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票簡稱：儀電電子 證券代碼：600602 編號：臨2012-019
儀電B股 900901

上海儀電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八屆十一次董事會會議決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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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儀電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董事會八屆十一次
會議書面通知於 2012 年 8 月 7 日發出，會議於 2012 年 8 月 10 日上午以通
訊表決方式召開。會議應出席董事9人，實際出席董事9人，會議由董事
長黃峰先生主持。本次會議符合《公司法》、《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規則》和《公司章程》等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所做決議合法有
效。

會議審議並通過了《關於出讓公司持有的上海廣電電子科技有限公
司51%股權暨關聯交易的議案》。

本議案為關聯交易議案，關聯董事黃峰、秦偉芳、張迎憲、鄔樹
偉、姜樹勤對本議案迴避表決。實際參加表決的董事共4名。

表決結果：4票贊成，0票反對，0票棄權。
詳見同日披露的《上海儀電電子股份有限公司關於出讓持有的上海

廣電電子科技有限公司51%股權暨關聯交易的公告》（臨2012-020）。

上海儀電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二○一二年八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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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儀電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出讓持有的上海廣電
電子科技有限公司51%股權

暨關聯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不存在虛假記載、誤導性陳

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承擔個別及連帶責
任。

重要內容提示：
交易風險：本次交易標的經評估並國資備案，在上海市聯合產權交

易所公開掛牌出售，不存在交易風險。
交易完成後對上市公司的影響：將有利於本公司資產的保值增值，

不會對公司2012年贏利造成重大影響。本次關聯交易沒有也不會損害非
關聯股東特別是中小股東的利益。

一、關聯交易概述
根據公司八屆九次董事會會議決議（2012 年 5 月 19 日披露公告臨

2012-013）、八屆十次董事會會議決議（2012 年 6 月 19 日披露公告臨
2012-016），公司於2012年7月7日將持有的上海廣電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 「電子科技」）51%的股權在上海市聯合產權交易所公開掛牌
出讓，掛牌標的為公司持有電子科技51%股權對應的股權價值2092.2萬元
及公司在電子科技 3036 萬元債權。掛牌截止日期為 2012 年 8 月 6 日。至
掛牌截止日，根據上海市聯合產權交易所受讓資格確認意見函，上海儀
電電子（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電子集團」）通過上海市聯合產
權交易所公開競價，以股權價格2092.2萬元及3036萬元債權價格成功競
得上述標的。本次股權出讓完成後，公司將不再持有電子科技的股權。

因上海儀電電子（集團）有限公司係公司控股股東上海儀電控股
（集團）公司全資子公司，符合《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第
10.1.3（二）規定的情形，故該公開出讓股權事項構成了關聯交易。

關聯董事黃峰、秦偉芳、張迎憲、鄔樹偉、姜樹勤迴避表決，其餘
非關聯董事一致通過。獨立董事於本次董事會會議前對該項關聯交易議
案予以認可，同意提交董事會審議。

本次出讓股權的總交易額不超過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淨資產額的
5%，故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的相關規定，本次關聯交
易不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批。

二、關聯方介紹
公司名稱：上海儀電電子（集團）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強
註冊地址：上海市田林路168號
辦公地址：上海市田林路168號
註冊資本：人民幣四億元
經營範圍：照明器具、電子產品、汽車零部件及配件、通信設備、

電器產品及設備研發、生產、銷售，自有產品技術服務、技術諮詢、技
術轉讓。【企業經營涉及行政許可的，憑許可證件經營】

截止2012年7月31日，電子集團資產總額為人民幣16.88億元，負債
總額為人民幣2.23億元，歸屬於母公司淨資產為人民幣14.65億元。

三、關聯交易標的基本情況
本次交易標的為公司持有電子科技51%的股權，電子科技基本情況如

下：
公司名稱：上海廣電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黃峰
住所：上海市田林路192號5樓
註冊資本：人民幣叁仟萬元
公司類型：有限責任公司
經營範圍：電子產品的設計、研發、生產、銷售，從事貨物及技術

的進出口業務，電子計算機軟硬件的技術開發，計算機系統集成、計算
機領域內的技術諮詢及技術服務（涉及行政許可的，憑許可證經營）。

營業期限：2010年9月至不約定期限
截止 2012 年 4 月 30 日，電子科技的主要財務數據是：資產總額

19723.03 萬元，負債總額 16223.30 萬元，淨資產 3499.73 萬元；營業收入
1222.92萬元，淨利潤139.77萬元。

四、關聯交易的主要內容和定價依據
1、產權交易合同的主要內容
1）產權出讓標的及價格
公司以評估備案後的淨資產評估值對應的51%股權即2092.2萬元及公

司在電子科技的 3036 萬元債權為此次產權出讓標的，電子集團以總價
5128.2萬元的價格受讓上述產權出讓標的。

2）股權轉讓款支付方式
轉讓價款在簽訂上海產權交易合同生效後5個工作日內一次性付清。

已支付的競價保證金將自動轉作價款的一部分。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在
收到價款後的5個工作日內將價款支付給公司。

3）合同生效
本合同由雙方簽字蓋章，並經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審核蓋章，出具

產權交易憑證後生效。
2、關聯交易定價依據
根據公司八屆十次董事會決議，公司以評估備案後的淨資產評估值

對應的51%股權即2092.2萬元為出讓價格，在上海市聯合產權交易所公開
掛牌轉讓公司持有的電子科技 51%的股權及公司在電子科技的 3036 萬元
債權，電子集團通過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公開競價，以總價5128.2萬元成
功競得上述股權和債權。公司擬同意以總價5128.2萬元將上述股權和債權
轉讓給電子集團，並同時授權公司管理層簽訂轉讓協議。交易完成後，
公司將不再持有電子科技的股權。

五、該關聯交易的目的以及對上市公司的影響
公司將電子科技出讓將會有利於本公司資產的保值增值，不會對公

司2012年贏利造成重大影響。本次關聯交易沒有也不會損害非關聯股東
特別是中小股東的利益。

六、獨立董事的意見
公司獨立董事同意本次關聯交易並發表獨立意見：本次交易的審

議、決策程序符合，符合《公司法》、《證券法》、《上海證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規則》等法律法規和規章及《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交易是
通過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公開掛牌轉讓，交易條件公平、合理，對中小
股東是公平的，沒有侵害其他股東權益，也符合上市公司利益。公司董
事會在審議此項關聯交易時，關聯董事實行迴避原則，其表決程序符合
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本次關聯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誠信的原則。

七、備查文件目錄
1、八屆九次、八屆十次、八屆十一次董事會會議決議；
2、獨立董事關於公司出讓持有的上海廣電電子科技有限公司51%股

權暨關聯交易的事前認可函及獨立意見函；
3、上海廣電電子科技有限公司2012年4月財務報表；
4、上海廣電電子科技有限公司審計報告（截止2012年4月）；
5、上海廣電電子科技有限公司因股東股權轉讓行為涉及的股東全部

權益價值評估報告；
6、上海市上正律師事務所關於上海廣電電子科技有限公司股權轉讓

的法律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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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聯膺全球最值錢球隊
登陸美國 股價牛皮

星次季經濟縮0.7%遜預期

【實習記者陳小囡報道】因在 2008 年金融
危機之前做出準確預測，被媒體冠以 「末日博
士 」 稱 謂 的 紐 約 大 學 教 授 魯 賓 尼 （Nouriel
Roubini） 日 前 接 受 《 彭 博 商 業 周 刊 》
（Bloomberg Businessweek）訪問時表示，世界經
濟明年將有三分之一的可能陷入「完美風暴」。

他對於世界經濟的發展前景有三種設想。第
一種設想為，發達經濟體的經濟和金融困境將持
續下去，但尚不足以再次形成完美風暴，可以避
免全球性的經濟和金融危機。

第二種設想更為負面，即明年將發生全球
性的完美風暴。他稱，如果歐元區秩序混亂，
最終導致更多的國家無法通過市場融資，更多
國家欠債而退出歐元區；美國經濟降溫，增長
停滯並且發生經濟泡沫破裂；中國經濟出現硬
陸；新興市場停止增長；中東地區以色列及

美國與伊朗之間爆發戰爭。如果所有這些危機
同時爆發，就將會帶來完美風暴。他強調，完
美風暴並不是他預測的基線，但是以上提到的
五種負面趨勢都在發展中：歐元區就像一列低
速行駛並可能發生事故的列車；美國經濟增速
正在放緩；中國經濟硬陸的可能性大於軟
陸；其他國家經濟增速也在放緩；中東地區局
勢再次緊張。他表示，全球經濟今年及明年都
將面臨一條坎坷之路。

第三種設想則最為樂觀：美國經濟以極其緩
慢的速度恢復；歐元區將蒙混過關渡過危機，並
朝一個更強大的經濟和政治聯盟方向發展；中
國經濟實現軟陸；新興市場進行結構改革，推
動經濟增長；而中東的衝突也得以避免。他表示
，並不預期在明年內以上積極趨勢全部發生，新
興市場可能首先實現增長，發達經濟體則在兩三

年後實現潛在增長。
對於三種設想成為現實的可能性，魯賓尼表

示，在明年年底之前的 18 個月內，最樂觀的設
想發生的可能性為10%；各種困境將持續下去，
但尚不足以形成完美風暴的中間設想發生的可能
性為55%；而所有危機集中爆發，發生完美風暴
的可能性為35%。因此，在魯賓尼看來，明年全
球將有三分之一的可能爆發完美風暴。

此 外 ， 美 國 聯 儲 局 前 任 主 席 格 林 斯 潘
（Alan Greenspan）亦接受同一期《彭博商業周
刊》採訪，他稱對 2012 年世界經濟最擔心的問
題是歐元區的債務危機，他表示目前並沒有看到
希臘可以繼續留在歐元區的方法。

關於美國經濟，他稱，在房屋及工廠等長
期資產上的投資減少，是導致美國復蘇不強勁
的原因。佔美國 GDP 十分之一的長期資產，其
中以建築為主，被削減了將近一半。造成整體
經濟產出下降 4%，相應也帶來了失業率的上升
。他表示，對於目前美國經濟最擔心的問題是
經濟的慢速增長和通脹。格林斯潘認為，美國
當前的經濟狀況比他任期內更加不景氣。

【實習記者陳小囡報道】新加坡
製藥產出表現良好，抵銷電子製造業
下跌的消極影響，貿易部昨日發布數
據顯示，次季經濟收縮 0.7%，優於 7
月份最初預測的收縮 1.1%，但這一數
據遜於彭博社11位經濟學家預測的增

長0.5%。
新加坡首季經濟調整後增長 9.5%

。政府本周將全年經濟增長預測從
1.5%調高至 2.5%，此前經濟增長預測
為3%。世界各國政府正在為歐債危機
的進一步加深做準備，上個月，中國

、韓國以及菲律賓央行紛紛下調基準
利率，給新加坡採取寬鬆貨幣政策帶
來壓力。

花旗：有調整貨幣政策空間
花 旗 集 團 新 加 坡 經 濟 學 家 Kit

Wei Zheng 表示，新加坡面臨技術性
經濟衰退的風險，4月份國內生產總值
（GDP）低於央行預期，已經有調整
貨幣政策的空間，但僥倖脫險，下一
步要看第三季度的經濟增長和通脹數
據。

新加坡貨幣今年升值超過4%，在
彭博社統計的亞洲常用11種交易貨幣
中表現次優。

次季製造業按年增長 4.5%，優於
最初預計的3%增長。建築業數據調整
後增長 5.3%，服務業數據調整後增長
0.8%。新加坡央行於上月25日曾表示
，受美國及中國經濟放緩以及歐債危
機加深影響，新加坡的經濟增長將跌
至1%以下。

魯賓尼：明年1/3機會陷完美風暴

「紅魔鬼」曼聯美國 IPO 計劃終於
成事，宣布發行 1670 萬股股份，招股
定價為每股 14 美元，集資 2.33 億美元
，市值約為 29 億美元，是全球最高價
值的體育隊伍。根據福布斯雜誌的統計
，另一支球隊西班牙的皇家馬德里的價
值為 18.8 億美元，而排第三位的則是
美國的紐約洋基，價值18.5億美元。

不過曼聯的招股定價不如原先所料
，最初預期為每股16美元至20美元，
這代表曼聯估值有 33 億美元，但最後
以每股 14 美元的定價，意味曼聯集資
額較本來預期的少1億美元。

格雷澤家族控99%投票權
晨星（Morningstar）分析指出，本

來預期曼聯的 IPO 價為每股 10 美元，
而每股 14 美元的定價似乎過高。另有
市場分析員亦稱，曼聯要求投資者付出
如此高的價格，料會帶來一定風險，
IPO可以成功，但股價下調風險存在。
美國上市後，曼聯班主格雷澤家族仍然
控制接近99%投票權，因為格雷澤家族
所持有的 B 股，每股擁有 10 投票權，
而在IPO發行的A股每股只能有1投票
權。曼聯在美國上市集資所得主要用作
還債，不過每股 14 美元招股價對曼聯
來說不是太好，集資額 2.33 億美元未
夠償還曼聯的6億美元債務。

根據彭博獲取的曼聯上市文件資料
，截至 6 月 30 日止，曼聯手持現金約
7000 萬英鎊（1.09 億美元），債務約
4.37億英鎊。來自美國的格雷澤家族，
2005年以7.9億英鎊（12億美元）購買
曼聯。格雷澤家族在 IPO 中將出售一
半持股，集資金額用來還債，引起部分
曼聯球迷對這IPO不滿。

上市之路一波三折
曼聯上市之路一波三折，2011 年

曾經計劃在香港上市，後來退而求其次
移師新加坡上市，目標是集資 10 億美
元，不過由於種種因素放棄，最終選擇
美國紐約為 IPO 之地。分析指出，美
國投資者對英式足球的熱情，難與香港
及新加坡相比，如果 IPO 在亞洲進行
，市場反應料會更佳。

《英國金融時報》報道指出，曼聯
的格雷澤家族借助上市集資償還債務，
但對投資者沒有展示出誠意，投資者所
獲股票的投票權，只是格雷澤家族的十
分之一，顯示格雷澤家族急於籌錢之際
，同時還要維持對曼聯的控制權。曼聯
經營狀況其實不錯，在截至今年3月的
3個季度，曼聯收入較上年同期增長6%
至 2.45 億英鎊，營運盈利增長近兩倍
至 3800 萬英鎊。即使曼聯的債務淨額
達到4.25億英鎊，仍存在投資價值。

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的掌舵手格羅斯
，7 月份減持美國國債。PIMCO 在其網站上公布，格
羅斯的規模達 2630 億美元總回報基金，美國政府債券
和國債的持有比重，由6月的35%降到33%。房貸債券
的比重由6月的52%下降至51%。PIMCO沒有直接評論
資組合的月份變化情況。

格羅斯總回報基金 7 月吸資 21 億美元，他的交易
所交易基金（ETF）淨流入資金，創下推出以來最高紀
錄。總部位於芝加哥的晨星公司 8 月 1 日指出，今年 1
月至7月，格羅斯的總回報基金連續7個月錄得資金淨
流入，總共增加了80億美元的新資金。

據美銀美林的指數，美國國債今年到8月9日為止
的回報率為 1.9%；房貸債券回報率為 2.4%。對於投資
發達國家，格羅斯建議投資者買入英國和美國國債，因
為擔心德國需要為終結歐洲主權債和銀行危機，付出極
高的代價。

此外，PIMCO
行政總裁埃利安說，
投資者要留意美國國
債市場陡峭的孳息率
曲線。他說，雖然 8
年期和8年期以下的
美國國孳息，已被聯
儲局的貨幣政策固定
，但債券投資者應該
要注意期限更長的債
券。

PIMCO減持美國債

▲ 「末日博士」 魯賓尼表示，世界經濟明年
將有三分之一的可能陷入完美風暴

受入口燃料和食品價格下跌的影響，美國七月份的
入口物價連續第四個月錄得下跌，在六月份下跌了
2.4%後，七月份再跌0.6%。

七月份入口美國貨品價格下跌 0.6%，出乎市場的
預料之外。市場人士原估計七月入口貨價格將會上升
0.2%。而扣除燃料後，入口價格更大跌了 0.4%，創下
兩年來最大跌幅。不過，入口石油產品價格亦錄得大跌
，七月份按月下跌了 1.6%，與去年同期相比更大跌一
成二，為自從2009年9月以來最大的跌幅。

美國企業和消費者可能繼續會看到外來貨品價格持
續下滑，原因是全球經濟放緩，打擊了對於原材料的需
求。同時，美元轉強亦促使美國入口商不急於加價，亦可
以令美國聯儲局得以繼續把利率維持在接近零的水平。

入口物價是聯儲局所觀察的三個指標其中一個，亦
是最先公布的，而生產物價指數將於八月十四日公布，
消費物價指數則會在八月十五日公布。

報告又看到，入口食品和飲料的價格在上月亦下跌
了 1.2%，相信外來食品價格下跌，將可抵銷到美國本
土因旱災而出現的食品價格上升壓力。

美入口物價連跌四個月

【實習記者陳小囡報道】國際能
源署（IEA）昨日表示，由於全球經濟
降溫，特別是中國和美國經濟增速放
緩，限制石油需求量年增長，IEA最
新預測的今年和明年平均每天的石油
需求量分別為 8960 萬桶和 9050 萬桶
，低於上月預測的 8990 萬桶和 9090
萬桶。

石油年需求增長預計 2012 年為

每天90萬桶，2013年為每天80萬桶
。IEA特別指出中美兩國石油需求量
的減少，這兩個國家佔全球石油總需
求量的三分之一。但是IEA計算方法
上的技術性變化也將 2012 年每天預
測削減了25萬桶。

IEA 將 2013 年全球經濟增長預
測從 3.8%調低至 3.6%，2012 年預測
維持 3.3%不變。IEA 表示，過去 20

年推升石油和其他商品需求量的中
國經濟，今年增速可能達 8%，低於
此前預測的 8.2%，2013 年經濟增長
預測則從 8.5%調低至 8.1%。IEA 將
今年美國經濟增速從上月的 2.3%調
低至2%。

中國本周的經濟數據也證實了
這樣的預測調整，預計政府可能推
出新的刺激措施，以使經濟增長維
持在 8%，以保證達到創造新就業機
會以抑制失業率的最低經濟增長要
求。

IEA降全球石油需求預測

英超聯班霸曼聯昨日正式在美國上市，這支19屆冠軍的英國
球隊，美國首次公開招股（IPO）定價為14美元，低於原先預期的
每股16美元至20美元。在開市早段，股價最多曾升至14.2美元，
其後回軟，在招股價水平徘徊。以其發行1670萬股股份計，集資
額為2.333億美元（約18.1974億港元），相對本來預期的少1億
美元，市值約29億美元。

本報記者 鄭芸央

▲曼聯美國IPO發行1670萬股股份，招股定價為每股14美元，集資2.33億
美元，市值約為29億美元，是全球最高價值的體育隊伍

▶太平洋投資管理
的掌舵手格羅斯，
7月份減持美國國
債

◀新加坡製藥產出表現良好，次季
經濟收縮0.7%，優於7月份最初預
測的收縮1.1%

全球最值錢體育球隊
1
2
3
4
5
6
7
8
9
10

註：資料源自福布斯 *上市後市值

曼聯*
皇家馬德里
紐約洋基
達拉斯牛仔
華盛頓紅皮（Washington Redskins）
洛杉磯道奇（Los Angeles Dodgers）
新英格蘭愛國者（New England Patriots）
巴塞隆拿
紐約巨人（New York Giants）
阿仙奴

29.0億美元
18.8億美元
18.5億美元
18.5億美元
15.6億美元
14.0億美元
14.0億美元
13.1億美元
13.0億美元
12.9億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