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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不存在虛假記載、誤導

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承擔個別及
連帶責任。

近日，公司股價出現波動，應監管部門要求，公司向相關股東
大連港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大連港」）、錦州港國有資產經
營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錦港國經」）進行了函詢。現將函詢
結果公告如下：

大連港回覆：根據交通部、遼寧省政府關於港口整合的戰略，
在省政府協調下，僅就收購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事宜與錦港國
經達成初步意向，並未簽署股權轉讓協議。

錦港國經回覆：與大連港集團就股權轉讓事宜進行了協商，未
簽署轉讓協議。針對該事項無該披露事宜。

特此公告。

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二○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股票簡稱：*ST盛潤A、*ST盛潤B 公告編號：201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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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股（證
券簡稱：*ST盛潤B，證券代碼：200030），公司股票交易連續三個交
易日（2012年5月24日、5月25日、5月28日）累計漲幅偏離值達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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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

股票簡稱：深赤灣A/深赤灣B 公告編號2012-020
股票代碼：000022/200022

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度股東大會決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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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提示：本次股東大會沒有增加、否決或變更議
案。
一、會議召開的情況

1.召開時間：2012年5月28日上午9：30－12：00
2.召開地點：深圳市赤灣石油大廈11樓第六會議室
3.召開方式：現場投票
4.召集人：公司董事會
5.主持人：鄭少平董事長
6.會議的召開符合相關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

規範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
7.本公司於 2012 年 4 月 26 日在《證券時報》和《大

公報》發出《關於召開2011年度股東大會的通知》
二、會議的出席情況

1.出席的總體情況：
股東及股東授權委託代表共計9人，代表股份數量為

489,376,607股，佔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75.90%。
2.A股股東出席情況：
A股股東及股東授權委託代表共計3人，代表股份數

量為 370,942,693 股，佔公司有表決權 A 股股份總數的
79.80%。

3.B股股東出席情況：
B股股東及股東授權委託代表共計8人，代表股份數

量為 118,433,914 股，佔公司有表決權 B 股股份總數的
65.83%。

4.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律師及嘉賓的出
席或列席情況：

出席會議的董事及高管：鄭少平董事長、王芬董
事、張寧董事常務副總經理、李悟洲獨立董事、郝珠江
獨立董事、張建軍獨立董事、屈建東副總經理、趙強副
總經理、張建國副總經理財務總監、熊海明副總經理總
工程師、步丹董事會秘書。

出席會議的監事：余利明監事會主席、黃惠珍監
事、趙朝雄監事和倪克勤監事。

出席會議的嘉賓：北京海問律師事務所合夥人王建
勇律師、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合夥人唐宇強先生、總
監孔昱女士、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合夥人李渭華女
士、審計經理蘇敏女士。
三、議案審議表決情況

會議以現場記名投票的方式審議通過了下述議案：
1、審議通過了《2011年度董事會工作報告》
表決結果：

2、審議通過了《2011年度監事會工作報告》
表決結果：

3、審議通過了《2011年度財務決算報告》
表決結果：

4、審議通過了《2011 年度利潤分配及分紅派息預
案》

本公司2011年度經普華永道中天會計師事務所有限
公司審計之本年度母公司淨利潤為430,118,633 元，累計
可供分配利潤為668,245,566元。

1）根據《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規定，按2011年
度經審計的母公司淨利潤的 10%提取法定盈餘公積
43,011,863元；

2）擬按 2011 年末總股本 644,763,730 股為基數，每
十股派發現金股利 4.00 元（含稅），共計 257,905,492
元；

經上述分配，母公司剩餘未分配利潤為 367,328,211
元。

表決結果：

5、審議通過了《關於改聘公司2012年度會計師事務
所的議案》，同意聘請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為公司
2012年度會計師事務所，2012年度財務報表審計及內控
審計工作報價為人民幣190萬元。

表決結果：

6、獨立董事作其2011年度的述職報告。
公司獨立董事在本次股東大會上述職，主要就其出

席董事會會議情況、發表獨立董事意見情況、作為董事
會各委員會委員履行職責情況、年報期間履職情況、現
場辦公及實際考察情況等事項向公司股東彙報。
四、律師出具的法律意見

1.律師事務所名稱：北京市海問律師事務所
2.律師姓名：王建勇、徐國創、江惟博
3.結論性意見：本次股東大會的召集和召開程序、出

席會議股東（含股東授權代表）及召集人的資格、表決
程序符合相關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規定，表決結果合法有
效。

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二○一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備查文件：
1.經與會董事和記錄人簽字確認並加蓋董事會印章的

《2011年度股東大會決議》；
2.北京市海問律師事務所出具的《關於深圳赤灣港航

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度股東大會的法律意見書》。
3.2011年度股東大會會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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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勢向EFSF求助
需300億歐元重組三大銀行

據西班牙媒體援引政府消息人士稱，如果
西班牙的借款成本繼續高企不下，政府將在未
來幾周申請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援助
，以便用於該國的銀行重組。報道還稱，政府
至少還需要拿出300億歐元用於三家銀行的重
組。

本報記者 王 習

上述負面消息加深市場對於該國銀行業狀況及公共財
政的擔憂，昨日西班牙第四大銀行 Bankia 股價開盤大跌
29%，10年期西債與德債孳息率差亦創歷史新高，見507
基點。Bankia在周五宣布向政府要求注資190億歐元。

據西班牙世界報（El Mundo）周一報道稱，如果西
班牙國債的風險溢價繼續接近500基點的高位，並且希臘
危機持續惡化，西班牙政府將考慮向EFSF求助。

報道還稱，鑒於本月已經國有化的西班牙Bankia銀行
需要190億歐元的救助資金情況下，政府至少還需要拿出
300億歐元用於清理和整頓該國三家銀行，因此政府不得
不向EFSF尋求幫助。據悉，這300億歐元中的100億歐元
將用於清理銀行的資產負債表，餘下的200億歐元將用於
提升資本比率。這三家銀行分別為 Banco de Valencia 銀
行、Catalunya 儲蓄銀行以及 Novagalicia 銀行，上述幾家
銀行最近已經被政府接管，並將在近期對外拍賣。

上周五，Bankia表示，由於要預留住宅按揭貸款和企
業貸款撥備，該行實際需求的注資總額將達到190億歐元
。而此前西班牙經濟部長金多斯（Luis de Guindos）曾指
出，西班牙銀行業需要達到新的資本金要求，並認為該整
頓計劃將耗資不超過150億歐元。

此次西班牙政府的援助金額超過了大多數分析師的
預測，這將成為西班牙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步銀行業救
助金。

對於西班牙銀行業的資本重組需求持續攀升，野村證
券國際分析師 Daragh Quinn 昨日表示，考慮到當前歐元
區所面臨的經濟和政治不確定性，西班牙政府壓力倍增，
將考慮利用外部融資來為該國銀行業重組提供資金。

國債孳息飆至6.5厘
受上述風險因素影響，昨日 10 年期西班牙國債孳息

率日內飆升16基點至6.50厘，觸及去年11月以來最高，
而 10 年期西債與德債的孳息率差也一舉擴大至 507 基點
，創歐元誕生以來新高；此外，Bankia銀行股價開盤亦暴
跌29%至每股1.11歐元。

此外，評級機構標準普爾上周五宣布下調5家西班牙
銀行的債信評級，並表示，西班牙銀行業的資產質量惡化
速度將在今明兩年加快，若西班牙銀行業面臨的壓力加劇
，將面臨被進一步降級的可能。較早前，另一家評級機構
穆迪亦於上周下調了16家西班牙銀行的評級，並維持評
級展望為負面。

歐債危機惡化，金融市場波動，市場
都在談論目前是否熊市降臨、或只是調整
而已，而股市跌幅如此大，是否入市機會
。不過，在當前歐元區債務危機環境之下
，確實有投資者認為是入市良機，全球最
大資產管理經理，貝萊德行政總裁芬克表
示，股市相對債市便宜。芬克在貝萊德年
度大會上說，市場有波動及恐慌時刻，對
於長線投資者，這是入市良機。

不過，至少在短期之內，只有少數市
場直至希臘重新大選之前，股市有望反彈
向好。對於希臘6月17日重新進行選舉，
對希臘是否留在歐元區，或脫離歐元區是
重要日子。除了芬克，也有其他市場人士
看好股市，紐約的Yardeni研究公司，相信
夏季是股市轉勢，這次升市將由美國帶動
。美國標普 500 指數由 4 月高位下跌 6%，
相對地，2010 年跌幅為 16%，2011 年跌幅
為19%。

這些市場人士看好股市的主要原因，

是央行的干預，無論是美國、英國，以至
歐洲央行，都在推出類同的進一步量化寬
鬆措施，其二是增長因素，市場焦點放在
美國增長形勢。

貝萊德：股巿現水平抵買

印度物業發展商Unitech對德意志銀行提出指控，稱聲
德意志在出售一種利率掉期交易時處理失當，沒有對產品交
易作出適當解釋，該案件涉及超過 1.5 億美元貸款交易。
Unitech 於 5 月份提出申訴，指控德意志銀行的對沖協議銷
售不當。

德意志銀行是德國最大銀行，較早前指Unitech旗下部
門，拖欠一筆與利率相關合約的 1100 萬美元欠款。利率掉
期合約買賣導致數以千宗法律訴訟，英國金融服務局也介入
調查，Unitech 的案件是告上英國法庭有關最大宗訴訟之
一。

Unitech及德意志銀行發言人均沒對此作出回應。根據
消息，Unitech指控德意志銀行委派沒有任何經驗的利率掉
期經理進行交易，也沒有對風險作出解釋。Unitech表示，
雙方在2007年及2010年簽訂有關交易協議，涉及付款至少
達到2350萬美元，Unitech稱交易不當的對沖。利率掉期本
意是用來對沖利率上升風險，但如果利率下跌或利率走勢與
預期不同，客戶反而要面對更高成本。

Unitech控德銀交易失當

瑞 士 央 行 （SNB） 行 長 喬 丹 （Thomas
Jordan）表示，一旦歐元區債務危機加劇，瑞士
央行可能考慮採取資本管制措施來抑制瑞郎升
勢。

喬丹前日接受訪問時指出，由政府和央行組
成的工作小組目前正在集中精力控制瑞郎升值，
儘管他並不認為歐元區將解體，但央行官員必須
為該貨幣利盟解體的可能性做好準備。

在截至 2010 年 6 月的 15 個月間，瑞士央行
曾經採取舉措通過購買歐元的方式而達到抑制瑞
郎升值的目的。隨着去年歐元區債務危機的惡化
，令更多的投資者將瑞郎作為資金避難所，並推
高了瑞郎的避險需求，瑞士的決策者為了保護本
國經濟，被迫將瑞郎兌歐元的匯率上限設定為
1.20歐元。

去 年 12 月 ， 瑞 士 財 政 部 長 Eveline
Widmer-Schlumpf表示，為了控制瑞郎升值，已
經成立一個特別工作小組，該小組主要對資本管
制和負利率等措施進行可行性試驗。

Fxpro 駐倫敦首席經濟學家史密斯（Simon
Smith）接受訪問時指，瑞士央行採取資本管制
舉措存在一定可能，特別是考慮到目前歐洲正在
進行的資本外逃。儘管央行並不希望這麼做，但
能夠理解他們發表看法的理由，他們只是不想排
除這種可能性。

希臘民意調查顯示，支持緊縮政策的政黨支持
率反超前，受消息提振，歐洲股市承亞洲股市升勢
，早段全面向好，歐洲三大股指升幅均超過1%，
歐元也結束連續四日跌勢，曾反彈至1.2625美元。

衡量歐股整體表現的斯托克歐洲600指數上漲
0.7%，報244.21點。

其中，全球增長速度最快的 IT 服務供應商

Aveva Group股價飆升12%，公司此前宣布稅前利
潤上揚。而希臘股市更是結束了連續五日下跌，早
段大漲 7.29%至 520.56 點。上周五，歐元收於
1.2513美元，觸及2010年7月中以來最低，昨日早
段歐元反彈0.8%至1.2625美元，隨後回落至1.2567
美元。

亞洲方面，摩根士丹利國際資本亞太指數攀升
0.7%至112.44點，由於貸款需求量驟減以及中國的
工廠產出下滑，本月以來該指數已經累計下跌逾
10%，將成為 2008 年 10 月以來的最大單月跌幅。
此外，香港恒生指數與新加坡海峽時報指數分別上
漲0.5%。

近期市場的緊張氣氛到了上周六終於得到部分
緩解，據希臘民意調查顯示，在希臘 6 月 17 日重
選之前，支持國際救助計劃的希臘保守黨新民主黨
的支持率領先激進的左翼聯盟Syriza黨，這令希臘
留在歐元區的可能性有所提高。

Principal Global Investors 的 資 產 組 合 經 理
Binay Chandgothia 表示，希臘沒有離開歐元區的
出口。如果他們能夠採取結構性的積極舉措，未來
市場狀況將會好轉。

瑞
士
或
出
招
抑
瑞
郎
升
勢 希臘民調轉向 歐股回升

歐債危機惡化削弱歐元區經濟，歐元匯價下跌，
與此同時美國原油庫存增加，抑止對原油需求，對沖
基金亦減持原油好倉至 20 個月低位。根據商品期貨
交易委員會資料，在截至5月22日止的7天，原油好
倉合約減至 13.6751 萬份，創 2010 年 9 月以來最低
位。

本月以來，油價大跌 13%，為 2011 年 11 月以來
首度跌破每桶 90 美元，今年的升幅全面回吐。美元
兌歐元升值，市場對商品需求大減，而美國原油庫存
則升至 22 年高位，加上伊朗局勢似乎緩和，降低中
東地區原油供應中斷的風險。

業界交易員指出，對沖基金看淡歐洲、歐元及全

球經濟前景。紐約原油期貨一周之內下跌 2.5%至每
桶 91.66 美元。油價在 5 月 23 日曾經一度跌至每桶
89.9美元。油價在5月16日曾經跌至半年低位，當時
因為希臘選舉後未能成功籌組新政府，緊接 5 月 17
日惠譽調低希臘信貸評級，引發市場恐慌。

由於歐元區危機惡化，在過去 20 個交易日，歐
元兌美元都在跌，一度跌至 2010 年 6 月以來最低位
，5月26日歐元曾經彈升至1.2516美元。此外，西班
牙 2012 年首季陷入衰退，該國 Bankia 銀行已被國有
化，本月初曾表示需要 190 億元（238 億美元）政府
援助。

美國能源部公布截至 5 月的一周原油庫存增加

88.3 萬桶，升至 3.825 億桶，此為 1990 年 8 月以來最
高水平，受到此消息影響期油價格在 5 月 23 日曾經
跌破每桶 90 美元。油價持續下跌，美國汽油價格跟
隨下調，5月26日汽油價格跌至每加侖3.645美元，
為2月22日以來最低位。

根據市場消息，包括對沖基金及商品交易商等投
資經濟，在截至5月22日止的7個交易日，減持期油
及期權好倉合約 2431 份。交易員表示，油市氣氛偏
淡，伊朗局勢緩和，市場不再擔心中東石油供應中斷
，估計油價將跌至每桶85美元。在2011年，波斯灣
國家供應 15%美國進口原油及石油產品，相對 1999
年的23%為低。

基金期油好倉達20月低位

▲西班牙Bankia銀行需要190億歐元的救助資金情況下，政府至少還需要拿出300億歐元用於清理
和整頓三家銀行

▲瑞士央行可能考慮採取資本管制措施來抑制瑞郎升勢

▲希臘民意調查顯示，支持緊縮政策的政黨支
持率反超前

▲印度物業發展商Unitech指控德意志銀行的對沖協議
銷售不當

▲紐約原油期貨一周內下跌2.5%至每桶91.66美元

◀貝萊德
表示，股
市相對債
市便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