油進口14%。何沛玲重申， 「美

國政府給予日本及 10 個歐盟國家的寬限期至 6 月 28
日。屆時，美國總統奧巴馬也有可能根據全球石油的
供應量，或買家減少購買的石油量，使用酌情權延長
寬限期。」

FedEx Express 獲香港海關頒發認可經濟
營運商（AEO）認證，為首間獲得此認證的
國際航空速遞公司。FedEx得到認證後，可經
更簡便的海關程序運送貨物進出香港。

香港推行 AEO 計劃後，將有機會與外地
AEO 市場，包括中國、日本、韓國、馬來西
亞、新西蘭、新加坡、歐盟國家及美國，商討
達成相互認可協議，共享更緊密的經貿合作。

美國航空公司亞太區副總裁裴愛文3日在北京披露，美
國航空有一個世界最大的購機計劃，未來五年內將購波音、
空巴500架新客機及500架飛機選擇訂單。擬將部分新飛機
用於中國航線。

裴愛文強調，美航在訂購新飛機的計劃中，最青睞環保
節油機型。如空巴A320neo機型，目前被認為是燃料效率方
面最優質的飛機。另外，到 2017 年，美航將成為美國民航
業中最年輕的機隊。

他還表示，美國航空對中國航空市場非常有信心，為此
，美航在對全球航空市場擴張的同時，也將新購飛機用於中
國航線。

據知，美國航空向波音公司和空巴購買的500架飛機包
括波音737和空巴A320單通道飛機達460架；預計這些飛機
將於 2013 年交付使用。屆時，美國航空將成為美國第一家
接收 「新一代」窄體飛機的航空公司。

近年來，隨着中國航空運輸業迅速發展，美航把目光投
向中國航空市場。目前，美航運營着芝加哥─北京、芝加哥
─上海、洛杉磯─上海航線。

近日，美國航空公司和海南航空公司簽署了代碼共享合
作協議。該協議為美航及海航在對方國家的航空市場發展帶
來新機遇。

協議稱，美航和海航雙方的合作於 2012 年二季度開始
分階段實施。美國航空的代碼4月起出現在部分從北京起飛
的海航航班上。同時，海南航空的代碼也出現在部分美國航
空的航班上。

【實習記者李先達報道】由於中國提升原油儲備
，尋求伊朗以外的原油供應，租賃的油輪不斷增加，
而港口的卸貨能力有限，到中國港口的卸貨油輪壓港
情況正越發嚴重。此外，波斯灣有限的油輪數量也加
劇了運費上升。

5月2日，希臘Dynacom油輪管理公司租賃經理
威樂塔斯在一份電子郵件表示，目前，超大型油輪
（VLCC）要等待10天左右才能開始在中國港口卸貨
，而正常時只要2天，壓港情況是從2個月前開始上
升。Dynacom 油輪管理公司目前擁有 11 艘油輪。總
部位於雅典的 Optima 船舶經紀公司負責人維伍洛普
羅斯也在迪拜指出，目前油輪要等9天才能在中國港
口卸貨，而通常只需2天。

中國目前正計劃將戰略原油儲備提升一倍。據中

國海關總署數據顯示，中國首季度的月平均原油進口
量達到創紀錄的 2350 噸。從委內瑞拉進口的原油比
一年前增長了超過一倍，從安哥拉進口的原油也增長
25%。相比之下，來自伊朗的原油則降至2010年以來
的最低水平。

中東至亞洲運費漲29%
彭博社數據顯示，今年以來，從中東到亞洲的航

線 VLCC 運費已經上漲 29%。世界工業標準指數
（industry-standard worldscale point）達到64.08點。
船舶經紀公司 Poten & Patners 數據顯示，該航線的
運費上漲90%，達到3.95萬美元一天。據美國能源部
的數據，2010 年中國是伊朗原油的最大進口國。為
迫使伊朗停止核計劃，歐盟和美國正對其進行制裁。

數據顯示，3 月份中國從委內瑞拉進口原油 194
萬噸，為2008年以來最高。從安哥拉的進口量360萬
噸，為 2010 年 9 月以來的最高，而來自伊朗的原油
為143萬噸，低於去年第四季度的250萬噸。

挪威前線航運公司擁有 42 艘 VLCC，今年其紐
交所股價上升52%，達到6.5美元。美國最大的輪船
運營商，海外船運集團（OSG）的股價也上漲 6.2%
。前線航運新加坡辦事處的執行總裁傑斯在回覆相關
問題的電郵中表示，中國的壓港情況正在加劇。

Optima 船舶經紀公司負責人維伍洛普羅斯說，
「目前的油輪壓港情況只是中國巨大的石油需求的反

映，這使得船主得以上調運費。雖然大家都知道中國
是市場進一步增長的動力，不過目前的狀況仍然令人
驚奇」。

【實習記者李先達報道】漢堡市宣布委任吉根．韋伯
（Jürgen Weber）為德國赫伯羅特航運公司監事會主席。吉
根是漢莎航空監事會主席。

由於收購股權，漢堡市政府已經取代 TUI 集團，成為
赫伯羅特的第一大股東。在5月2日的一份聲明中，漢堡市
表示，吉根．韋伯將在6月取代原兼任赫伯羅特監事會主席
的TUI執行總裁芬澤，任期3年，而後接任主席可能是現任
赫伯羅特執行總裁伯倫特。

前天，韋伯在漢堡市第19屆市政會議中的一個新聞發
布會上表示，赫伯羅特的未來充滿機遇，有可能進行首次公
開募股（IPO），也可以其他選擇。總之，都有可能。

根據聲明，現任赫伯
羅特執行總裁伯倫特已經
同意將任期延長至 2014
年6月，以給公司充足的
時間尋找他的繼任者，而
後他將在 2015 年中接任
赫伯羅特監事會主席。

此前，TUI將所持有
的赫伯羅特 17.4%的股權
以4.75億歐元（6.24億美
元 ） 的 價 格 出 售 給 了
Albert Ballin 投資集團，
以專注於 TUI 主營的旅
遊業。由於漢堡市擁有
Albert Ballin 集團 78%的
股權，交易後其控制的赫
伯羅特股權從 23.6%升至
36.9%。

為滿足中英兩國各領域交流日益增多的需
求，中國國航推出北京至倫敦蓋特威克機場的
新直飛航線。

此次開通的國航北京至倫敦新航線每周4
班，加上已有的北京至倫敦希思羅機場的每日
航班，國航目前運營的從北京至倫敦的直航航
班增至每周11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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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航擬五年購500架新機

漢堡委漢莎主席掌赫伯羅特

▲吉根．韋伯 彭博社

▲何沛玲稱，現時在香港已很難找到保險公司肯
承保伊朗油運 本報攝

國航推北京至倫敦新航線
▲波音發布737MAX新的翼梢小翼設計概念，該
設計將提供更高的燃油效率。在波音737MAX新
引擎帶來的10%至12%的節油基礎上，該翼梢小
翼設計可額外節油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