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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物流創新中心啟用
招商局與敦豪將開展更廣泛合作

招商局和德國郵政敦豪（DHL）今日啟
用位於深圳前海灣保稅港區的敦豪前海灣綜
合物流創新中心（以下簡稱創新中心），依
託前海灣的便利交通，該中心將推動招商局
集團與敦豪在國內及海外新興市場陸路運輸
、醫藥物流、化工物流、工業物流、冷鏈物
流等領域開展更為廣泛的合作。招商局副總
裁余利明透露，創新中心未來還將圍繞前海
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的功能不斷拓展新的
業務。

【本報記者毛麗娟深圳十八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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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Highly (Group) Co., Ltd.
Announcement on Entering a Tripartite Supervision Agreement for

the Special Account of Raised Funds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Shanghai Highly (Group) Co., Lt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Company”) and all its
directors hereby ensure that this announcement contains no false information, misleading statement or material omission, and
shall be jointly and severally liable for the factuality, accuracy and completeness of the information carried in this
announcement.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is for reference only.
Pursuant to the Reply about Approving the Private Share Offering of Shanghai Highly (Group) Co., Ltd.-the CSRC
Document Zheng-Jian-Xu-Ke (2012) No. 650, Shanghai Highly (Group) Co., Lt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 the
Company” or “Party A”) was approved to privately offer 65 million RMB ordinary shares (A shares) with the offering
price of RMB 7.79. The total amount of the raised capital was RMB 506,350,000.00. After deducting RMB 9,060,478.30 for
the underwriting fees and sponsor fees as well as other issuance costs, the net amount of the raised capital stood at RMB
497,289,521.70. Upon the arrival of the said raised capital, Ernst & Young Hua Ming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Co., Ltd.
has verified the capital input and issued the Capital Verification Report-the An-Yong-Hua-Ming-Yan-Zi Document (2012)
No. 60467982_B01.
For the purpose of regulating raised capital management, protecting the interests of investor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gulations of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for Raised Capital Management of Listed Companies, the Company's Rules for
Raised Capital Management and other applicable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 Company has entered the “Tripartite Supervision
Agreement for the Special Account of Raised Funds” with the account party for raised capital-the Yangpu sub-branch of the
Bank of Communication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Party B”) and the sponsor-CITIC Securities Co., Lt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Party C”) , with main terms as follows:
I. Party A has opened a special account for raised capital in Party B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Special Account”), with the
account No. of 310066690018010203392. And up to 17 Jul. 2012, the account balance was RMB 498,550,000 (including
other issuance costs payable of RMB 1,260,478.30). This account is used solely for the deposit and use of the raised capital for
the small-sized energy-saving fluorine-free frequency-changing A/C compressor production expansion (2 million units/year)
project, and the new production capacity project for L-series super-efficient compressors (both conducted by Party A), as well
as supplementing the working capital of Party A, and shall not be used for other purposes.
II. As the sponsor of Party A, Party C shall assign sponsor's representatives or other staff to supervise the use of raised capital of
Party A according to related regulations.
III. Party A shall authorize the sponsor's representatives assigned by Party C-Zhang Jiong and Jia Xiaoliang-to check and copy
the information related to its special account in Party B; Party B shall provide the required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 special
account duly, accurately, and completely.
The Sponsor's Representative shall provide his/her lawful identification when checking the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 special
account of Party A with Party B. Other stuff assigned by Party C shall provide his/her lawful identification and an introduction
letter issued by the assignor when checking the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 special account of Party A with Party B.
IV. Party B shall provide factual, accurate and complete account statements on a monthly basis (before the fifth day of each
month, and postpones if it is holiday), and send a copy to Party C. If Party A deposits raised funds by means of certificate of
deposit, Party C shall be informed. Party A shall guarantee that the certificate of deposit should be transferred into the special
account of raised capital stipulated in this agreement when it's expired or should be renewed by means of certificate of deposit
with Party C being informed. The certificate of deposit of party A shall not be used for pledge.
V. When Party A, at a single time or accumulatively within 12 months, withdraws over RMB 50 million or 20% of the net
amount of the total capital raised deducting issuing expense, Party B shall advice Party C by fax within two working days and
provide a detailed list of withdrawing in a timely manner.
VI. If Party B fails to provide account statements to Party A for three consecutive times or cooperate with Party C in the
latter's supervision of the account, Party A may choose on its own will or under the requirement of Party C, to terminate this
agreement and cancel the special account.
VII. If any party of this agreement violates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or any term under this agreement and causes loss to
other parties, the default party shall bear all the responsibilities resulted therefrom, and make compensations for relevant direct
loss on non-breaching parties.
VIII. Any dispute arising from this agreement or related to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settled first through negotiation of parties in
dispute. If the dispute cannot be solved through the said negotiation, parties in dispute shall submit the case to Beijing
Arbitration Commission and wait for the final arbitration under the valid arbitration rules upon application. The arbitration shall
be conducted in Chinese. The arbitration decision shall be final and binding on all parties.

Shanghai Highly (Group) Co., Ltd.
19 July 2012

證券簡稱：ST匯麗B 編號：臨20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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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匯麗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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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股東上海匯麗集團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 「匯麗集團」）持有公司 32.64%股份，公司
於近日收到匯麗集團大股東上海南匯資產投資經
營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南匯資產公司」）《關
於上海匯麗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實際控制人變更事
項的詢問函的回覆函》。因上海市南匯區建制已
於 2009 年因併入上海市浦東新區而撤銷，南匯資
產公司也已由上海市南匯區國有（集體）資產監
督管理委員會的全資子公司變更為上海浦東資產
經營有限公司的全資子公司，上海浦東資產經營
有限公司是上海市浦東新區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
員會（以下簡稱 「浦東新區國資委」）的全資子
公司，相關工商等變更手續已全部辦理完畢。

因此，公司實際控制人應係浦東新區國資
委，公司將按照法律、法規的要求及時披露上述
事項的進展情況。

特此公告。
上海匯麗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12年7月18日

申請酒牌續期啟事
Taku

現特通告：邱嘉莉其地址為香港
石澳石澳道347號，現向酒牌局申
請位於香港中環伊利近街 35 號地
下舖及閣樓Taku的酒牌續期，*附
加批註事項為酒吧。凡反對是項
申請者，請於此公告登報之日起
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
之反對書，寄交香港灣仔軒尼詩
道 225 號駱克道市政大廈 8 字樓酒
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2年7月19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Taku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Yau Carina of 347
Shek O Village, Shek O, Hong Kong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Taku at G/F & Mezzanine Floor, 35 Elgin
Street, Central, Hong Kong *with endorsement
of bar.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renewal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8/F,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22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19-7-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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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豪亞太區行政總裁梁啟元介紹，創新中心面向所
服務企業主要提供三個解決方案，其一是出口拼裝，集
合一個企業不同內地工廠的產品，將其統一運送到拼裝
中心，再發給終端顧客；其二是保稅區內出口產品外銷
復進口產品的內銷，為企業降低倉儲及運輸費用，改善
經營現金流；其三是作為華南的加工中心，具有靈活彈
性、快速回應市場需要和緊貼法規要求、進行一站式物
料採購、增值服務加工及物流服務、節省上游層面的市
場定制成本的優勢。

余利明透露，成立創新中心對招商局與敦豪均意義
重大。當前世界經濟形勢趨於複雜多變，企業盈利尚未
止跌企穩，越來越多的企業更加注重成本的節約與效率
的提升，因此，招商局與敦豪希望憑藉雙方的資源互補
和創新的商業模式，拓展服務功能，為大量珠三角企業
提供貿易與供應鏈金融服務，幫助企業轉型升級，提升
產業集聚的能力。

敦豪董事會主席安澎表示，公司對中國發展很有信
心，視中國為重要發展區域，並在滬、港、深都布局有
項目，未來還將拓展在國內的西南區和環渤海區的機會
。他指，借助前海開發的熱潮，敦豪旗下在深圳各業務
單元將進一步加快業務整合、推進資源共享、延伸服務
鏈條和創新業務模式，以高效的現代物流及供應鏈服務
優勢參與前海暨深圳產業發展。

梁啟元則表示，前海灣保稅港區地理位置突出，內
有蛇口港、赤灣港及媽灣集裝箱碼頭，毗鄰港澳，戰略
性區位優勢突出，能夠滿足國內企業多樣化的物流解決
方案。加上前海灣保稅港是目前國內海關監管自由度最
高、享受優惠政策最多的特殊監管區，可為內地乃至香
港大量中小企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服務。

招商局斥200億投資前海
余利明透露，未來五年，招商局集團擬再向前海及

其關聯區域和產業投入200億元，利用聯繫深港兩地、
貼近市場的獨特優勢，參與深圳現代服務業轉型升級、
加強深港現代服務業緊密合作。

當天下午，招商局集團副總裁余利明、敦豪董事會
主席安澎與包括深圳市副市長張文在內的各界嘉賓，共
同啟用了前海灣綜合物流創新中心，並集體參觀了該創
新中心的運營管理。

此次設立敦豪前海灣綜合物流創新中心是招商局與
敦豪在深圳前海合作區的首個合作試點項目，項目位於
前海灣保稅港區內招商保稅六號倉庫，總面積71000平
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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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記者周雅婷報道】聯邦快遞（FedEx）預
計下年將與聯合包裹（UPS）競爭，以獲取該公司最
大客戶美國郵政服務（USPS）一份價值超過10億美
元的合約。聯邦快遞稱，續約條款可能對公司不太有
利，因此可能會失去該合約。

據彭博報道，該合約涉及聯邦快遞超過 3%的總
銷量，該公司需要向美國郵政提供一級的航運服務、
優先權及快件處理服務。聯合包裹發言人諾曼表示，

該合約將於下年3月到期，到時美國郵政會尋求新的
建議書，而該公司 「絕對想競投」合約。

密爾沃基羅伯特貝爾德公司（Robert W. Baird）
分析師哈特福特在接受電話訪問時指出，聯合包裹已
與美國郵政簽訂一份價值1億美元的合約，是聯邦快
遞下年 「最熱門的競爭對手」。聯合包裹在今年首季
錄得 32 億美元虧損後，已結束其郵件處理廠及裁員
來節省資金，現正積極尋求新客戶。

哈特福特續指出，身為美國郵政目前的合作快遞
公司，聯邦快遞很大可能獲延續合約，但雙方會修訂
合約條款。

聯邦快遞發言人邦恩在電話訪問中表示，與美國
郵政合作 11 年以來，公司 「提高了服務質素及郵政
服務產品的可靠性」。他認為是次合作的成功會對續
約很有幫助。

然而，聯邦快遞本周發出聲明指，可能會失去該
合約，或是續約條款可能對公司
不太有利。紐約Dahlman Rose
分析師貝克爾指出，該公司於截
至今年5月的2011財年中，在郵
政服務工作上獲約 14 億美元。
由於該公司正計劃重組其快遞業
務，若續約失敗，會對該公司造
成 「極為負面的影響」，也會是
其發展道路上的一大阻礙。

聯邦快遞今年股價升 9.3%
，上月預計 2011 財年，每股盈
利由 6.9 美元升至 7.4 美元。分
析師則預計，每股盈利升至7.33
美元。

聲明還指出，會根據6月到
期的一份協議，將清除在郵政服
務中心約5000個投遞箱。

聯邦快遞恐難獲美郵政續約

傅育寧宴請吉布提總統
中非合作論壇第五屆部長級會議即將

在深圳召開，招商局集團董事長、招商局
國際董事會主席傅育寧（右）於 17 日在
深圳設宴款待應邀前來參觀訪問的東非國
家吉布提總統蓋萊（左）以及所率領的商
務代表團。晚宴由招商局集團總裁助理、
招商局國際董事總經理胡建華主持，傅育
寧在晚宴致歡迎辭。他表示，招商局將繼
續在港口發展規劃、融資、建設和管理等
方面為吉布提支持。

中海集運亞歐美西線加價
【實習記者王倩茹報道】班輪公司結束 「以本傷人」的

價格戰，齊心對抗航運低迷時期，早前紛紛閒置船舶削減運
力，為進入集裝箱市場的旺季迎來一線生機。多家班輪公司
日前宣布在部分航線加價，中海集運（02866）宣布，下月
起，亞歐線每箱增收300美元，往來亞洲至美國西海岸航線
每大櫃增收500美元。

美國傑富瑞投資銀行香港分析師Leung說， 「中海集運
業績正在好轉，這是因增收運費，公司業績好轉的例子。」
彭博社分析師預測，中海集運今年可盈利4.19億美元。

德魯里航運諮詢公司本月初表示，集裝箱市場今年可能
會最高盈利達18億美元，這與航商努力控制市場運力和結
束價格戰有關，而全球集裝箱運力預計今年將增加4.3%。

中海集運還增加往來亞洲至美國東岸航線運費，每大櫃
增加700美元，8月5日生效。

另外，馬士基航運宣布，從 8 月 15 日開始，增加美國
至大洋洲各港口航線運費，包括乾貨集裝箱和冷凍集裝箱，
每箱增加175美元，每大櫃增加350美元，這些港口包括澳
洲，新西蘭以及太平洋島嶼港口。

北歐銀行總裁克勞森昨日接受彭博社採訪時說， 「航運
業未來幾個季度的走勢仍是艱難的，甚至可能未來幾年難以
扭轉局面。」他還指出，儘管航運業不景氣，但是北歐聯合
銀行船舶融資業務還是有利可圖的。

▲前海物流保稅港區
是目前國內海關監管
自由度最高、享受優
惠政策最多的特殊監
管區

本報攝

◀招商局與敦豪管理
層主持前海灣綜合物
流創新中心啟用儀式

本報攝

中金投資配股集資1億
中金投資（00721）公布，於昨日交易時段後，該公司與

認購人訂立認購協議，認購人有條件同意認購而該公司有條
件同意配發及發行合共2.4億股股份，佔擴大後已發行股本
約5.15%，而認購價為每股認購股份0.45元，較該股昨日收
市價 0.475 元折讓約 5.26%。至於認購之所得款項淨額約
1.078億元，將用作該公司於中國小貸款及擔保公司之投資。

中海發展盈警將錄虧損
中海發展（01138）昨日發盈警，預期截至2012年6月

底止6個月業績將錄得虧損，主要原因是國內外航運市場需
求不足、運力供過於求，導致運價持續下跌。同時，國際原
油價格持續上漲，導致該集團燃油成本居高不下。

亞洲衛星私有化未通過
亞洲衛星（01135）公布，就建議以協議計劃形式私有

化該公司的投票結果，由於計劃在法院會議上未獲所需之大
多票批准，以及被獨立計劃股東持有之所有計劃股份所附票
數超過10%否決，故計劃不能生效及股東特別大會已無限期
休會。因此，計劃不獲獨立計劃股東按收購守則規則2.1及
公司法第99條通過，故計劃將不會生效並已告失效，股份
將維持在聯交所上市之地位。該股將於今日復牌。

大唐發電30億融資券完成發行
大唐發電（00991）宣布，已完成 「大唐國際發電股份

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資券」的發行。本期超
短期融資券的發行額為30億元人民幣，期限為90天，單位
面值為100元人民幣，發行利率為3.26%。本期超短期融資
券由國家開發銀行和中國農業銀行作為聯席主承銷商。本期
超短期融資券募集資金主要用於補充公司流動資金，以支持
公司快速發展，同時降低公司融資成本，並進一步調整債務
結構，增強公司競爭力。公司昨天收報 2.83 元，上升
2.536%。

▶美國郵政服務（USPS）一份價值超過10億美
元的合約將於明年3月到期，到時美郵政會尋求
新的建議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