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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佳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屆董事局第三十次會議決議公告
公司及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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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佳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屆董事局第三十次會議， 於 2012 年

7 月 19 日 （星期四） 以傳真表決的方式召開。 本次會議通知於 2012
年 7 月 6 日以電子郵件、 書面及傳真方式送達全體董事及全體監
事。 會議應到董事 7 名， 實到董事 7 名。 會議由董事局主席侯松容
先生主持。 會議符合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 和本公司章程的有
關規定。 會議經過充分討論， 以 7 票同意， 0 票棄權， 0 票反對審議
並通過了 《關於昆山傑倫特公司申請新增融資額度的議案》 。

根據生產經營需要， 會議決定昆山市傑倫特模具塑膠有限公司
向銀行申請新增融資額度為不超過 3500 萬元人民幣， 並由深圳康佳
精密模具製造有限公司為昆山市傑倫特模具塑膠有限公司此次向銀
行申請的融資額度提供擔保。 會議同意申請融資額度的期限和擔保
期限均為五年。

根據有關法律法規及本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 本議案還須提交
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特此公告。

康佳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一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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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佳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對外擔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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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擔保情況概述
根據生產經營需要， 昆山市傑倫特模具塑膠有限公司 （下稱

“昆山傑倫特公司”） 將向銀行申請不超過 3500 萬元人民幣 （下同）
的融資額度。 深圳康佳精密模具製造有限公司 （下稱“康佳精密模
具公司”） 將為昆山傑倫特公司此次向銀行申請的融資額度提供擔
保， 申請融資額度的期限和擔保期限均為五年。

本公司於 2012 年 7 月 19 日 （星期四） 召開了第七屆董事局第
三十次會議， 公司 7 名董事， 會議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對， 0 票棄權
審議通過了 《關於昆山傑倫特公司申請新增融資額度的議案》 。

根據有關法律法規及本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 此議案還須提交
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二、 被擔保人基本情況
1．被擔保人： 昆山市傑倫特模具塑膠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1 年 6 月 21 日
註冊地點： 昆山開發區前進東路南側、 新星路東側
法定代表人： 樓一良
註冊資本： 10000 萬元
經營範圍： 模具、 塑膠產品設計與開發； 模具、 五金製品、 塑

膠製品生產和銷售； 技術和貨物進出口。
與本公司的關係： 康佳精密模具公司為本公司合併報表的控股

子公司， 本公司間接持有康佳精密模具公司 46.31%的股權， 康佳精
密模具公司的總經理和財務負責人均由本公司委派， 根據相關規
定， 康佳精密模具公司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而昆山傑倫特公司
為康佳精密模具公司的全資子公司。

2．產權及控制關係
康佳精密模具公司為本公司合併報表的控股子公司， 昆山傑倫

特公司為康佳精密模具公司的全資子公司。
3．昆山傑倫特公司 2011 年度及 2012 年第一季度的主要財務指標

如下：
單位： 萬元

項目 金額 金額
2011 年度 2012 年第一季度

資產總額 9,991.07 9,991.06
負債總額 0 0
淨資產 9,991.07 9,991.06
營業收入 0 0
利潤總額 -8.93 -0.01
淨利潤 -8.93 -0.01

三、 擔保協議的主要內容
昆山傑倫特公司將向銀行申請不超過 3500 萬元的融資額度， 康

佳精密模具公司為昆山傑倫特公司此次向銀行申請的融資額度提供
擔保， 申請融資額度的期限和擔保期限均為五年。

四、 董事會意見
1．提供擔保的原因。
康佳精密模具公司為昆山傑倫特公司此次向銀行申請的融資額

度提供擔保， 主要是為了符合銀行的授信要求。
2．董事會意見
本公司董事局認為， 康佳精密模具公司為本公司合併報表的控

股子公司， 昆山傑倫特公司為康佳精密模具公司的全資子公司， 康
佳精密模具公司對昆山傑倫特公司具有形式上和實質上的控制權，
康佳精密模具公司的擔保風險可控， 康佳精密模具公司對昆山傑倫
特公司提供擔保不會損害本公司的利益。

3．控股子公司基本情況
康佳精密模具公司為本公司合併報表的控股子公司， 昆山傑倫

特公司為康佳精密模具公司的全資子公司。
4．提供反擔保情況。

昆山傑倫特公司為康佳精密模具公司的全資子公司， 此次擔保
不需要反擔保。

五、 累計對外擔保數量及逾期擔保的數量
（一） 為了能以較低的成本取得資金， 經康佳集團第六屆董事局

第五十三次會議和 2010 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 決定公司在境
外為下屬全資子公司 （康電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或香港康佳有限公司）
融資， 融資的額度為 1 億美元， 同時採用遠期美元匯率鎖定工具以
鎖定到期匯率， 公司可以在 5 年內循環使用此融資額度； 根據銀行
的要求， 會議同意公司向為境外下屬全資子公司提供融資的簽約銀
行 （包括境內簽約銀行或境外簽約銀行） 提供擔保。

（二） 為了滿足安徽康佳同創電器公司日常經營資金的需要， 保
障安徽康佳同創電器公司業務的正常運營， 經康佳集團第七屆董事
局第十次會議和 2011 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 決定康佳同創公
司向銀行申請不超過 4.1 億元的授信額度。 會議同意康佳集團為康佳
同創公司此次向銀行申請的授信額度提供信用擔保， 擔保期限為一
年。 會議要求滁州市同創投資建設有限責任公司為此次信用擔保額
度的 50% （即 2.05 億元） 向康佳集團提供反擔保。 該擔保即將到
期。

（三） 為了能以較低的成本取得資金， 經康佳集團第七屆董事局
第二十次會議和 2011 年第三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 決定公司將在境
外為公司下屬全資子公司 （康電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或香港康佳有限
公司） 融資的額度增加 2 億美元， 融資的總額度增加至 3 億美元，
此次增加的 2 億美元境外融資額度的期限為三年； 根據銀行的要
求， 會議同意公司向為境外下屬全資子公司提供融資的簽約銀行
（包括境內簽約銀行或境外簽約銀行） 提供擔保。

（四） 為了滿足全資子公司深圳康佳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日常經營
資金的需要， 保障深圳康佳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業務的正常運營， 經
康佳集團第七屆董事局第二十次會議和 2011 年第三次臨時股東大會
審議， 決定康佳集團為深圳康佳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提供額度為 8 億
元的人民幣信用擔保， 擔保期限為三年。 會議同意此信用擔保額度
用於深圳康佳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信用證開立、 承兌， 向銀行取得融
資貸款等日常經營業務。

（五） 為了滿足全資子公司昆山康盛投資發展有限公司日常經營
資金的需要， 保障昆山康盛投資發展有限公司業務的正常運營， 經
康佳集團第七屆董事局第二十次會議和 2011 年第三次臨時股東大會
審議， 決定康佳集團為昆山康盛投資發展有限公司提供額度為 6 億
元的人民幣信用擔保， 擔保期限為三年。

（六） 為了滿足全資子公司深圳康佳信息網絡有限公司日常經營
資金的需要， 保障深圳康佳信息網絡有限公司業務的正常運營， 經
康佳集團第七屆董事局第二十次會議和 2011 年第三次臨時股東大會
審議， 決定康佳集團為深圳康佳信息網絡有限公司提供額度為 1.4 億
元的人民幣信用擔保， 擔保期限為三年。 會議同意此信用擔保額度
用於深圳康佳信息網絡有限公司信用證開立、 承兌， 向銀行取得融
資貸款等日常經營業務。

（七） 為了滿足下屬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康佳視訊系統工程有限公
司日常經營資金的需要， 保障深圳市康佳視訊系統工程有限公司業
務的正常運營， 經康佳集團第七屆董事局第二十次會議和 2011 年第
三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 決定康佳集團為深圳市康佳視訊系統工程
有限公司提供額度為 1.2 億元的人民幣信用擔保， 擔保期限為三年。
會議同意此信用擔保額度用於深圳市康佳視訊系統工程有限公司信
用證開立、 承兌， 向銀行取得融資貸款等日常經營業務。 會議要求
深圳市康佳視訊系統工程有限公司的另一股東深圳市商永通投資發
展有限公司為此次信用擔保額度的 40%向康佳集團提供擔保。

（八） 為了滿足下屬控股子公司安徽康佳電子有限公司日常經營
資金的需要， 保障安徽康佳電子有限公司業務的正常運營， 經康佳
集團第七屆董事局第二十次會議和 2011 年第三次臨時股東大會審
議， 決定康佳集團為安徽康佳電子有限公司提供額度為 3,000 萬元的
人民幣信用擔保， 擔保期限為三年。 會議同意此信用擔保額度用於
安徽康佳電子有限公司信用證開立、 承兌， 向銀行取得融資貸款等
日常經營業務。 會議要求安徽康佳電子有限公司的另一股東滁州市
國有資產運營有限公司為此次信用擔保額度的 22%向康佳集團提供
擔保。

（九） 為了滿足下屬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康佳電器有限公司日常經
營資金的需要， 保障深圳市康佳電器有限公司業務的正常運營， 經
康佳集團第七屆董事局第二十次會議和 2011 年第三次臨時股東大會
審議， 決定康佳集團為深圳市康佳電器有限公司提供額度為 1,000 萬
元的人民幣信用擔保， 擔保期限為三年。 會議同意此信用擔保額度
用於深圳市康佳電器有限公司信用證開立、 承兌， 向銀行取得融資
貸款等日常經營業務。 會議要求深圳市康佳電器有限公司的另一股
東深圳市商永通投資發展有限公司為此次信用擔保額度的 49%向康
佳集團提供擔保。

（十） 為了滿足安徽康佳同創電器公司日常經營資金的需要， 保
障安徽康佳同創電器公司業務的正常運營， 經康佳集團第七屆董事
局第二十七次會議和 2011 年年度股東大會審議， 決定康佳同創公司
向銀行申請不超過 4.1 億元的授信額度。 會議同意康佳集團為康佳同
創公司此次向銀行申請的授信額度提供信用擔保， 擔保期限為三
年。 會議要求滁州市同創投資建設有限責任公司為此次信用擔保額
度的 50% （即 2.05 億元） 向康佳集團提供反擔保。

（十一） 根據生產經營需要， 經康佳集團第七屆董事局第二十七
次會議和 2011 年年度股東大會審議， 決定東莞康佳模具塑膠有限公
司 2012 年度向銀行申請不超過 8000 萬元人民幣的授信額度， 並由
深圳康佳精密模具製造有限公司對東莞康佳模具塑膠有限公司的此
次銀行授信提供全額連帶責任保證擔保。

除上述擔保事項外，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其他對外擔保總額
為 0。

六、 備查文件目錄
第七屆董事局第三十次會議決議及公告文件。
特此公告。

康佳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一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恐危機加深 歐元急跌

喜力51億坡元全購亞太啤酒

西班牙地方財困再現
歐元區財長同意向西班牙撥款1000億歐元後，市場憂慮西國債務危機或加深，再加上當

地一個地區瓦倫西亞將會向西國政府求救，令人更加相信西班牙的債務危機遠未解決，消息
拖累歐元兌日圓跌至2000年以來最低，歐元兌美元亦跌至兩年低位，歐洲股市亦跌逾1%，
美國股市開市早段曾跌93點，報12849點。 本報記者 王 習 李耀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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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啤酒集團喜力啤昨日宣布，將會動用 51 億坡
元（41 億美元），收購新加坡同業亞太啤酒廠（Asia
Pacific Breweries），此舉將會引發其與泰國同業一場收
購爭奪戰。

眼見亞洲人對啤酒的需求日益增加，喜力啤表示，
將以每股 50 坡元的定價，收購泰國啤酒公司 Fraser
and Neave（F&N）所持的亞太啤酒廠所有股權，後者
是全泰國最大啤酒廠，也是喜力啤在亞洲的長期夥伴。
收購消息公布後，亞太啤酒廠與F&N的股票均在新交
所停牌。新加坡上市條例規定，假如收購人持有目標公
司超過三成的股權，便要向目標公司提出全面收購。

亞太啤酒是東南亞其中一家最大的啤酒公司，旗下
產品包括老虎啤酒，喜力啤目前擁有該啤酒廠41.9%股
權，F&N則擁有四成股權，日本麒麟啤則持股14.7%。
喜力啤在聲明中表示，今次提出的收購，符合公司擴展
新興市場的策略，計劃一旦落實，便會令喜力在這個全
球經濟最活躍和最有動力、人口增長快速的地區增加增
長平台。同時，亦可增加喜力進軍多個重要市場，包括
柬埔寨、中國、印尼、馬來西亞、新西蘭、巴布亞新畿
內亞、新加坡、泰國和越南等地。

喜力啤行政總裁Jean-Francois van Boxmeer表示，
該公司憧憬着對新階段的亞洲業務，新加坡將繼續是其
亞洲的總部，喜力啤和老虎啤將繼續成為其在亞洲的先
鋒品牌。

分析員表示，喜力啤有見及歐洲地區的啤酒銷售不
斷放緩，所以便向其夥伴F&N提出全購亞太啤酒，務

求完全擁有這家製造老虎啤品牌的酒廠。喜力啤在四月
公布，歐洲啤酒的銷售額在首季下跌了 1.2%，但在其
他地區卻錄得增長。

道瓊斯通訊社報道，喜力啤在提出收購前，泰國另
一家大公司Kindest Place亦已向亞太啤酒提出，以每股
45 坡元的作價購入亞太啤酒的 8.6%股權。一名新加坡
分析員相信，喜力啤酒此舉是回應Kindest Place的提購
，主要原因是亞洲市場的增長強勁，啤酒在區內是很有
利可圖的業務。

由於線上廣告業務相關的非現金減值
高達62億美元，微軟昨日公布26年以來，即
上市以來首次季度虧損，總額為 4.92 億美
元。

為廣告公司作巨額減值
2007 年，為了跟風谷歌、雅虎等互聯網

公司，微軟曾經斥資63億美元收購了網絡廣
告公司aQuantive，但這一業務證實失敗，為
此微軟應會計準則要求減值 62 億美元。這
也令公司自1986年上市以來首次錄得季度虧
損。

微軟在聲明中表示，截至今年 6 月 30 日

的第四季度財務報告結果，反映了此前宣布
的6.19億美元商譽減值損失以及5.4億美元的
與 Windows Upgrade Offer 計劃相關的遞延
收入。

總部位於華盛頓的微軟還宣布，截至 6
月30日的當季，淨虧損4.92億美元，或每股
虧損 0.06 美元，營業收入則增長 4%至 180.5
億美元，而一年前同期這個數字為173.6億美
元。

微軟財務總監克萊因（Peter Klein）表
示，營業收入的穩固增長，加上嚴格的成本
控制，驅動該季度不計商譽減值及遞延收入
調整後的營運收入獲得雙位數增長。微軟將

把資源集中在能為股東帶來價值和提供長期
增長機會的戰略領域。微軟行政總裁鮑爾默
（SteveBallmer）亦表示，微軟取得了創紀錄
的第四季度業績以及全年業績，公司正在迅
速進入微軟史上最令人興奮的產品發布季。

新一代的Windows 8操作系統將於今年
年底問世，該操作系統能夠在平板電腦和智
能手機上使用。

谷歌上季純利升逾一成
另外，谷歌亦在昨日公布了上季純利升

一成一，由去年同期的 25.2 億美元增加至
27.9 億美元，或每股盈利 8.42 美元，綜合營
業額升三成半，至122.1億美元，其中12.5億
美元是因收購摩托羅拉流動部門，不過，谷
歌同時表示，因為收購摩托羅拉而增加 2.33
億美元的虧損。

微軟26年來首錄季度虧損

新加坡交易所昨日發表聲明表示，並未
參與跟倫敦證券交易所的潛在併購談判。較
早前，英國每日電訊報（The Daily Telegraph）
報道稱，倫敦證券交易所（LSE）正在與新
加坡交易所（SGX）討論可能的合併事宜，
涉及金額為72億英鎊。

每日電訊報引述消息指出，倫敦證券交
易所行政總裁羅雷特（Xacier Rolet）已經
就未來可能發生的併購，與新加坡交易所行
政總裁伯克爾（Magnus Bocker）進行了一
系列談判。

每日電訊報指出，目前雙方的談判尚處
於初級階段，會談的主要內容聚焦在併購後
帶來的協同效應以及互利共贏上。一旦併購
成功，併購後的公司將成為全球第三大證券
交易所。

而來自銀行內部的知情人士稱，任何形
式的正式競購要約還並未出現，但是市場消
息指收購價格接近倫敦證券交易所股票每股
13.50英鎊。

不過，新加坡交易所營運商隨後在聲明
中表示，新交所並未與倫敦證券交易所進行
潛在的併購談判。但是對於可能令股東和公
司本身受益的合作和合夥，新交所保持開放
態度。

去年，兩家交易所的併購行動都宣告失敗。去年6
月，由於未能獲得多倫多股票交易所旗下TMX Group
股東的認可，倫敦證交所34億美元收購TMX Group的
行動也以失敗而告終。同樣，由於澳洲監管機構認為收
購交易損害國家利益，新交所 88 億美元收購澳洲證券
交易所的行動未獲批准。

新
交
所
否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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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記者吳敏儀報道】今年以來，菲律賓的股
票市場急升19%，令當地第二年成為亞洲股市表現最
佳國家之一。不過部分投資者對大市能否進一步上揚
表現得越來越緊張。

因為東南亞急速的經濟增長，令大量的外國資金
湧入，以致股市以爆炸性的速度反彈。這不但令分析
家措手不及亦令股市價值變得偏高。

菲律賓股市現時市盈率高達 16 倍，差不多是韓
國 Kospi 指數的 1 倍，較香港恒生指數高逾 1 倍。香
港香港滙豐控股亞太股市策略師 Herald Van Der
Linde表示，菲律賓是東南亞最昂貴的市場，該公司
建議投資者在組合內所持有的菲律賓股票，應少於主
要指數指標所建議的數量。

不過，菲律賓股市的疲態畢露，在年內屢次跑贏
大市後，菲律賓PSE指數已由本月的歷史新高回落了
3.4%。而且鄰近國家亦逐漸趕上，泰國指數上升18%
，越南指數亦攀升22%，成為亞洲表現最佳的指數。
雖然，今年菲律賓的貨幣披索兌美元曾上升 4.6%，
但現時亦開始下滑。

投資者對菲律賓的樂觀情緒，主要源自總統阿基
諾三世打擊貪污、削減財赤及與私營公司合作，增加
改善道路和運輸設備的開支。而由於菲律賓第一季的
經濟增長以年率計為 6.4%，在亞洲僅次於中國，所
以很多投資者仍堅持在菲律賓投資。

菲律賓股市或已見頂

▲亞太啤酒是東南亞最大的啤酒公司之一，旗下產
品包括老虎啤酒

七月十八日紐約交易所上演了一幕浪漫的求婚
喜劇。新華社駐紐約記者紀振宇向新華社北美總分
社記者俞靚求婚成功。身穿紅色襯衣的紀振宇手上
拿着黑色小盒子，單膝跪下向正在報道的俞靚求婚
。一句 「我願意」令整個交易廳爆出熱烈的掌聲。
有人指，求婚效應令美股在當日止跌回升。

實習記者 吳敏儀文 新華社圖

鮑爾默

▲菲律賓股市今年以來急升19%，近日高位回吐
，圖為菲律賓股票交易所

浪漫一刻 股市也感動

▲西班牙預算大臣蒙特羅

▲西班牙政府仍然需要繼續由金融市場募資

路透社報道，西班牙城市瓦倫西亞將會向該國政
府要求財政援助。同時，歐元區財長召開會議後，最
後同意西班牙可取得 1000 億歐元的救援，令投資者更
憂慮西班牙的財政危機正不斷惡化。紐約法興銀行部
企業貨幣銷售部董事 Carl Forcheski 表示，西班牙瓦倫
西亞求救引發一輪沽售，並引發歐元止蝕盤湧現。

歐元兌日圓曾跌達1.1%，低見95.42日圓，為自從
2000 年 11 月以來最低，歐元兌美元亦曾跌 1.1%，至
1.2144美元，曾創2010年6月以來最低。歐元兌英鎊亦
曾跌至逾三周以來最低，主要是受到歐元區消費信心
指數跌至接近三年低位，歐元區製造業錄得連續第十
二個月收縮的影響。

為了改善財政困境，西班牙國會周四通過新的財
政緊縮法案，不過，西班牙債市再發警報。在同一天
進行的新一輪國債拍賣中，國債中標孳息率再次升至
接近歷史新高，而西班牙預算大臣亦警告稱，政府的
現金儲備即將耗盡，將無力償還債務。同時，歐元區
財長召開電話會議後，落實向西班牙撥出達 1000 億歐
元的最後批准。

西班牙首相拉霍伊（Mariano Rajoy）此前擬定了
削減開支和增加稅收的財政緊縮法案，該計劃獲得了
保守黨人民黨（Popolar Party）的支持。不過，就在財

政緊縮法案獲批後不久，馬德里和其他城市爆發了大
規模的群眾示威遊行，西班牙兩大工會藉此對政府的
緊縮計劃表示抗議，因為該計劃可能導致西班牙陷入
更深層次的經濟衰退，並導致失業率進一步上升，目
前西班牙的失業率已經創歷史新高，達到25%。

賣債欠佳政府壓力倍增
與此同時，在周四稍早結束的新一輪國債拍賣中

，拍賣規模不及30億歐元，市場對於西班牙債券的需
求降至冰點。交易員也在二級市場上拋售國債，
Tradeweb 數據顯示，10 年期西債孳息率一度觸及 7.01
厘。此外，市場亦恐慌西班牙未必能找到足夠的買家
來購買國債，政府還將在今年餘下的時間內通過拍賣
中長期國債籌資260億歐元。

國債拍賣不佳令政府削減赤字的壓力倍增，歐盟
當局亦需要想方設法，尋求新的途徑來挽救西班牙政
府。

西班牙預算大臣蒙特羅（Cristobal Montoro）在國
會發言時指出，國庫已經沒有足夠的資金用於支付公
共服務，首相拉霍伊的計劃旨在未來兩年半的時間裡
，通過削減政府職員工資、公共服務開支以及提高增
值稅等其他措施來削減赤字650億歐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