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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屆董事會第十七次會議決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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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導性陳述或

者重大遺漏。
本公司於2012年6月5日以電子郵件的方式向全體董事發出了會議通知，並於2012年6月12日

召開第六屆董事會第十七次會議，會議通過通訊傳真方式審議會議議案，應會9名董事均對會議議
案作出表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會議審議通過了以下議案：

1、審議通過關於續聘解慶先生為公司副總經理的議案（解慶先生簡歷附後）；
同意9票，反對0票，棄權0票

鑒於公司副總經理解慶先生現已到聘任期限，經公司副董事長兼總經理劉醒明先生提議，續聘
解慶先生為公司副總經理，分管公司生產、採購、內銷業務，聘任期同公司本屆董事會。

2、審議通過關於修改股東大會議事規則的議案；
同意9票，反對0票，棄權0票

2006年5月31日公司召開的2005年度股東大會（參見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度股
東大會決議公告，公告編號：2006-020）審議通過的《股東大會議事規則》第九條： 「股東大會由
公司董事長召集主持，亦可由其指定的副董事長、其他董事主持。董事長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由
董事會決定大會召集主持人」。現根據《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規定，修改為 「股東大會會議由
董事會召集，董事長主持；董事長不能履行職務或者不履行職務的，由副董事長主持；副董事長不
能履行職務或者不履行職務的，由半數以上董事共同推舉一名董事主持」。

本議案尚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通過才能生效。
3、審議通過關於修改董事會議事規則的議案；

同意9票，反對0票，棄權0票
2008年5月22日公司召開的2007年度股東大會（參見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度股

東大會決議公告，公告編號：2008-018）審議通過的《董事會議事規則》第四條： 「董事會會議由
董事長召集和主持；董事長不能履行職務或者不履行職務時，由副董事長主持，也可委託一名董事
或由半數以上董事共同推舉一名董事召集和主持」。現根據《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規定，修
改為 「董事會會議由董事長召集和主持；董事長不能履行職務或者不履行職務的，由副董事長履行
職務；副董事長不能履行職務或者不履行職務的，由半數以上董事共同推舉一名董事履行職務」。

本議案尚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通過才能生效。
4、審議通過董事會秘書工作制度的議案；

同意9票，反對0票，棄權0票
詳細內容見巨潮資訊網www.cninfo.cn刊登的《董事會秘書工作制度》
5、審議通過董事會戰略委員會議事規則的議案；

同意9票，反對0票，棄權0票
詳細內容見巨潮資訊網www.cninfo.cn刊登的《董事會戰略委員會議事規則》
6、審議通過董事會提名委員會議事規則的議案；

同意9票，反對0票，棄權0票
詳細內容見巨潮資訊網www.cninfo.cn刊登的《董事會提名委員會議事規則》
7、審議通過董事會薪酬與考核委員會議事規則的議案。

同意9票，反對0票，棄權0票
詳細內容見巨潮資訊網www.cninfo.cn刊登的《董事會薪酬與考核委員會議事規則》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12年6月12日

附：解慶先生簡歷
解慶：1974年4月出生，電光源工程師，現任本公司副總經理。1994年7月畢業於南京無線電

工業學校，同年7月進入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普泡車間工作，三個月後任生產線班長，1996
年3月開始任普泡車間技術員，1997年5月任中燈車間主任，1998年至2010年任單端車間主任，
2010年6月任公司副總經理。截至目前，解慶先生持有 「佛山照明」股份12,950股，未持有 「粵照
明B」股份，與公司其他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東之間不存在關
聯關係，未受過中國證監會及其他有關部門的處罰和證券交易所懲戒。

至2050年減至3.2億噸
國際航協訂減排目標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第68屆年

會在京閉幕。大會宣布，南非航空公司將
在開普敦承辦第69屆國際航空協會年會暨
世界航空運輸峰會。澳洲航空公司行政總
裁阿倫．鍾斯獲選該會新任輪值主席。
IATA總幹事湯彥麟指出，國際航空業要持
續管理碳排放量，目標是到2050年，淨排
放量減至3.2億噸，相當於2005排放量的
一半。

【本報記者李理北京十二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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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記者陳小囡報道】波音公司高層
昨日在北京透露，將與中國國際航空和中國
石油天然氣有限公司合作，第二次使用生物
燃料進行試飛，該次試飛燃料將部分使用植
物油。

波音公司負責中國和北美生物燃料戰略
的地區主管埃默特表示，試飛將在今年第三
季度進行，並很可能在泛太平洋航線上進行
，試飛里程將遠遠超過去年 10 月份在中國
所進行的1小時的首次試飛。

埃默特表示，這次試飛意在表明中國生
產的生物燃料能夠有效運作，並且 「確保世
界各地的航空公司和監管部門能夠放心將其

用於商業航班」。
本次試飛與去年相同，將採用中石油從

本土的麻風樹中果實提取的生物油。從麻風
樹種中提煉出的這種燃料在中國將有很大市
場，中國有大片的荒地可以轉化為種植麻風
樹。

波音公司中國業務的負責人艾倫在北京
舉辦的IATA年會上表示，中國與世界上其
他地區一樣，對清潔燃料存在需求。但中國
具有其他國家不具備的規模經濟優勢。並且
中國的科技迅速發展，使他們能夠走在這項
技術的前列。

今年四月，波音將一架波音787飛機交

付給全日空航空公司，該架民用飛機首次使
用航空生物燃料成功飛越了太平洋。此次
787夢想飛機所使用的生物燃料主要由廚餘
廢油提煉而成，與目前同等尺寸的飛機相比
，其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減少約30%。

目前，波音公司在全球可持續航空生物
燃料發展方面處於領先地位，在航空業減少
碳排放策略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國商用飛機
有限責任公司看準這一角色，於今年3月份
，同競爭對手──波音公司簽署合作協議，
將共同出資在北京創建航空節能減排技術中
心。具體合作內容包括航空生物燃料、航空
通訊基礎設施等領域。

日益高企的燃油價格和愈發嚴格的環保
要求，使得航空替代燃料成為國際航空業共
同關注的問題，一些國家從樹木、海藻和農
作物中提取生物燃料，並將傳統航空燃油混
合一定比例生物燃料的方式作為航空燃料。

波音在華再試飛生物燃料

▶波音將與
中石油第二
次合作試飛
使用生物燃
料的飛機，
該燃料提取
自中國本土
的麻風樹種
果籽

本文將論述餘下四
點看法：

四、淡水河谷控制
運輸將危及中國航運業

。巴西至亞洲的鐵礦石海運貿易佔全球鐵礦石貿
易比例約為 30%，其中淡水河谷又佔據了其中
90%的貿易量，由於該航線距離長，往返航程需
要兩個半月，消耗了大量運力，因此對於乾散貨
租船市場影響重大。目前中國船東投入巴西至中
國航線的主流船舶為18萬噸級海岬型船舶，而在
未來的10年，市場還將有更多的海岬型船舶交付
。一旦淡水河谷大規模投入40萬噸船，將對中國
近年來用千億元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散貨運輸船
隊形成致命的打擊，將會使18萬噸級海岬型船舶
嚴重過剩和閒置。

事實上，市場已經對此給予了回應。目前，
中國大批散貨船東虧損嚴重，在生死線上苦苦掙
扎，中國的航運業已經陷入嚴重的危機之中。以
淡水河谷為首的國際大礦山不僅把中國的鋼廠打
得一敗塗地，現在又夢想利用中國港口把中國的
船東也逼入絕境。毫無疑問，淡水河谷決不滿足
只造35條超大型船，他們一旦成功進入中國，將
是造 80 條甚至是 120 條這樣的船，中國散貨船隊
被打垮的前景現在就清晰可見！

五、淺海區域建超大型礦石碼頭對生態資源
造成破壞。中國沿海基本為淺水海域，建港時普
遍採取挖海造地的形式，即港口建設要挖大量的
海泥上岸，深水航道要挖將近30米深，幾百米寬
，幾十公里長。沿海地區是陸地生態系統與海洋
生態系統的交錯區，有的還包括河口濕地。沿海

生態系統是典型的生態脆弱區，同時也是生物多
樣性豐富區，是海洋生物的生長地或棲息地，是
重要漁場。港口建設涉及大面積的航道開挖和填
海造地，對沿海環境和生態系統等帶來負面影響。
對於大規模建造世界上最大的 40 萬噸礦石碼頭，
將對我國海洋資源和生態環境產生嚴重的破壞。

有人說港口大型化是個趨勢，這要科學地看
待。過去十年，中國的碼頭從 5 萬噸級發展到 10
萬噸級15萬噸級甚至20萬噸級，這是大型化，但
如果搞40萬噸級的碼頭，那就是超大型化的問題
。超大型化是一個必須嚴肅認真對待的問題，因
為我們付出的代價太大，損失巨大，得不償失。

六、如果航運衰，則造船衰，鋼廠衰，港口
衰。正如大家清楚了解的一樣，航運業面臨着史
無前例的大蕭條，造成這種局面的主要原因就是
災難性的運力過剩和大礦山對航運的控制。中國
是航運大國，也是造船大國。無論是航運業還是
造船業（包括船舶建造和船舶設備製造等），都
是國家經濟和國防的支柱產業，也是鋼鐵工業和
港口的重要依託。其中航運是這些行業和產業的
基礎。航運興，造船興，鋼廠興，港口興。如果
航運衰，則造船衰，鋼廠衰，也會影響到港口。

航運、船廠、鋼廠和港口都是資金密集型行
業，都在銀行有巨額的貸款。並且中國幾乎所有
門類的銀行都參與到了航運、船廠、鋼廠和港口
的貸款業務之中。如果航運業持續惡化，必將導
致中國航運企業倒閉，船廠無船可造，將有大量
的工人失業下崗，鋼廠和港口也都會受到不良影
響，中國的金融業將受到衝擊。

七、40萬噸船節能環保值得商榷。淡水河谷

吹噓40萬噸船節能環保是蠱惑人心。40萬噸船與
18萬噸通用性海峽型船舶相比，如果都是從中國
空放到巴西裝貨再回到中國的情況下，每噸運費
只便宜5美元左右，如果18萬噸船是從亞洲裝煤
炭到歐洲後，再到巴西裝貨到中國，18萬噸船的
運費反而大大低於40萬噸的運費。另外建40萬噸
碼頭和每年航道疏浚的排碳和貨物的再次轉運消
耗，40萬噸船所謂節能環保的概念幾乎根本就不
成立。什麼事情都是有一定的限度，並不是越大
越好，也不是越大就越代表先進生產力。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40萬噸船是淡水河谷綁
架中國港口、摧毀中國散貨船隊、控制中國鋼廠
、威脅中國安全的 「魔杖」，其危害性是巨大的
，如果中國有關方面認識不到這些問題的嚴重性
，將可能犯下歷史性的錯誤。只要40萬噸船進入
中國，無論是以何種方式或形式，無論是合營還
是合資，無論是滿載還是減載，對中國都是重大
的負面衝擊！我們說抵制40萬噸級的船，也包括
38.8 萬噸的船和淡水河谷為了鑽中國的空子，蓄
意改小船舶噸位的礦船，如38萬噸、37.44萬噸等
的超大型船。 （下）

【本報記者楊楠上海十二日電】中國首台具自主知識產
權的C919大型客機航電系統集成驗證平台，近日運抵上海
飛機設計研究院（上飛院）浦東張江園區。在經過適應性調
試後，目前已通過了由大客項目部組織的《C919航電系統
仿真與測試集成技術研究》項目中期評審，進入預運行狀態
。該平台按照國際先進設計理念和設計標準研製，填補了中
國民用飛機綜合化航電系統集成測試的空白。

這一平台是承擔C919大型客機綜合航電系統集成驗證
、航電系統與非航電系統集成驗證，以及飛機級航電系統集
成驗證的重要試驗設施，是C919飛機2012年重點專項任務
之一，平台的研製與啟用亦為航電系統地面試驗奠定了
基礎。

據悉，該項目從去年11月立項以來，航電綜合試驗室
參研人員克服周期緊、研製難度大等困難，與供應商一起攻
堅克難，通過近半年的努力完成了項目總體設計、軟硬件開
發、系統集成與調試工作，實現了預期目標。

C919大型客機航電系統集成驗證平台力主國內自主研
發，在消化和吸收國外先進航電系統集成驗證平台研製技術
的基礎上，結合C919航電系統的特殊需求，將國外著名設
備供應商的核心理念、系統架構進行了進一步集成創新，成
為具有高可靠性、高智能化、高實時性、自動化集成測試驗
證平台。

另訊，香港航空業協會代表團一行，於日前訪問了中國
商飛公司，會長何懿德表示，香港航空業協會願意發揮自身
優勢，借助香港的國際化平台，與中商飛開展深層次合作。
中商飛副總經理史堅忠會見了香港客人，並贈送C919大型
客 機 模 型 ， 代 表 團 一 行 還 參 觀 了 中 商 飛 總 裝 廠 房 、
ARJ21-700 飛機第 105 架機、C919 大型客機展示樣機，以
及 「運十」飛機等。

C919航電驗證平台預運行

【本報記者宋偉大連十二日電】大連港大連灣 17#、
18#兩個新建的客滾泊位日前投產使用。連同大港區已有的
13#、14#、16#、17#、18#五個客滾泊位，大連港大港區
和大連灣區客運碼頭泊位總數增至七個。

除 17#、18#泊位已投產使用外，19#泊位的施工已接
近尾聲，預計在6月末完工。連同預建的20#泊位，大連港
客滾泊位總數將達到 9 個。大連灣原有的 5#、7#客貨滾裝
泊位已轉交雜貨碼頭公司，用作雜貨船舶的裝卸。改造後大
連灣客貨滾裝碼頭的待裝停車場面積增至14500平方米，為
檢後車輛提供了更大的停車場地。目前，在大連灣區客運碼
頭靠泊有去往煙台的客貨滾裝船 「萬榮海」號、 「龍興島」
號和今年1月份新增的 「青山島」號等3艘上萬噸級客貨裝
船。其中新增的 「青山島」輪裝車線約為 2000 米，使得大
連港的裝車能力相較於去年有了較大提升。

據統計，目前大連港靠泊客貨滾裝船的裝車線總長約為
12640 米，客位總數為15511 個。大連港客運總公司客運部
負責人表示，大連灣客運碼頭的工程建設，對於進一步完善
港口功能，提高港口吞吐能力，提升港口綜合競爭力都起到
積極的促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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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倫表示，IATA在業內擔當着重要角色，他十分
榮幸能擔任主席一職。除了以往堅持的安全性及可持續
發展外，他希望IATA能繼續在業內擔當主導，使各航
空公司受惠。

下屆年會南非舉行
IATA還在會議中宣布下屆會議將在南非開普敦舉

行，並由南非航空公司作為主辦機構。總幹事湯彥麟稱
，南非是下屆會議的理想舉辦地點。航空業佔南非的國
內生產總值約兩成，為南非帶來可觀的經濟收益。

南非航空公司行政總裁米薩梅拉表示，在非洲舉辦
國際航協年會和世界航空運輸峰會，將有助於加強非洲
大陸內部以及與新興和傳統市場之間的貿易往來和旅遊
聯繫，全球航空業亦會關注由此帶來的巨大機會。

她還表示，該公司十分期待在南非舉辦此項全球航
空業的盛事。南非一直十分強調貿易與旅客的關係，舉
辦年會將令全球業內目光放在當地的龐大商機上。航空
業佔南非的國內生產總值約兩成，達510億南非幣（約
67 億美元）。全賴商務航運，是次舉辦為南非帶來逾
22萬個就業機會。

IATA總幹事湯彥麟在回應傳媒時表示，航空業是
全球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維繫着 5700 萬個工作崗位
和高達2.2萬億美元的經濟活動。他說，經航空運輸的
貨物約有4800萬噸，價值約5.3萬億美元，這一數字超
過全球貿易的三分之一，全球航空業惠及每一個現代商
業領域。

業界面臨三大任務
湯彥麟表示，在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的背景下，業界

正面臨三大任務。第一，在與政府合作方面，一方面航
空從業者需要推動政府參與多邊主義變革，另一方面則
需呼籲各國政府重視航空業促進就業和增長的潛力。

第二，航空業應重視可持續發展議題。他認為，如
果航空業不具有持續性，安全和安保亦無法確保增長。
就環境而言，航空業的碳排放量佔全球認為碳排放總量
的 2%，因此亟需管理。IATA 的目標是到 2050 年，在
交通需求大幅增長的情況下，淨排放量減至3.2億噸，
相當於2005排放量的一半。

第三，在安全和安保方面，目前尚有改善的空間。
湯彥麟稱，按照IATA的設想，未來機場安檢站將基於
風險和數據開展工作。到 2020 年，機場的安保將實現
質的飛躍。

【實習記者陳小囡報道】據外電報道，由於中
國國內經濟增速放緩以及歐債危機造成的前景不確
定性，本月剛從低油價中稍稍減輕壓力的中國航空
公司再面臨黯淡前景。行業分析家預測，由於暑假
和國慶長假即將到來，下半年中國航空客運量將上
升，但是貨運量近期內則不會出現反彈，四月份貨
運量同比下跌6.9%。

中國三家主要航空公司：東方航空、中國國際
航空和南方航空上一季度收益均跌超過 70%。中國
國際航空公司今年首季的淨收入跌 85.7%至 2.39 億
元（3750萬美元），南方航空和東方航空分別下跌
74.2%和73.7%。

東方航空股份公司董事長劉紹勇表示，今年該
公司會盈利，但是增長率會放緩。他補充道，由於
國際貿易不景氣，東方航空的貨運業務正在虧損。

劉紹勇透露，政府已經向南方航空和中國國際
航空提供了30億元人民幣的救助，東方航空不久以
後也將獲得援助。

對航空業的資金注入是中國經濟政策的一個組
成部分，包括四年來的首次降息，此舉是為減少不
斷深化的歐債危機的影響。

海通證券分析師表示，中國航空公司受全球經
濟放緩影響，特別是在貨運方面，但絕對沒有2008
年時那麼嚴重。

在日前於北京召開的 IATA 年會上，各大航空
公司紛紛表示了對歐債危機影響的擔憂。

亞太航空公司協會總幹事赫德曼表示， 「油價
的回落可能會稍微減輕壓力，但消費者信心的低落
會造成進一步影響。據我們所知，在金融危機期間
，如果一條新聞標題講的是壞消息，即使那是美國
或歐洲的新聞，（亞太區）消費者也會變的更加謹
慎。」

日本航空公司總裁大西賢表示，亞歐航線貨運
量與去年同期相比下跌5%，這一趨勢仍在繼續。國
泰航空公司行政總裁史樂山表示該公司貨運量首季
下跌超過10%。

中國航空貨運短期難反彈

南方航空集團公司總經理、南方航空股份公司
董 事 長 司 獻 民 在 北 京 召 開 的 第 68 屆 國 際 航 協
（IATA）年會上，當選為國際航協理事會理事，任
期為3至4年。

按照該會理章程規定，理事會是國際航協最高
「首腦機關」，代表所有會員航空公司行使監督和

行政職能。目前，理事會由全球30多家航空公司的
董事長或行政總裁組成。他們需對 IATA 日常的一
些活動和項目進行決策，並監督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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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師以漫畫繪成的VLCC油輪和VLOC礦
石船，顯示雙殼分段船體厚度在承重受力分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