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公司及董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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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風險提示：
1、本公告所述協議屬於框架性協議，在項目建設、資金落實

、優惠政策等方面還存在不確定性；本協議尚需公司董事會、股東
大會批准方能生效，具有不確定性，特提醒廣大投資者注意投資風
險；

2、第8.5代TFT-LCD生產線主要生產的產品為應用在55”及
以下TFT-LCD顯示屏和模組，作為液晶電視和顯示器產品的關鍵
組件，其價格會受平板顯示產業周期性、市場供需情況和整體經濟
環境波動的影響，提醒廣大投資者注意行業變動風險；

3、公司董事會將積極關注項目的進展情況，及時履行信息披露
義務。

2012 年 8 月 14 日，京東方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本公司」）與合肥市人民政府、巢湖城市建設投資有限公司簽署

了 《 合 肥 鑫 晟 光 電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薄 膜 晶 體 管 液 晶 顯 示 器 件
（TFT-LCD）8.5代生產線項目投資框架協議》（以下簡稱 「框架
協議」、 「本協議」）。現將有關事項公告如下：

一、協議主體：
（一）甲方：
1、合肥市人民政府
2、巢湖城市建設投資有限公司
住所：巢湖市官圩路104號
法定代表人：宋德潤
註冊資本：伍億壹佰貳拾萬伍仟玖佰圓整
企業類型：有限責任公司（國有獨資）
經營範圍：組織實施市本級政府性投資項目；市區房地產開發

用地管理、招標、拍賣；為巢湖城市建設籌資、管理、監督政府性
投資項目資金；受政府委託承辦土地收儲、拆遷、整理、配套及供
應前準備工作。（涉及許可及資質經營的憑有效許可證及資質證經
營）

（二）乙方：京東方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二、協議主要內容：
甲、乙雙方確定在安徽省合肥市投資建設一條薄膜晶體管液晶

顯示器件（TFT-LCD）8.5 代全工序生產線，生產 55”及以下的
TFT-LCD 顯示屏和模組等產品，生產線預計將於 2014 年 1 季度正
式投產；雙方同意將合肥鑫晟光電科技有限公司作為該生產線項目
的投資、建設、運營平台。經充分協商，雙方達成如下協議，作為
基礎性文件以資共同遵守。

（一）定義
1、項目：是指雙方在合肥市投資建設及生產經營第 8.5 代

TFT-LCD 生產線（玻璃基板尺寸為 2200mm×2500mm，包括陣列
、彩膜、成盒和模組等四部分生產工序，產品為 55”及以下的
TFT-LCD顯示屏和模組等產品，設計產能為玻璃基板投片量90千
片/月）及配套整機廠房（規劃產能1000萬台/年）和綜合配套區，
項目選址在合肥新站綜合開發試驗區。

2、項目公司：是指合肥鑫晟光電科技有限公司。該項目公司為
有限責任公司，主要經營範圍為研發、生產和銷售TFT-LCD相關
產品及其配套產品。

（二）項目總投資及資金來源
1、項目投資總額：285億元人民幣（最終依據批准的項目可行

性研究報告或申請報告確定）。
2、項目公司註冊資本：項目公司註冊資本170億元人民幣。
（1）100 億元人民幣項目公司註冊資本金由甲方和/或甲方指

定的投資平台籌集；
（2）其餘70億元人民幣項目公司註冊資本金首先由乙方通過

資本市場或其他方式自籌解決。若上述方式未能實現，最終由甲方

負責落實解決。
3.出資方式
（1）甲方和/或甲方指定的投資平台籌集的 100 億元人民幣以

向項目公司增資的方式直接投入項目公司。
（2）乙方承諾竭盡全力為項目公司籌集到70億元人民幣註冊

資本金。
4、項目公司借款
項目公司借款：項目總投資（285億元）與項目資本金（170億

元）的差額部分，由甲乙雙方共同負責落實銀團向項目公司提供貸
款解決，並確保根據項目公司的資金需求計劃及時足額到位。

（三）優惠政策
甲方承諾將在地塊配套條件、土地價格、能源供應、財政獎勵

、政府補貼等方面為本項目提供政策性支持。
1、土地配套條件
甲方承諾在合肥新站區內以最優惠的價格提供給項目公司約

1400畝符合項目建設要求的熟地。交地時間滿足項目工程建設進度
需要。

同時，甲方承諾為乙方提供200至300畝建設用地用於建設技術
專家等核心骨幹人才住宅小區及綜合配套設施。

2、財政獎勵政策
甲方負責根據項目公司量產後實際稅收貢獻情況落實財政獎勵

政策，具體金額按年測算。
3、其他
除上述相關政策外，甲方承諾在政府補貼、人才引進支持方面

給予乙方相關政策支持。若國家有關信息產業基地或高科技企業優
惠政策優於本協議本條所述優惠政策，甲方應按更優惠的政策執行
。

（四）違約責任
甲乙雙方應認真履行本協議項下的義務，任何一方未按本協議

約定條款履行義務，將構成違約。違約方應向守約方賠償因其違約
所造成的經濟損失。

三、其他重要條款
1、本協議未盡事宜和/或雙方在本協議履行過程中因行業市場

和資本市場原因出現的問題，雙方應友好協商解決。
2、本協議自雙方授權代表簽字蓋章之日起成立，並經乙方內部

有權審批機構審議批准後生效。
3、本協議成立後至生效前，雙方即應開始履行本協議的各項義

務。本協議生效前，如一方有違反本協議的行為，應向對方承擔締
約過失責任。

四、本次投資的目的和對本公司的影響
合肥8.5帶線項目建成後，本公司總體規模、整體競爭力將得到

進一步提升。將有利於提高本公司液晶電視所需的液晶顯示屏產品
競爭綜合實力，有利於提升本公司抵禦市場波動風險能力，有力提
升國內平板顯示產業在國際市場中的話語權。

五、其他說明事項
本協議涉及公司重大投資事項，協議簽署後，公司將根據實際

情況提交公司董事會和股東大會審議，具有不確定性。請廣大投資
者注意投資風險。

六、備查文件
甲、乙雙方簽訂的《合肥鑫晟光電科技有限公司薄膜膜晶體管

液晶顯示器件（TFT-LCD）8.5代生產線項目投資框架協議》
特此公告

京東方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12年8月15日

證券簡稱：京東方A 證券代碼：000725 公告編號：2012-024
證券簡稱：京東方B 證券代碼：200725 公告編號：2012-024

京東方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簽署投資框架協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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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港口7月吞吐量跌7.1%
按月升7.4% 內河運輸業表現疲弱

港航半年利潤或減五成

香港上市公司業績公布日期
8月16日

01836
01136
03377
02788
00068
00669
00808
00410
01777
00046
01010
01133
02323
03335
00743
02268

九興控股
台泥國際
遠洋地產
精熙國際
利興發展
創科實業
泓富產託

SOHO中國
花樣年控股
科聯系統
弘茂科技

哈爾濱電氣
至卓國際
DBA電訊
亞洲水泥
優源控股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00913
00992
00800
00157
00665
02777
01768
00267
00080
00941
00832
01230
03383
00655
00226
00156

合一投資
聯想集團

A8電媒音樂
自然美

海通國際
富力地產

賽得利控股
中信泰富

中國新經濟
中國移動
建業地產

雅士利國際
雅居樂地產
香港華人

力寶
力寶華潤

（中）
（季）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實習記者陳家穎報道】國泰（00293）業績見紅
，該公司可能會重新檢視與中國國際航空合資的貨運公
司──中國國際貨運航空有限公司的運作，與國航加強
合作提升業務，盡快達至盈利。

國泰行政總裁史樂山表示，國貨航需要評估適合的
飛機作為營運機隊，以保證公司長遠的利潤。國泰已調
配 10 位員工到國貨航，幫助發展其網絡。史樂山強調
，國泰會保持與該公司的緊密關係，並期待國貨航最終
能獲利。雖然這需要一點時間，但他相信能達到目標。
史樂山續稱，初步見到貨運在下半年會有起色。第四季
度內有多個假期，所以是貨運傳統上最繁忙的季度。

國泰檢視國貨航網絡

簡訊

香港航空近日風波不斷，先是有地勤人員不滿工作量大
增罷工，再來民航處出手限制其擴充機隊，近日又暫停往來
香港與倫敦的全商務客艙航班。總裁楊建紅昨日就此回應，
公司未來將集中區域航線發展。歐洲經濟環境不見好轉，加
上燃油高企，計及來往倫敦航班虧損，該公司預計上半年淨
利潤較去年下跌接近50%。

楊建紅表示，未來會有四項措施提高營運質素，包括優
化機隊；調整航班結構、準備一架飛機用作備機之用；增聘
人手；以及與中飛維修公司簽署服務協議。

他強調，該公司現時更關注區域航線，尤其是內地航線
。今年已開通至西安、蘭州和貴陽等線，營運表現優異。今
年頭7個月，客運量增長逾33%至197萬人次，載客率
亦提升。

他表示，公司將置換7架波音飛機，以空巴330及
320 型代替。他指，置換飛機後，平均機齡由 3 至 4 年
，降至1至2年，可保障公司的飛行質量及維修費用。
香港航空主要股東海航集團董事陳文理補充指，使用空
中巴士單一機隊，可為公司培訓機長提供便利。

楊建紅又表示，公司計劃年內增聘300至400個員
工。他希望以上措施可幫助公司將飛機準點率維持85%
以上。就早前被指拖欠服務供應商款項，他回應，公司

與供應商並無債務問題，沒有任何欠款。
關於大新華及香港航空上市集資方面，陳文理指出，會

按各自情況考慮，可以與海南航空合併或不合併各自上市，
但是目前還未作出最終決定，視市場環境而定。他只稱，海
航集團會在財政上對港航無限支持。對於香港航空近年來的
表現，他說，經營上過得去，但安全上給滿分。

另外，該公司原定在明後年接收的6架波音777貨機，
將延遲至 2015 年後才會接收。對於即將在本周末來臨的颱
風，人力資源及行政總監湯衛平表示，已經做好準備，經歷
上次十號颱風韋森特後，已經有三個颱風在福建、台灣、上
海登陸，該公司在三區都有經營，但都無負面消息傳出。

【實習記者陳家穎報道】丹 麥 諾 頓 航 運
（Norden）昨日公布次季業績，息稅前利潤（EBIT
）為 960 萬美元，同比下跌約 55%，但仍優於分析
師預期。公司表示，即使貨運市場持續疲弱，但該
公司仍能爭取到大部分乾散貨船的合同。

公司預測，全年稅息折舊攤銷前（EBITDA）
在 1.1 億美元到 1.5 億美元範圍內。去年的 EBITDA
為1.864億美元。

首席執行官莫滕森表示，美國的乾旱影響玉米
和大豆的出口，貨運需求很大可能減低，故本年全

年的乾散貨航運市場將會充滿 「挑戰性」。他補充
，預期年底的油輪運費會輕微上升。

公司表示，波羅的海乾散貨綜合運費指數
（BDI）在首季急降後，第二季已回升7%，故乾散
貨船航運市場在第二季已達到穩定情況。油輪航運
市場第一季見好，但第二季卻持續下降。

另一方面，乾散貨船航運市場在首半年疲弱，
油輪船租在次季下跌。波羅的海成品油運費指數
（BCTI）下跌12%，達565點，是自2008年來的新
低點。

中國製藥（01093）中期業績轉盈為虧，蝕1.37億元
，每股基本虧損 8.95 仙，不派息。該公司上年度同期賺
2.64億元，每股盈利17.21仙。期內，營業額為31.72億元
，跌24%，經營虧損7153萬元。

縱觀7月香港港口表現，佔總貨量七成以上的葵
青港區處理量跌1.2%，報153.9萬箱。中流作業、公
眾卸貨區和內河運輸處理量大跌20.9%至53萬箱。過
去3個月，貨量一直下跌，反映珠三角港口運輸需求
持續疲弱。今年頭7個月，葵青港區貨量升1.6%，報
1027.3萬箱，中流作業、公眾卸貨區和內河運輸貨量
錄得跌幅13.3%至345.1萬箱。

據港口發展局統計，7月份葵青港區出口箱量錄
得 75.9 萬箱，同比跌 3.3%，入口箱報 78 萬箱，同比
升 1%。另外，總體重箱為 135.3 萬箱，同比跌 1%。
吉箱 18.6 萬箱，跌 2.5%。今年上半年，葵青港區出
口箱量 512.4 萬箱，升 1.5%。入口箱量為 514.9 萬箱
，升 1.8%。重箱升 1.4%至 903 萬箱，吉箱升 3.6%至
124.3萬箱。

以7月單月及過去7個月計，本港世界排名均落
後於上海港及新加坡港。排第一的上海港7月貨量報
284.3 萬箱，同比跌 1.8%，過去 7 個月吞吐量為
1870.7萬箱，比去年同期的1821.2萬箱，升2.7%。而
排名第二的新加坡港7月報276.96萬箱，升4.9%，過

去7個月為1840.99萬箱，比去年同期的1722.19萬箱
，升6.9%。

業內人士表示，在7月份，中國港口集裝箱吞吐
量同比升4.8%，相比上月同比增長9%，有大幅度的
回落，旺季不旺。在上海、深圳及寧波3個主要出口
外向型港口中，上海及深圳港的單月貨量均下降。而
寧波港則從雙位數以上的增速回落至5.1%。

中國航運業虧損擴大
交通運輸部新聞發言人何建中曾表示，受全球經

濟影響，中國航運、港口在上半年仍然處於低迷狀態
，且仍將持續。總體表現為 「需求放緩，運力增加，
成本上漲，運價下降，虧損擴大」的趨勢。

內媒早前報道，天津港集團日前與台灣港務股份
有限公司在高雄簽署合作意向書，雙方將在港口、航
運、物流等方面進一步加強合作。截至目前，已有
12 個大陸港口與台灣主要商港深化合作。兩岸港口
戰略合作的加強，將有力推動兩岸交通運輸領域的合
作，為海峽兩岸關係和經貿合作帶來更有利的環境。

■中國製藥轉蝕1.3億

香港港口發展局昨日公布單月港口數字，7月港口吞吐量報206.9萬箱，同比跌7.1%
，環比升7.4%。過去7個月，全港貨運量共錄得1372.4萬箱，同比跌2.6%，主要是受
到中流作業、公眾卸貨區和內河運輸貨櫃量持續疲軟，影響整體表現。本港港口吞吐量
世界排名落後於上海港及新加坡港，排第三。

實習記者 周雅婷

諾頓航運業績勝預期

▲大昌行期望內地食品業務可佔總營業額的四成
。圖為大昌行主席許應斌（左），行政總裁葉滿
堂（中）及財務總監韋景輝（右）

▲陳文理（左）表示海航會無條件、全方位、不間斷支持香港
航空，包括在生產、培訓、人力、財力上支援。右為楊建紅

本報攝

海港企業（00051）昨日公布截至 6 月底止半年股東
應佔溢利16.986億元，按年增加349%，每股盈利2.4元。
中期股息每股 0.12 元，另派一項非經常特別中期股息每
股0.36元，合共0.48元。

■海港賺近17億增3.4倍

■雨潤僅賺1億劇減93%

精電國際（00710）昨日公布截至 2012 年 6 月底止 6
個月業績，期內股東應佔溢利減少 65%至 3439 萬元，每
股盈利10.61仙，派中期息8仙。

期內公司營業額為10.6億元，按年跌2%，集團指，
回顧期內雖然中國地及日本之汽車顯示屏訂單大幅增加，
惟歐美邊際利潤較高減少即影響集團之盈利表現。

早已發出盈利警號的雨潤食品（01068）公布中期業
績，上半年營業額125.29億元，按年減少23.8%，股東應
佔溢利1.05 億元，相較去年同期16.15 億元，下跌93%，
每股盈利0.059元，不建議派發中期息。雨潤上半年毛利
率按年下降10.5個百分點，至2.1%。

雨潤上半年屠宰量按年減少24%，上游業務的整體銷
售收入（抵銷內部銷售前）減少22.9%，至115億元。加
工肉製品銷售額13億元，減少40%。

■達芙妮盈利4.8億增9.6%
達芙妮（00210）公布截至今年 6 月底止半年業績，

期內盈利增9.6%至4.826億元，每股盈利0.2936元，派中
期息9仙。集團營業額同比增加28.9%達50.8億元，毛利
按年增 27.8%至 30.8 億港元，與去年同比增長 27.8%。集
團指，核心品牌平均售價的下降，以及生產成本的上升導
致集團毛利率由去年同期62.5%下降至60.8%。

■威高盈利增18%至4.9億
山東威高集團醫用高分子製品股份（01066）昨日公

布截至2012年6月底止6個月業績，期內股東應佔溢利增
加約18.6%至4.95億元（人民幣，下同），每股盈利0.111
元，派中期息0.033元。

■路訊通虧轉盈2600萬
路訊通（00888）昨日公布截至今年 6 月底止半年業

績，期內虧轉盈，股東應佔溢利 2600.1 萬元，每股盈利
2.61仙，不派息。

■創生純利6464萬降28%
創生控股（00325）昨日公布截至今年 6 月底止中期

業績，期內股東應佔溢利6464.3萬元人民幣（下同），較
去年同期溢利增加28.26%，每股基本盈利8.3分，派中期
息2.17分及特別息2分，合共4.17分。

■通達盈利增11%至1.1億
通達集團控股（00698）昨日公布截至2012年6月底

止6個月業績，期內股東應佔溢利增加11%至1.13億元，
每股盈利2.42仙，派中期息0.8仙。

■精電賺3439萬減65%

大昌行（01828）受內地汽車經營環境拖累，
中期純利降至 6.5 億元，按年少賺 18.9%，差過市
場預期，負債比率急升超過10個百分點至38.7%。
大昌行行政總裁葉滿堂預計，下半年內地汽車業務
將錄得中單位數字的增長，但強調並非看淡後市。

大昌行昨日公布中期業績，數據未如理想。與
去年同期相比，營業額雖錄得 19.3%升幅至 236.36
億元，但應佔溢利不升反跌，減少 18.9%至 6.5 億
元，每股盈利降至35.64港仙，中期股息由去年同
期14.3仙，大幅削減至11.78港仙。

對於盈利明顯下跌而負債比率抽升，葉滿堂歸
咎於內地汽車供過於求，導致公司庫存處於高位，
庫存指數升至接近2。根據國際同業的慣例，庫存
系數在 0.8 至 1.2 之間，反映庫存處於合理範圍；

系數大於1.5，反映庫存已遠超警戒線，經營壓力
和風險都非常大。

葉滿堂補充說，供過於求的情況主要源自生產
商為爭市場佔有率，從而出現過度生產。他強調公
司賣車數字未有減少，銷售情況沒有問題，一旦成
功與生產商協商生產數量，便可解決高庫存的問題
。他又指，難料降低庫存指數所需時間，但有信心
與生產商達成共識。

葉滿堂預期下半年業務有中單位數字的增長，
發展平穩。大昌行現時主要收入源自汽車及汽車相
關業務，佔總營業額 88.74%。大昌行透露有意在
內地加強發展食品加工，目標將食品及消費品業務
營業額由現時的 17.22%，大幅提升至佔總營業額
約四成。

大昌行賺6.5億減18%

青島啤酒（00168）上半年盈利10億元人民幣，按年
微升1.8%，不派中期息。期內，營業收入134億元，按年
升11.2%。整體啤酒銷量418萬千升，按年升11.3%。主要
品牌青島啤酒銷量220萬千升，按年升8.2%。

公司指，下半年市場及經營形勢仍十分嚴峻，但仍
有信心達到2014年啤酒產銷量1000萬千升的目標。

■青啤半年盈利微升1.8%

▼本港港口七月中流▼本港港口七月中流
作業、公眾卸貨區和作業、公眾卸貨區和
內河運輸處理量大跌內河運輸處理量大跌
20.9%20.9%至至5353萬箱萬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