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Shanghai Highly (Group) Co., Lt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Company”) and all directors hereby ensure that this
announcement contains no false information, misleading statements or major
omissions and are jointly and severally liable for the factuality, accuracy and
completeness of this announcement. And the English version is for reference
only.
Important contents:
● Time for the 2011 Annual Shareholders' General Meeting: It begins at 13:30
on 21 Jun. 2012 (Thursday).
● Place for the general meeting: Huangshan Hall, 3/F of Shanghai Pine City
Hotel (No. 777 Zhaojiabang Road)
●How to attend the general meeting: on site
The 9th Session of the 6th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Company was convened at
the conference room of Sheraton Shanghai Hongkou Hotel on 30 May 2012. 9
directors were supposed to attend the session, and all of them were actually
present. All supervisors and the company secretary sat in on the session, which
was presided over by Mr. Shen Jianfang, Chairman of the Board.
The session was convened in compliance with applicable laws, regulations and
provisions in the Company's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at which the following
proposals were reviewed and approved:
1. Proposal on Paying for the 2011 Annual Financial Audit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audit for 2011, it was agreed to pay a total of
RMB 870,000 (same amount for 2010) as the 2011 annual audit fee (including
the travel expense) to Ernest & Young Hua Ming CPA Ltd.
Voting result: 9 yes-votes, 0 no-vote and 0 abstention.
2. Proposal on Engaging a Financial Audit Agency for 2012
It was agreed to engage 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CPA Ltd. as the financial
audit agency for 2012. The proposal shall be submitted to the Shareholders'
General Meeting for review.
The Company hereby expresses its heartfelt gratitude to Ernest & Young Hua
Ming CPA Ltd. and its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for the years of professional
audit service they have provided for the Company.
Voting result: 9 yes-votes, 0 no-vote and 0 abstention.
3. Proposal on Convening the 2011 Annual Shareholders' General Meeting
Voting result: 9 yes-votes, 0 no-vote and 0 abstention.
The Notice on Convening the 2011 Annual Shareholders' General Meeting is as
follows:
I. Basic information about the meeting to be convened
1. Date and time for the meeting: begins at 1:30 p.m. on 21 Jun. 2012
(Thursday)
2. Place for the general meeting: Huangshan Hall, 3/F of Shanghai Pine City
Hotel (No. 777 Zhaojiabang Road)
Traffic tip: You can go to Shanghai Pine City Hotel by Bus 42, 43, 49, 50, 864
and 205 or Subway Line 7 and 9.
3. Convener of the meeting: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Company
4. How to attend the general meeting: on site
II. Proposals to be reviewed at the meeting
1. Review the 2011 Work Report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Company;
2. Review the 2011 Work Report of the Supervisory Committee of the
Company;
3. Listen to the Work Report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4. Review the 2011 Annual Final Financial Report and the 2012 Annual
Financial Budget;
5. Review the 2011 Annual Profit Allocation;
6. Review the Preplan for Engagement of a Financial Audit Agency for 2012;
7. Review the Proposal on 2012 Annual External Guarantees;
8. Review the Proposal on 2012 Related-party Transactions.
Ⅲ. Persons attending the meeting
1. Shareholders of A shares of the Company registered at Shanghai Branch of
China Securities Depository and Clearing Corporation Limited after the trade on
the afternoon of 7 Jun. 2012 and shareholders of B shares of the Company
registered at Shanghai Branch of China Securities Depository and Clearing
Corporation Limited after the trade on the afternoon of 12 Jun. 2012 (the last
trading day of B shares is 7 Jun. 2012) all have the right to attend the meeting,
and can entrust agents to attend the Meeting and vote (please refer to the
attachment to get the letter of authorization). Besides, it is not necessarily
required that agents of those shareholders should be shareholders of the

Company.
2. Directors, supervisors and senior executives of the Company.
3. Lawyers engaged by the Company and other relevant persons.
Ⅳ. Registration method for shareholders attending the meeting
1. Registration way:
(1) Individual shareholders should hold shareholder-account cards and personal
ID cards to make registration and draw attendance notice; shareholders
authorizing other people to attend the Meeting should hold both letters of
authorization (original) and ID cards of the entrusted people to make the
registration.
(2) Corporate shareholders should hold shareholder-account cards, copies of
business license, letters of authorization (original) from units and ID card of
attendants to make the registration.
(3) Shareholders who can not make the registration on the scene could register
by means of letter (taking arrival postmark as the standard) or fax before 16:00
p.m. of 20 Jun. 2012. Registration materials should include the copies of
certification listed in the aforementioned No. 1 (1) and (2), as well as detailed
contract method for communication. Shareholders will handle meeting
registration and meeting materials when they attend the spot meeting.
2. Registration time for the on-site meeting: 9:30-16:00 on 15 Jun. 2012
3. Registration place: No. 2555, Changyang Road, Shanghai
4. For contact
Address: No. 888, Ningqiao Road, Jinqiao Export Processing Zone, Pudong
District, Shanghai
Post Code: 201206
Fax: (021) 50326960
Tel: (021) 58547777＊7016 and 7017
Contact persons: Xu Jie and Zhang Yi
Ⅴ. Other matters
1. The general meeting will last for half a day. No presents will be given at the
meeting. And attendants of the meeting bear the accommodation and traffic
expenses by themselves.
2. Please turn off your cell phone or set it at vibration during the meeting.

Board of Directors
Shanghai Highly (Group) Co., Ltd.

1 June 2012

Attachment:
Letter of Authorization

We/I hereby entrust Mr. /Ms. as the unit's/my proxy to attend the 2011
Annual Shareholders' General Meeting of Shanghai Highly (Group) Co., Ltd.
and exercise voting right on behalf of us/me.
1. Affirmative vote for proposals No. in public notice on holding Shareholders'
General Meeting □;
2. Against vote for proposals No. in public notice on holding Shareholders'
General Meeting □;
3. Abstention vote for proposals No. in public notice on holding Shareholders'
General Meeting □;
4. □ Be entitled/ □ Not be entitled to vote for provisional proposal which is
likely to be brought into consideration;
5. For the issues making no concrete direction, proxy □ could/□ could not
vote according to his/her own willing.
Signature of Consigner (Corporate shareholder shall be signed by legal
representative and by means of official seal):
ID Card Number of Consigner (Registration code of business license of
corporate shareholder):
Number of shares held by Consigner:
Shareholder's Account Number of Consigner:
Signature of Assignee:
ID Card Number of Assignee:
Date of Authorization:
The said letter of authorization would become effective since the signature date
and be end when the said meeting is over.
Note: Consigner shall mark  in relevant“□”in the Letter of Authorization;
The Letter of Authorization shall be valid both in terms of print and 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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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Highly (Group) Co., Ltd.
Announcement on Resolutions of the 9th Session of the 6th Board

of Directors & Notice on Convening the 2011
Annual Shareholders' General Meeting

The Supervisory Committee of Shanghai Highly (Group) Co., Lt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Company”) and all supervisors hereby ensure that this
announcement contains no false information, misleading statements or major
omissions and are jointly and severally liable for the factuality, accuracy and
completeness of this announcement. And the English version is for reference
only.
The 8th Session of the 6th Supervisory Committee of the Company was convened
on 30 May 2012. Supervisors Yuan Mifang, Tong Liping, Li Li, Lu Kangchu
and Zhu Haoli were present at the session, which was presided over by Mr.

Yuan Mifang, Chief Supervisor.
And the following proposals were reviewed and approved unanimously at the
session:
1. Proposal on Paying for the 2011 Annual Financial Audit
2. Proposal on Engaging a Financial Audit Agency for 2012

Supervisory Committee
Shanghai Highly (Group) Co., Ltd.

30 May 2012

Short Form of Stock: Highly Gufen (A-share), Highly B Gu (B-share) Stock Code: 600619 (A-share), 900910 (B-share) No.: L2012-014

Shanghai Highly (Group) Co., Ltd.
Announcement on Resolutions of the 8th Session of the 6th

Supervisory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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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鳳祥股份有限公司召開2011年度股東大會通知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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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內容提示：
（1）會議召開時間：2012年6月26日（星期二）下午1：30
（2）會議召開地點：上海影城五樓多功能廳
（3）會議召開方式：現場會議
（4）會議議案：詳見會議議程
根據公司董事會七屆五次會議作出的決議，董事會決定於2012年6月26日（星期二）下午

1：30在上海影城五樓多功能廳（本市新華路160號）召開2011年度股東大會。
（一）會議議程：
（1）審議《公司2011年年度報告正文及摘要》；
（2）審議《公司2011年度董事會工作報告》；
（3）審議《公司2011年度財務決算報告和2012年度財務預算報告》；
（4）審議《公司2011年度利潤分配及資本公積金轉增股本預案》；
（5）審議《關於繼續聘請上海眾華滬銀會計師事務所為公司2012年度財務審計機構的議

案》；
（6）審議《關於2012年度公司為控股子公司融資提供一攬子擔保的議案》；
（7）審議《關於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條款的議案》；
（8）審議《公司獨立董事2011年度述職報告》；
（9）審議《關於聘請上海眾華滬銀會計師事務所為公司 2012 年度內控審計機構的議

案》；
（10）審議《公司重大信息內部報告制度》；
（11）審議《公司募集資金管理制度》；
（12）審議《公司關聯交易管理制度》；
（13）審議《公司對外擔保管理辦法》；
（14）審議《公司2011年度監事會工作報告》。
上述（1）至（13）項議案已獲董事會七屆五次會議審議通過（詳見臨2012-006公告）；

上述（14）項議案已獲監事會七屆五次會議審議通過（詳見臨2012-007公告）。
（二）出席會議對象：
（1）本公司董事、獨立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
（2）截止2012年6月14日（星期四）交易結束後在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記在冊的本公司A股股東和2012年6月19日（星期二）交易結束後登記在冊的B股股東或
授權代表[B股最後交易日為6月14日（星期四）]。

（三）會議登記辦法：
（1）登記手續：出席會議的股東應持有本人身份證、股票帳戶卡；委託代理人持身份證、

授權委託書（樣式見附表）、委託人股票帳戶卡；法人股股東持股東營業執照複印件、法人代
表授權委託書、出席人身份證辦理登記手續；異地股東可採用信函或傳真方式辦理登記（B股
境外股東可委託代理機構辦理會議登記），信函登記以當地郵戳日期為準，傳真登記以公司收
到登記表之日期為準。

（2）登記地點：上海市東諸安浜路165弄29號4樓（紡發大樓）上海立信惟一軟件有限公
司，靠近江蘇路。交通情況：地鐵2 號線江蘇路站4 號口出，臨近公交車有01 路、62 路、562
路、923路、44路、20路、825路、138路、71路、925路。 「現場登記場所」地址問詢電話為
021-52383317。

（3）登記時間：2012年6月21日（星期四）上午9：00-11：30；下午13：00-16：00
（四）注意事項：
（1）本次會議會期半天，與會股東食宿與交通費自理。並且公司將嚴格執行監管部門有關

規定，不向參加股東大會的股東發放禮品，以維護其他廣大股東的利益。
（2）聯繫人：周富良、夏敏
聯繫地址：上海市漕溪路258弄26號六樓
電 話：021－54480605或021－64855944
傳 真：021－54481529 （董事會辦公室）

老鳳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2年6月1日

附表：
授權委託書

兹授權委託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單位）出席老鳳祥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度
股東大會，並代為行使表決權。
委託人（簽字／蓋章）：
身份證（營業執照）號碼：
股東賬戶：
持有老鳳祥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股
代理人（簽字）：
代理人身份證（營業執照）號碼：
委託日期：2012年 月 日

二〇一二年六月一日 星期五B3國際經濟責任編輯：孫紹豪

印GDP僅增5.3% 9年最慢
製造業及農業成重災區

在歐債危機及全球經濟前景不明朗之
下，印度首季經濟增長放緩至9年來最慢
，在截至3月止季度GDP僅增長5.3%，
低於對上一季的6.1%，反映印度經濟各環
節都在經歷增長放慢情況，其中製造業及
農業活動出現大幅下滑現象，此為印度經
濟2003年以來最差的表現，可能迫使決策
官員採取緊急行動振興經濟增長。

本報記者 鄭芸央

印度公布經濟增長為9年以來最慢數據，貨幣盧
比匯率受拖累，曾創歷史低位，跌近2011年11月以
來表現最弱月份，成為 11 隻交投活躍貨幣之中表現
最弱一隻貨幣，周四一度跌至歷史低位56.5150，以5
月份計盧比貶值 6.5%。印度是亞洲第三大經濟體，
首季增長僅為 5.3%。而在歐債危機之下，投資者減
持股票這類風險資產，海外投資者5月減持印度股票
1.76億美元。匯市分析員表示，經濟增長數據令人失
望，盧比匯價受壓。周三盧比一個月波動指數升 25
基點至13.75%，單在5月份指數升425個基點。

不過，印度政府債券升勢為3月以來最大，市場
人士表示，這是個好現象，反映投資者仍未完全撤離
印度資產。根據印度央行資料，印度國債孳息5月跌
24個基點至8.44%，此為1月份以來最大跌勢。

由於歐債危機惡化，中國經濟增長放慢，投資者
減持新興市場資產，亞洲貨幣錄得去年9月以來最大
單月跌幅，彭博摩根大通亞洲貨幣指數，由 4 月 30
日以來跌 2.7%，期間全球基金由韓國、印尼等股市
，撤走 78 億美元資金，周四馬來西亞貨幣兌美元曾
跌0.64%至3.18883，韓圜兌美元跌0.54%至1185.6。

印度中央統計部周四公布，截至3月止季度GDP
增長 5.3%，相對前一個季度的 6.1%為低，相對一年
前同期的 9.2%增長，可謂大倒退。數據公布前，彭
博經濟員調查預測為 6.1%增長。印度經濟在今年首
季增長跌至9年低位，清楚顯示經濟各層面都受到影
響，其中以製造業及農業的跌幅最為顯著。最新的數
字是印度經濟自 2003 年以來最差的表現，甚至差於
2008 年雷曼兄弟崩潰引發全球金融危機之時期，分
析料這可能迫使決策官員採取緊急行動刺激增長。

4月工業生產及出口急跌
印度商會形容周四公布的 GDP 數據是 「災難」

，印度面對的是增長放緩危機，以及高通脹率，這都
令人極度關注。印度4月份工業生產和出口急跌，主
要是受到內部及全球對該國貨品的需求大減所致，事
實上，印度的經濟困境已經擴散，雖然政府歸咎是受
到歐元債務危機打擊，但當地經濟員則認為，最大因
素的政府政策不當。

分析指出，過去兩年，印度經濟受到疲弱的政策
拖累，增長緩慢、企業投資下跌、高通脹持續上升，
加上印度盧比貶值，投資者對政府政策信心繼續下滑
。經濟員預測今年印度增長疲弱，高盛、美銀美林、
摩根士丹利等大行，先後調降對印度 2013 年經濟增
長預測，但仍然預測有6%以上增長。分析員擔心疲
弱的增長數據，進一步削弱投資者信心，可能導致盧
比加速疲弱。

渣打：打擊投資者信心
孟買渣打銀行經濟員指稱，印度經濟一向是高增

長，如果這情況出現改變，必然會打擊投資者的信心
，並引起投資者重新考慮對印度的投資。近年工業界
都投訴在印度經營生意，受到高利率所影響，因為印
度央行推行積極貨幣收緊政策，希望能降低高通脹率
。評級機構標普4月已經把印度展望由穩定降至負面
，稱該國政治環境出現不利因素。事實上，當地企業
受到經濟放慢影響，Tata鋼鐵廠首季盈利大減九成，
分析認為印度今年經濟情況困難重重，需要面對一段
低增長及高通脹的日子。

穆迪下調丹麥9銀行評級
穆迪宣布

下調包括丹麥
最大銀行丹斯
克銀行（見圖）
在內的九家銀
行債信評級，
理由是貸款帳
項惡化以及債
務融資困難。

穆迪宣布
，將丹斯克銀

行的長期信貸評級連降兩級，由A2級下調至Baa1級，但評
級展望為穩定；而作為丹麥最大的按揭貸款銀行以及歐洲最
大的資產抵押債券發行銀行，Nykredit Realkredit 銀行的評
級則被連降三級至Baa2級，Pohjola Pankki Oyj銀行評級則
由Aa2級下調至Aa3級。穆迪還在報告中指出，丹麥銀行受
到國內經營環境疲軟、資產質量下滑以及盈利能力下降等負
面因素的衝擊。

穆迪此番降級也令該公司與銀行間的客戶關係愈加緊張
。包括Nykredit銀行在內的數家丹麥銀行，由於與穆迪在評
級方法上存在分歧已經決定不再聘請穆迪。丹斯克銀行行政
總裁柯林五月曾經在系統支持問題上對穆迪提出了批評，該
銀行的按揭貸款部門已於1年前結束了與穆迪的聘用關係，
Nykredit銀行亦於今年4月終止了與穆迪的合作。

標普駐斯德哥爾摩分析師Per Tornqvist早前接受訪問時
表示，丹麥銀行的貸款壞帳水平將高於預期，丹麥銀行的表
現不大可能好於去年。標普估計，截至 2011 年的丹麥銀行
四年總貸款損失，將增至1550億克朗（260億美元），這還
未包括額外300億克朗的貸款減值損失在內。而丹斯克銀行
的不良貸款規模則佔據銀行業總規模的一半左右。

巴西中央銀行在周四宣布減息，把該國的主要利
率大幅減低半厘，至8.5厘的歷史新低，目的是要振
興這個拉丁美洲最大的經濟體。

巴西中央銀行在周四決定把重要利率大降半厘，
至8.5厘，比起2009年全球金融風暴時的8.75厘還要
低。該行的貨幣策略委員會在聲明中指出，目前通脹
升溫的風險仍然低，並表示，隨着全球經濟仍然脆弱
，外界對通脹的推動很少。

相信今次減息可以令總統羅塞芙的壓力減低，她
在上任後，已決心把巴西的利率大幅下降。在連串減
息行動前，以國家經濟規模計算，巴西一直是這類別

中，利率最高的國家。
至於減息行動亦可以提振巴西的經濟，可謂是相

得益彰。巴西經濟在近年急速降溫，已由 2010 年的
7.5%，大幅降低至去年的 2.7%，而在最近數月增長
率更只略高於1厘。

事實上，巴西實際利率的高企（現處於約3.5厘
），是長年累月通脹率高企的結果，同時亦做成其他
多個問題，包括該國相對較低水平的基建投資。高盛
經濟師 Alberto Ramos 表示，巴西央行對於經濟增長
放緩的憂慮，已大於通脹上升的憂慮。

美首季經濟增1.9%符預期
第一季度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經修正後

為 1.9%，反映存貨增長放緩以及政府削減規模加大。美國
商務部昨日宣布，今年首季美國GDP按年增長經修訂後錄
得1.9%，該增幅與彭博社訪問的79位經濟學家預測平均值
相符，而今年首季GDP增長率初值為2.2%。商務部同時表
示，企業純利按季增長 0.6%，創三年來最低，而去年同期
企業純利按季增幅高達6.5%。

今年首季，儘管商業投資規模萎縮，但是零售商以及汽
車代理商的消費支出擴張對美國經濟產生持續的推動力，顯
示美國經濟需要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以便維持經濟的擴張步
伐。不過，歐債危機的持續惡化令市場擔憂，美國經濟的復
蘇步伐或將放緩。

法興銀行駐紐約高級美國經濟學家 Aneta Markowska
表示，美國經濟歸根究底還是取決於消費支出，消費支出是
否能夠撿起接力棒並帶動美國經濟復蘇是市場所關心的。今
年首季，消費表現很突出，但能否持續還有待觀察，因為消
費支出主要由就業市場帶動，但目前就業市場已經出現下滑
態勢。

商務部報告還顯示，消費支出今年首季按年攀升 2.7%
，而上季消費支出的增幅為 2.1%。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機構
的預算支出則按年下滑 2.5%，較此前公布的 1.2%降幅多出
一倍。

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在華盛頓接受 「華爾街日報」訪問
時表示，歐元區國家應考慮發行歐元債券。另外，由於歐債
危機持續以及市場不確定性增加，他相信全球經濟將在未來
數年面臨風險。

佐利克指出，歐元區國家需要在政策上有很大改進，比
如發行某種形式的歐元債券，以便支撐意大利和西班牙，由
於這些國家的借款成本高企，投資者愈加懷疑政府改革本國
經濟的能力。同時，世界銀行也在呼籲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

家考慮實施長期經濟舉措，以便在經濟前景日趨模糊的情況
下支撐本國經濟，而不是僅僅考慮傳統的預算手段和央行計
劃。

佐利克還表示，經濟的下滑不是短期的，所以需要一個
長期的復蘇過程，歐洲經濟在這段時間內都將較為脆弱。他
補充，具體而言，包括長期的債務削減以及石油和其他大宗
商品的價格波動，這些都會增加不確定性因素，所以應該採
取不同的政策組合來應對。

佐利克還稱，歐債危機波及歐元區的很多發展中國家，
如果歐洲無法解決自身問題，債務危機將造成更大的衝擊。
他說，令人沮喪的是，儘管歐洲已經初步採取舉措應對銀行
業、主權債務以及競爭力問題，但時間上總是太遲，措施的
力度亦不夠。

隨着希臘退出歐元區的可能性逐步顯現，歐盟官員壓力
倍增，國際社會呼籲歐元區採取更大力度的舉措向一體化邁
進，以便平息危機。而德國已經抵制了多項舉措，德國擔心
這些舉措可能將減輕問題國家實施嚴格經濟改革和預算改革
的壓力。

佐利克：需予過渡性貸款西意
佐利克還認為，刺激歐洲經濟增長的計劃需要通過基礎

設施投資加以鞏固，但是像西班牙和意大利這樣的國家需要
在較長時間內進行大規模的改革，並且需要提供過渡性貸
款。

對於德國的抵制，佐利克表示，德國的觀點是正確的，
問題國家需要進行改革，德國不能免費提供信貸的理由也是
無可厚非的。不過，發行局部歐元債券可以提供長期融資。
佐利克將於6月底離任，接替他的將是達特茅斯學院校長金
墉。

世銀：歐元區應考慮發歐債

盧比匯價受壓月貶6.5%

巴西大幅減息半厘創新低

▲第一季度美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經修正後為1.9%

◀世界銀
行行長佐
利克接受
訪問時表
示，歐元
區國家應
考慮發行
歐元債券

▲印度首季經濟增長放緩至9年來最慢，
在截至3月止季度GDP僅增長5.3%，低於
對上一季的6.1%

◀印度貨幣盧比周四一度跌至歷史低位
56.5150，以5月份計，盧比貶值6.5%

▲巴西央行在周四宣布減息至8.5厘的歷史新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