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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屆董事會2012年第七次會議決議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對公告的虛
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負連帶責任。

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 「公司」）第五屆董事會2012年第
七次會議於2012年7月18日以通訊表決方式召開。會議應到董事9名，實到9
名，董事嚴肅先生因公出差未能參加本次會議，本次會議的召開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規定。會議審議並通過了以下決議：

一、董事會以9票贊成，0票反對，0票棄權，審議通過《佛山華新包裝股
份有限公司關於中國證監會廣東監管局對公司重大資產重組實施情況專項現場
檢查問題的整改方案》；（詳見公司同日在《證券時報》、《大公報》以及巨
潮資訊網上發布的《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關於中國證監會廣東監管局對
公司重大資產重組實施情況專項現場檢查問題的整改方案》。）

二、董事會以9票贊成，0票反對，0票棄權，審議通過《佛山華新包裝股
份有限公司未來三年股東回報規劃（2012年-2014年）》。

經綜合考慮企業盈利能力、經營發展規劃、股東回報、社會資金成本以及
外部融資環境等因素，公司董事會制定了《公司未來三年股東回報規劃（2012
年—2014 年）》。（詳見公司同日在《證券時報》、《大公報》以及巨潮資
訊網上發布的《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未來三年股東回報規劃（2012
年-2014年）》）

特此公告。
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二○一二年七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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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關於中國證
監會廣東監管局

對公司重大資產重組實施情況專項現場
檢查問題的整改方案

中國證監會廣東監管局：
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於2012年5月21-25日

接受貴局對公司重大資產重組實施情況的專項現場檢查，並於2012年6月18
日收到貴局 2012 年 6 月 11 日下達的《現場檢查結果告知書》【2012】14 號
（以下簡稱 「告知書」）。接到《告知書》後，公司領導高度重視，專門成立
了整改小組，對《告知書》中提出的問題進行了研究和討論，認真查找原因、
漏洞，提出相應的整改措施，落實責任人，明確整改期限，並在此基礎上制定
了整改草案。按照《告知書》的要求，公司董事會於2012年7月18日，專門
召開第五屆董事會2012年第七次會議，對整改草案進一步討論、聽取修改意
見，最終審議並通過了《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關於中國證監會廣東監管
局對公司重大資產重組實施情況專項現場檢查問題的整改方案》。現將整改方
案向貴局彙報如下：

一、現場檢查發現的問題
2009年6月，公司完成增資控股珠海經濟特區紅塔仁恆紙業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 「紅塔仁恆」）重大資產重組，成為紅塔仁恆的控股股東。公司在上述
重組過程中，紅塔仁恆、雲南紅塔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紅塔集團」）、
仁恆工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新加坡仁恆」）等重組各方就資產權利瑕疵、
擔保等事項作出了承諾。其中，紅塔集團、新加坡仁恆、紅塔仁恆承諾於
2009年10月8日前辦理完畢紅塔仁恆包括科研樓、鍋爐房等在內的11處房屋
的房產權證和13530.213平方米土地的土地使用權證。同時重組協議約定，若
上述資產權證無法辦理或未能按期辦完，紅塔集團、新加坡仁恆、紅塔仁恆將
承擔違約責任，賠償公司因此遭受的損失。經中國證監會廣東監管局現場檢查
，截止檢查日，紅塔集團、新加坡仁恆、紅塔仁恆仍未辦完應當在承諾的期限
內辦理完畢的上述資產權證，也未對公司的損失進行賠償。

二、關於問題造成原因的自查
截止2012年5月31日，紅塔仁恆的下列土地使用權、房產尚未取得權屬

證書。
房產權證：

土地使用權證：

自《增資擴股協議》簽訂以來，紅塔仁恆已為辦理相關產權證書做了大量
工作，經自查，尚未辦妥權屬證書的房產辦理進度如下：已完成建設局檔案存
檔驗收、規劃局規劃驗收、土建驗收、測繪驗收、人防驗收、防雷驗收、涉外
事項審查等工作，預計在補交完土地契稅後可以取得相關產權證書。

相關產權證書辦理滯後，未能如期辦妥的主要原因包括：
1、紅塔仁恆原承辦人在非主動離職的情況下，因情緒使然導致工作和資

料交接不清，出現疏漏，影響了該項工作的進度。
2、紅塔仁恆辦理上述房地產權證時，在繳納土地契稅的環節上，與當地

政府就之前實施的稅收優惠政策出現一定分歧，為保護公司股東的利益，紅塔
仁恆一直積極與政府相關部門進行溝通，這對辦理工作的進展造成了較大影
響。

3、關於土地使用權證的辦理。根據珠海市國土資源局下發的《關於同意
珠海紅塔仁恆紙業有限公司申請退回部分用地的覆函》（珠國土函[2003]205
號）、頒發的珠海市[2003]准字第042號《建設用地批准書》，由於政府收回
紅塔仁恆用地面積13530.213平方米，因此向紅塔仁恆補償8543.62平方米水廠
用地，不足的4986.593平方米另行處理；退回用地已交地價款可用於支付水廠
用地的地價。由於紅塔仁恆在未來幾年面臨整體搬遷的可能，公司就該事項一
直和珠海市政府保持聯繫，市政府意見傾向於在未來的搬遷補償中一併考慮上
述土地補償的問題。因此，紅塔仁恆目前辦理上述土地使用權證存在一定客觀
困難。

三、整改措施
（一）房屋產權證的辦理
由於上述11處房屋已完成前期各項驗收、審查等工作，紅塔仁恆將盡快

補交土地契稅，以取得相關產權證書。
（二）土地使用權證的辦理
基於紅塔仁恆在未來將面臨整體搬遷的可能，紅塔仁恆將繼續就土地補償

及使用權證的辦理問題與珠海市政府積極進行溝通協商，爭取盡快完成有關使
用權證的辦理。為了貫徹落實證監局《告知書》的指示精神，盡快解決存在問
題，若上述土地使用權證未能在整改開始後2個月內完成辦理手續，公司將要
求紅塔仁恆的原股東按照資產重組時的承諾，對未按時取得上述土地使用權證
作出相應的賠償，以保證公司的利益不受損害。

（三）整改責任人員
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兼珠海紅塔仁恆紙業有限公司總經

理：
季向東先生
（四）整改預計完成時間：2012年10月18日
此次廣東證監局在對本公司重大資產重組實施情況的現場檢查過程中，工

作認真負責，對有關房產和土地逐一進行了實地考察，幫助公司發現了重組過
程中遺留的問題，為維護公司和廣大股東的合法權益發揮了重要作用。公司將
積極採取措施，認真落實整改方案，盡快按計劃完成整改，為公司健康、持續
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

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二年七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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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
未來三年股東回報規劃（2012年-2014年）

經綜合考慮企業盈利能力、經營發展規劃、股東回報、社會資金成本以
及外部融資環境等因素，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董
事會制定了《公司未來三年股東回報規劃（2012年—2014年）》（以下簡稱
「本規劃」）。

第一條 本規劃的制定原則
公司應積極實施連續、穩定的股利分配政策，公司股利分配應重視對投資

者的合理投資回報，並兼顧公司的可持續發展。未來三年內，公司將積極採取
現金方式分配利潤。

第二條 公司制定本規劃考慮的因素
公司未來三年股東回報規劃是在綜合分析企業目前及未來盈利規模、經營

發展規劃、現金流量狀況、項目投資資金需求、社會資金成本等因素的基礎上
，平衡股東的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的基礎上做出的安排。

第三條 公司未來三年（2012年—2014年）的具體股東回報規劃：
1、公司可以採取現金、股票或現金與股票相結合方式分配股利，可以進

行中期現金分紅。
2、未來三年內，公司將積極採取現金方式分配利潤。在符合相關法律法

規及公司章程和制度的有關規定和條件下，在公司盈利，並滿足公司正常生產
經營的資金需求且足額預留法定公積金、盈餘公積金的情況下，如無重大投資
計劃或重大現金支出等事項發生，公司未來三年以現金方式累計分配的利潤不
少於最近三年實現的年均可分配利潤的百分之三十。

3、根據公司長遠和可持續發展的實際情況，董事會認為以股票股利方式
分配利潤符合全體股東的整體利益時，公司可以採用股票股利方式進行利潤分
配。

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二○一二年七月十八日

序號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名稱

科研樓、機修車間

鍋爐房

110KV變電站

食堂（擴建）

脫硫房

傳達室、地磅房

泡沫泵房、公用變電所、車庫

煙囱、油泵房

給水站、廢水處理站

備品倉庫

紙品倉庫

建築面積(㎡)

3337.56、1852.80

2030.59

1186.81

1643.50

378.24

158.31、170.26

82.62、715.36

16.65、192.76

198.06、451.36

14525.47

3780

序號

01

名稱

水廠用地

面積(㎡)

8543.62

上海錦江國際旅遊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

公 告
本公告所載2012年半年度財務數據未經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可能與最終的財務數據存在差異，

敬請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
一、主要會計數據和財務指標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註：1.營業收入增加主要是出境遊業務同比上升；營業利潤及淨利潤增加主要是可供出售金融
資產紅利收益及可供出售金融資產處置收益同比增加；總資產增加主要是由於流動資產、流動負債
同步增加。

2.以上數據是初步統計結果，尚在核實過程中，最終數據以公司將於2012 年8 月29 日披露的
2012年半年度報告為準。敬請投資者注意。

二、備查文件
經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會計工作的負責人、會計機構負責人簽字並蓋章的資產負債表和利潤

表。
以上內容分別刊登在同日的《上海證券報》和上海證券交易所指定的國際互聯網。國際互聯網

網址為：http://www.sse.com.cn，在該網址 「查公告」一欄輸入本公司的股票代碼即可查閱。投資
者欲了解詳情，請查閱全文。

上海錦江國際旅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二○一二年七月十九日

營業收入
營業利潤
利潤總額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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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期（1-6月）

829,090,179.33
24,072,730.61
26,780,207.76
23,103,082.77

0.17
2.65

本報告期末

1,457,854,960.66
869,710,084.75

6.56

上年同期

797,887,034.31
12,298,839.52
13,846,091.49
11,649,943.07

0.09
1.21

上年度期末

1,354,386,017.28
874,359,646.76

6.60

本報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減（％）

3.91
95.73
93.41
98.31
88.89

增加1.44個百分點
本報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減（％）

7.64
-0.53
-0.61

裕泰興3億沽九龍城道酒店
靠背壟道舊樓1.5億售出
受惠於沙中線概念，土瓜灣一帶接連

錄得大額成交。市場消息指出，土瓜灣靠
背壟道一幢舊樓的多名業主，集齊全數業
權將物業出售，成交價達1.5億元，平均
每個單位收購價達1250萬元，估計買家
很大機會為發展商。另邊廂，裕泰興落實
以逾3億元，沽出同區九龍城道42至46
號一幢酒店。

二〇一二年七月十九日 星期四B6經濟‧地產責任編輯：龍森娣

政府推地攻擊浪接浪，位於將軍
澳第66C2區的臨海 「限量」地，以及
坪洲東灣 B 地盤，安排下月 17 日招標
，9 月 21 日截標。測量師指出，兩幅
地皮規模適中，跟港鐵（00066）大圍
站項目截然不同，預料不會受流標影
響。

地政總署公布，將軍澳第66C2區
限量地，佔地約 13.9 萬平方呎，指定
作非工業（不包括倉庫、酒店及加油
站）用途，可建樓面48.66萬平方呎，
地積比率約3.5倍，住宅佔41.7萬平方
呎，限建最少520伙，最多546伙。至
於坪洲東灣 B 地盤，佔地 1.92 萬平方
呎，指定作私人住宅用途，總樓面

1.44萬平方呎，地積比率約0.75倍。

競投氣氛料熾熱
美聯測量師行董事林子彬認為，

港鐵大圍站項目早前流標，不會對上
述2地招標構成影響，因為大圍站規模
龐大，僅數間發展商可以胃納，反觀
將軍澳及坪洲地皮規模適中，料競投
氣氛熱烈。

他表示，將軍澳66C2區地皮擁海
景，區內發展商較積極參與，料最多
獲10份標書，估計每呎地價約4500元
，市值約 22 億元。坪洲地皮方面，他
說，該地規模較細，勢吸引不少投資
者參與，料每呎地價約 1000 元，市值

約1400萬元。
中原專業服務總裁黎堅輝謂，將

軍澳第 66C2 區地皮位置比 66C1 區更
臨海，地皮限建最少520伙，料主要提
供700餘平方呎的中小型單位，每呎估
值 4500 元，市值 21.9 億元。至於坪洲
東灣 B 地盤，參考毗鄰 A 地盤早前以
每呎地價 1628 元批出，預測地盤 B 每
呎地價為1600元，估值2300萬元。

另外，興勝創建（00896）早前申
請於元朗廈村深灣路興建 14 幢洋房，
規劃署表示，該項申請合乎政府各部
門要求，遂不予反對，個案將於明天
在城規會審議。該項目佔地約 22.3 萬
平方呎，擬建 14 幢大屋，住宅樓面佔
約4.47萬平方呎。

同時，二級歷史建築物九龍城伯
特利神學院，早前申請興建住宅及保
育神學院，規劃署表示需要時間聯絡
有關當局，建議城規會延遲2個月審議。

太古城交投急升1.8倍
踏入7月份，二手樓市回暖，大型屋苑

交投反彈。據美聯分行資料，7月上半月十
大屋苑暫錄 178 宗買賣，按月大升 74.5%，
當中沙田第一城及將軍澳新都城買賣已超逾
上月總數，鰂魚涌太古城及康怡花園買賣則
急升1.8倍，升幅凌厲。

美聯物業首席分析師劉嘉輝表示，十大
屋苑中，本月上半月共有7個屋苑成交量上
升，當中以康怡花園及太古城升幅最大，俱
按月急升1.8倍至14宗。不少上車客青睞的
將軍澳新都城及天水圍嘉湖山莊亦分別增加
約1.7倍，分別錄得27宗及40宗。

值得注意的是，沙田第一城及新都城本
月上半月交投均突破6月全月水平，其中沙
田第一城已暫錄約 31 宗。然而，十大屋苑
中，有3個逆市下跌，其中跌幅較大的是紅
磡黃埔花園，按月減少約 37.5%，暫錄 5 宗
，而鴨脷洲海怡半島本月只錄 10 宗，荔枝
角美孚新邨則錄15宗。

另外，利嘉閣地產研究部主管周滿傑表
示，截至 6 月底，全港 50 屋苑平均呎價報
6715 元，按月下跌 0.4%，但若與去年底的
6185元比較則上升8.6%。

按地區分析，在過去半年，九龍區屋苑
樓價升幅最大，區內 20 指標屋苑平均呎價
7014元，比去年底上升9.7%。

居屋買家偷步入市成交增
政府明年起放寬白表客購買綠表居屋，即時掀起 「偷步

」入市潮，近日港、九及新界居屋睇樓量明顯轉旺，雖然不
少業主伺機反價，但仍錄多宗即睇即買個案。

世紀21物業（將軍澳）分行經理魏仕良說，將軍澳欣
明苑B座高層6室，514平方呎，2房間隔，獲上車客即睇即
買，以自由市場價260萬元承接，呎價5058元。

中原地產分行經理廖忠堅說，政府放寬居屋措施公布後
，藍田居屋查詢明顯大增，有業主乘機反價3%，該行促成
康華苑A座低層4室成交，單位469平方呎，以自由市場價
195萬元獲區內分支家庭購入，呎價4158元。

中原地產分行經理鄭浩強表示，粉嶺區是綠表居屋集中
地，現時區內約 60 個居屋放盤，當中 90%為綠表盤。該區
新近錄得雍盛苑A座中層23室成交，276平方呎，擁開放式
間隔，買家在沒有睇樓下便以自由市場價142.8萬元購入，
呎價5174元。

港島居屋亦錄成交，美聯物業營業經理蘇玉燕表示，黃
竹坑南濤閣 3 座中層 D 室，718 平方呎，以綠表價 319 萬元
易手，呎價4443元。

此外，中原地產分行經理馬斯力說，天水圍天盛苑 O
座高層 3 室，668 平方呎，綠表價 150 萬元成交，呎價 2246
元。

近年發展商積極透過收購舊樓增加市區土地儲備
，其中位處具基建概念地區、而業權集中的舊樓，往
往是發展商收購目標。市場盛傳，土瓜灣靠背壟道
153至155號全幢舊樓，獲買家以1.5億元購入。資料
顯示，該廈屬公務員合作社物業，故業主轉讓前要向
政府補地價，有指上述成交價已包括相關補地價費
用。

每單位成交價1250萬
據悉，該廈早在1962年落成，樓齡將近50年，

大廈由地下至5樓，樓高6層，每層均有2個住宅單
位，即共有 12 伙，以此計算平均每個單位收購價高
達1250萬元。另外，物業地盤佔地3000方呎，若以
商住用途發展，最高地積比率料約 9 倍，總樓面約
2.7萬方呎，推算每方呎樓面地價約5556元，單是地
價 「麵粉價」已直逼同區樓齡 10 年單幢私樓的 「麵
包價」。

有業內人士指出，將來港鐵沙中線馬頭圍站，正
正會設在該廈一街之隔的馬頭圍道，相信該幢舊樓的
買家很大機會是發展商。

馬頭圍道地舖呎造2.6萬
事實上，市場普遍憧憬沙中線落成後，土瓜灣及

馬頭圍一帶的交通有望大幅改善，令區內大額物業交
投頻仍。市傳老牌發展商裕泰興落實以作價3.1億元
，沽出同區九龍城道42至46號酒店物業，以項目提
供 151 間客房計算，平均每房售價 205.3 萬元。裕泰

興董事總經理羅守耀接受查詢時證實物業已經售出，
但未有透露買家身份。另外，同區馬頭圍道 70 號地
舖，面積2303方呎，亦獲投資者以6180萬元購入，
成交呎價26835元。

另一方面，其他工商舖物業交投繼續暢旺。市場
消息指，資深投資者 「波叔」鄧成波剛售出灣仔駱克
道171至173號金威商業大廈，成交價1.71億元，物

業總樓面約1.5萬方呎，呎價約1.14萬元。據悉，鄧
成波在去年 4 月入市，當時作價 1.5 億元，是次轉售
帳面賺 2100 萬元，賺幅 14%。至於該廈新買家則為
另一名投資者黃海明。此外，上環歌賦街 24 號地舖
獲資深投資者林幹榮以3700萬元購入，呎價52857元
，回報只有1.2厘。

發展商積極趁市旺散貨，促使貨尾量持
續回落。據中原地產數字，本港 3 大龍頭地
產商，包括長實（00001）、新地（00016）
及恒地（00012）旗下樓盤截至6月底貨尾僅
餘654伙，按季大減54%（相當於768伙），
當中以長實去貨速度最快，僅餘 105 伙，按
季激減84%。

中原地產研究部高級聯席董事黃良昇指
出，截至 6 月底，長實旗下 7 個新盤貨尾只
有105伙，按季減少543伙，其中大圍名城1
至3期貨尾只有32伙，將軍澳峻瀅的銷售仍
未及登記，預計樓盤很快售罄。

近期亦積極清貨的恒地，旗下15個新盤
上季貨尾僅 125 伙，按季減少 47%，當中大
埔比華利山1至3期貨尾僅8伙。新地方面，
該集團涉及在售新盤達19個，為各主要發展
商最多，集團上季貨尾大幅回落 21%至 424
伙。據資料，現時貨尾最多的發展商為恒隆
地產（00101），旗下 4 個新盤上季貨尾共
1424伙，按季跌7%。

事實上，長實清貨行動並未減慢，長實
地產投資董事郭子威說，峻瀅昨天加價推售
的87伙2房單位，平均呎價約5900元，市值
3億至4億元，料本周末前可以全數沽清，其
後2房加推單位勢再加價約5%。消息指，該
批單位全晚售出約70多伙。

此外，信置（00083）營業部總經理田兆
源說，大埔白石角溋玥．天賦海灣第 3 座
「天池屋」，面積2367平方呎，獲內地客洽

購，意向呎價1.7萬元，據了解，該盤僅4伙
天池屋，已售2伙。另新世界發展（00017）
沙田溱岸 8 號加推 8 伙，呎價介乎 8968 至
11009元。

將軍澳限量地下月中招標將軍澳限量地下月中招標

萊坊料甲廈租金跌15%
本港及外圍經濟不穩，頂級商廈租金繼續受壓。物業

顧問萊坊指出，金融行業對寫字樓需求減少，6月份甲級
商廈租賃市場轉趨淡靜，該行預期，今年中區甲廈租金將
跌10至15%。

萊坊發表研究報告指出，本港及外圍市場經濟的不穩
，令金融行業對寫字樓的需求減少，6月份甲級寫字樓租
賃市場轉趨淡靜，當中尤以中區為甚。該行表示，上月中
環 寫 字 樓 租 賃 成 交 主 要 為 細 面 積 樓 面 ， 例 如 Pine
River Capital Management 以呎租 130 元，租用中環國
際金融中心二期5700方呎樓面。

至於非核心商業區的租務成交則較為活躍，例如灣仔
中環廣場43樓一個1600方呎樓面，以呎租50元續租；星
巴克亦承租灣仔新鴻基中心12樓共15000方呎以作擴展用
途。

另外，運動品牌 Adidas 亦續租觀塘城東誌二期 18 至
19 樓全層。該行相信，由於有不少洽租個案已近尾聲，
預期未來數月甲級寫字樓租賃成交將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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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瓜灣靠背壟道153至155號全幢舊樓早在1962年落成，共有12個住宅單位

▲郭子威（左）說，峻瀅2房單位仍有加價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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