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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股東持股情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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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司收到公司股東鍾志強先生的通知，截止2010年4月21日止，鍾志
強先生個人賬戶及其控制的陳述、曾海星、趙崇岳、譚觀強賬戶共計持有
*ST國商B股股份14,159,373股股份，合計佔公司總股本的6.41%，已超過
深國商總股本的5%，需披露《簡式權益變動報告書》。具體情況詳見該股
東同日披露的簡式權益變動報告書。

特此公告！

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12年8月25日

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簡式權益變動報告書

上市公司：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點：深圳證券交易所
股票簡稱：*ST國商、*ST國商B
股票代碼：000056、200056
信息披露義務人：鍾志強
住所／通訊地址：香港九龍黃大仙下邨龍達樓****房
股份變動性質：增加
一致行動人（一）：陳述
住所：廣東省深圳市寶安區寶城靈芝新村**棟104
一致行動人（二）：曾海星
住所：深圳市寶安區雅蘭亭花園*棟*單元1106
一致行動人（三）：譚觀強
住所：深圳市寶安區十區冠城世家聚龍***
一致行動人（四）：趙崇岳
住所：深圳市寶安區新安街道40區安東園*棟*樓

簽署日期：二○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特別提示
一、信息披露義務人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以下簡稱為

《證券法》）、《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為《收購辦
法》）、《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內容與格式準則第15號—權益變
動報告書》（以下簡稱《準則15號》）及其他相關的法律、法規編寫本權
益變動報告書。

二、信息披露義務人簽署本報告已獲得必要的授權和批准。
三、依據《證券法》、《收購辦法》、《準則15號》的規定，本報告

書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義務人在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中擁有權
益的股份變動情況。

截止本報告書簽署之日，除本報告書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義
務人沒有通過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減少其持有的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的股份。

四、本次股份變動是根據本報告所載明的資料進行的。除本信息披露
義務人外，沒有委託或者授權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報告中列載的信息和
對本報告做出任何解釋或者說明。

第一節 釋 義
本報告書中，除非另有說明，下列詞語具有以下含義：
1、深國商、上市公司、公司：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信息披露義務人：鍾志強
3、本報告書：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簡式權益變動報告書

第二節 信息披露義務人及一致行動人介紹
一、信息披露義務人及一致行動人基本情況
名 稱：鍾志強
性 別：男
住所／通訊地址：香港九龍黃大仙下邨龍達樓****房
國 籍：中國香港
一致行動人（一）：陳述
性 別：男
住所：廣東省深圳市寶安區寶城靈芝新村**棟104
國 籍：中國
一致行動人（二）：曾海星
性 別：男
住所：深圳市寶安區雅蘭亭花園*棟*單元1106
國 籍：中國
一致行動人（三）：譚觀強
性 別：男
住所：深圳市寶安區十區冠城世家聚龍***
國 籍：中國
一致行動人（四）：趙崇岳
性 別：男
住所：深圳市寶安區新安街道40區安東園*棟*樓
國 籍：中國
二、信息披露義務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的發行在外的股份情
況：

截止本報告書簽署之日，鍾志強先生不存在持有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
五以上已發行股份的情況。

第三節 權益變動目的及計劃
信息披露義務人看好深國商公司發展前景，除本次權益變動外，在未

來12個月內不排除在合適的市場時機下通過二級市場繼續增持上市公司股
份的可能。

第四節 權益變動情況
一、權益擁有人及其一致行動人增持達到法定比例的日期

信息披露義務人及其一致行動人增持公司股票達到法定比例的日期
為：2010年4月21日。

信息披露義務人於2012年8月22日收到的《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
深圳監管局下發的行政處罰決定書（2012）5號》（以下簡稱 「《處罰決定
書》」）指出：經查明，鍾志強利用其控制的鍾志強、陳述、曾海星、譚
觀強、趙崇岳賬戶累計買入 「深國商B」股票，上述5個賬戶於2010年4月
21日累計持有股份佔深國商總股本6.41%，已超過深國商總股本的5%，鍾
志強當時未按規定予以公告。《處罰決定書》責令鍾志強進行整改，並處
以其他處罰。

根據《處罰決定書》的整改要求，鍾志強先生現補充披露《簡式權益
變動報告書》。
二、權益變動方式

2010 年 1 月至 4 月期間，信息披露義務人及其一致行動人陳述、曾海
星、譚觀強、趙崇岳通過深圳證券交易所交易系統交易深國商股票，其中
2010年1月8日至2月2日，陳述賬戶買入深國商B股2,149,327股；2010年
1月7日至2月2日曾海星賬戶買入深國商B股2,148,715股；2010年1月28
日至2月8日，譚觀強賬戶買入深國商B股996,228股；2010年1月26日至1
月29日趙崇岳賬戶買入深國商B股644,209股；2010年4月鍾志強賬戶通過
深圳證券交易所大宗交易平台買入深國商B股8,215,594股，並於當月21日
完成交收過戶，本次增持完成後信息披露義務人及其一致行動人共持有深
國商 B 股 14,154,073 股，全部為無限售條件流通股，佔深國商總股本的
6.4074%。

截至本公告日，信息披露義務人及其一致行動人共持有深國商 B 股
14,159,373股，全部為無限售條件流通股，佔深國商總股本的6.4098%。

第五節 前六個月內買賣上市交易股份的情況
除第四節中披露的權益變動情況外，信息披露義務人及其一致行動人

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前六個月內概無買賣深國商股份的行為。
第六節 其他重大事項

除本報告書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義務人不存在其他應當披露而
未披露的信息。

第七節 備查文件
一、備查文件
1、鍾志強先生的身份證明文件；
2、陳述先生的身份證明文件；
3、曾海星先生的身份證明文件；
4、譚觀強先生的身份證明文件；
5、趙崇岳先生的身份證明文件；
二、備查文件備置地點
1、深圳證券交易所
2、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義務人聲明
本人承諾本報告不存在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並對其真

實性、準確性、完整性承擔個別和連帶的法律責任。

鍾志強
2012年8月24日

附表1
簡式權益變動報告書

信息披露義務人：鍾志強
簽署日期：2012年8月24日

基本情況

上市公司名稱

股票簡稱

信息披露義務人名稱

擁有權益的股份數量
變化
信息披露義務人是否
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東

權益變動方式（可多
選）

信息披露義務人披露
前擁有權益的股份數
量及佔上市公司已發
行股份比例
本次權益變動後，信
息披露義務人擁有權
益的股份數量及變動
比例
信息披露義務人是否
擬於未來12個月內繼
續增持
信息披露義務人在此前6個月是否在二級市場
買賣該上市公司股票
本次權益變動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否已得到批准

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ST國商、*ST國商B

鍾志強

增加減少□不變，但
持股人發生變化 □

是□否
通過證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協議轉讓□國有股行政劃轉或變
更 □ 間接方式轉讓□取得上市公司發行的新股 □ 執行法
院裁定 □繼承 □ 贈與 □其他大宗交易（請註明）

持股數量：0股 持股比例：0%

持股數量：14,154,073股 持股比例：6.41%

是 否□

上市公司所在地

股票代碼
信息披露義務人註
冊地

有無一致行動人

信息披露義務人是
否為上市公司實際
控制人

是否□

是□否
是□否

深圳市福田區金田
路2028號皇崗商務
中心6樓
000056、200056
香港九龍黃大仙下
邨龍達樓****房

有無□

是□否

廣告熱線廣告熱線：：2831 05002831 0500
圖文傳真：圖文傳真：2838 1171 2834 66312838 1171 2834 6631

E-mailE-mail：：tkpwork@takungpao.comtkpwork@takungpao.com
工商情報 綜合消息 特廉分類廣告專欄

歡迎來電查詢

8. Statement of changes in owners’ equity of the Company
Reporting period

Unit: RMB Yuan

Item

Reporting period

Paid-up capital
(or share capital)

Capital
reserve

Less:
treasury
stock

Specific
reserve Surplus reserve

General
risk

reserve
Retained profit Total owners’

equity

I. Balance at the end of the previous year 505,425,000.00 250,531,482.00 133,989,447.19 456,841,404.84 1,346,787,334.03

Add: change of accounting policy
Correction of errors in previous periods
Other

II. Balanc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505,425,000.00 250,531,482.00 133,989,447.19 456,841,404.84 1,346,787,334.03

III. Increase/ decrease of amount in the year (“-”
means decrease) -44,247,932.51 -44,247,932.51

(I) Net profit 56,837,067.49 56,837,067.49
(II)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s
Subtotal of (I) and (II)
(III) Capital paid in and reduced by owners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 Capital paid in by owners
2. Amounts of share-based payments recognized in
owners’ equity
3. Others
(IV) Profit distribution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01,085,000.00 -101,085,000.00
1. Appropriations to surplus reserves
2. Appropriations to general risk provisions
3. Appropriations to owners (or shareholders) -101,085,000.00 -101,085,000.00
4. Other
(V) Internal carry-forward of owners’ equity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 New increase of capital (or share capital) from
capital public reserves
2. New increase of capital (or share capital) from
surplus reserves
3. Surplus reserves for making up losses
4. Other
(Ⅵ) Specific reserve
1. Withdrawn for the period
2. Used in the period
(Ⅶ) Other
IV. Closing balance 505,425,000.00 250,531,482.00 133,989,447.19 412,593,472.33 1,302,539,401.52

Last year
Unit: RMB Yuan

Item

Last year
Paid-up capital

(or share
capital)

Capital reserve
Less:

treasury
stock

Specific
reserve Surplus reserve

General
risk

reserve
Retained profit Total owners’

equity

I. Balance at the end of the previous year 505,425,000.00 250,531,482.00 129,236,472.97 414,064,636.90 1,299,257,591.87
Add: change of accounting policy
Correction of errors in previous periods
Other
II. Balanc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505,425,000.00 250,531,482.00 129,236,472.97 414,064,636.90 1,299,257,591.87
III. Increase/ decrease of amount in the year (“-”
means decrease) 4,752,974.22 42,776,767.94 47,529,742.16

(I) Net profit 47,529,742.16 47,529,742.16
(II)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s
Subtotal of (I) and (II) 47,529,742.16 47,529,742.16
(III) Capital paid in and reduced by owners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 Capital paid in by owners
2. Amounts of share-based payments recognized in
owners’ equity
3. Others
(IV) Profit distribution 0.00 0.00 0.00 0.00 4,752,974.22 0.00 -4,752,974.22 0.00
1. Appropriations to surplus reserves 4,752,974.22 -4,752,974.22
2. Appropriations to general risk provisions
3. Appropriations to owners (or shareholders)
4. Other
(V) Internal carry-forward of owners’ equity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 New increase of capital (or share capital) from
capital public reserves
2. New increase of capital (or share capital) from
surplus reserves
3. Surplus reserves for making up losses
4. Other
(Ⅵ) Specific reserve
1. Withdrawn for the period
2. Used in the period
(Ⅶ) Other
IV. Closing balance 505,425,000.00 250,531,482.00 133,989,447.19 456,841,404.84 1,346,787,334.03

（III） Notes to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1. Changes in main accounting policies or estimates, correction of any significant
accounting error and the influenced amounts
（1） Change of accounting policies
Were the main accounting policies changed during the reporting period?
□ Yes √ No
（2） Change of accounting estimates
Were the main accounting estimates changed during the reporting period?
□ Yes √ No
（3） Correction of accounting errors
Was any accounting error made in previous periods discovered in the reporting
period?
□ Yes √ No
2. Reasons for any change of the consolidation scope
3. If a non-standard audit report is issued, the Company should make relevant
notes.

Chairman of the Board: Tong Laiming
Board of Directors of Foshan Huaxin Packaging Co., Ltd.

24 August 2012

證券代碼： 200986 證券簡稱： 粵華包 B 公告編號： 2012－029

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屆董事會 2012年第八次會議決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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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八次會議於 2012 年 8 月 24 日以通訊表決方式召開。 會議
應到董事 9 名， 實到 9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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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公司 2012
年半年度報告及摘要；

二、 董事會以 9 票贊成， 0 票反對， 0 票棄權， 通過關於公司為
控股子公司向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車公廟支行借貸提供擔保
的議案。

由於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珠海經濟特區紅塔仁恒紙業有限公司
向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車公廟支行申請金額為人民幣貳億
元、 期限貳年的綜合授信額度， 公司擬為其提供連帶不可撤銷擔
保。

公司持有珠海經濟特區紅塔仁恒紙業有限公司 41.9653%， 在上
述擔保生效後， 粵華包對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擔保總額為人民幣 13.2
億元， 其中對珠海經濟特區紅塔仁恒紙業有限公司擔保總額為人民
幣 10.8 億元。 由於本公司於 2012 年 5 月 3 日舉行的 2011 年年度股
東大會中， 已通過了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過人民幣 19.5 億元
額度的連帶責任擔保的議案， 因此公司本次對外擔保不需要提交股
東大會審批。

特此公告。
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的專項說明及獨立意見

對關於控股股東及其他關聯方佔用公司資金、 公司累計和當期
對外擔保情況的專項說明及獨立意見

根據 《關於規範上市公司與關聯方資金往來及上市公司對外擔
保若干問題的通知》 （證監發 [2003] 56 號） 和 《關於規範上市公司
對外擔保行為的通知》 （證監發 [2005] 120 號） 的規定， 作為佛山
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的獨立董事， 我們本著對公司、 全體股東及
投資者負責的態度， 就 2012 年上半年控股股東及其他關聯方是否佔
用公司資金的情況以及公司對外擔保情況進行了認真核查， 基於每
個人客觀、 獨立判斷的立場作出專項說明， 並發表獨立意見如下：

1、 公司於 2012 年 5 月 3 日舉行的 2011 年年度股東大會中， 已
通過了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過人民幣 19.5 億元額度的連帶責
任擔保的議案。 報告期內公司對控股子公司擔保額為 13.2 億元， 報
告期末對控股子公司擔保餘額合計為 6.29 億元， 占公司淨資產的
45.31%；

2、 公司能夠認真貫徹執行有關規定， 嚴格控制對外擔保風險和
關聯方佔用資金風險；

3、 公司在報告期內沒有為股東、 股東的控股子公司、 股東的附
屬企業及本公司的其他關聯方、 任何非法人單位或個人提供擔保。
除前述為控股子公司提供擔保外， 2012 年上半年公司無其他任何形
式的對外擔保， 也無以前期間發生但延續到報告期內的對外擔保事
項。

4、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東及其他關聯方佔用資金的情況。
獨立董事： 趙 偉

朱征夫
楊貞瑜

二○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B10社團新訊責任編輯：蔡向陽

【本報訊】由東區康樂體育促進會主辦、康樂及文化
事務署協辦、東區區議會贊助之 「東區康體杯乒乓球比賽
2012」已於日前在柴灣體育館舉行。當日出席主持頒獎禮
的主禮嘉賓有：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東區康樂事務經理梁志
輝、中聯辦港島工作部社工處副處長溫汝恩、東區警民關
係主任陳偉基、東區區議員勞鍱珍、東區康樂體育促進會
副會長江子榮、主席李廣林、副主席李豐年等。

該會副會長江子榮致辭時恭喜中國乒乓球代表隊，囊
括在倫敦舉行的第三十屆奧運會乒乓球比賽4面金牌，包
括男、女子單打及男、女子團體賽。他表示香港的乒乓球
代表隊，雖然今屆未能為港爭取到獎牌，但表現已經很好
，雖敗猶榮。希望香港隊繼續努力，在往後的國際性比賽
中爭取佳績。主席李廣林致辭時表示，乒乓球是一種老少
咸宜、有益身心的運動，由於一般乒乓球在室內進行，不
受外面天氣影響，所以它是一種全天候的運動，因此一直
以來是世界最多人參與的運動。

當日賽事分別安排了男子及女子成年組單打，男子及
女子青少年組單打，參賽者在經過激烈比賽後，賽果如下
：男子成年組冠軍詹俊棠；亞軍江宏邦；季軍江安民；殿
軍盧瑞康。男子青少年組冠軍蔡俊杰；亞軍李康汭；季軍
姚建安；殿軍葉浩仁。女子成年組冠軍郭苡婷；亞軍卞嘉
遙；季軍吳心瑜；殿軍杜潔嫻。女子青少年組冠軍詹樂琳
；亞軍李嘉凌；季軍伍靖蕎；殿軍袁綽羚。

南區總會創會主席廖漢輝表示，一直以來
，蔡德河永遠榮譽會長不單關心社會，熱情投
入建設香港的工作，同時熱心參與公共及社會
服務，成績斐然，是次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銅
紫荊星章，誠然實至名歸。廖漢輝又說，蔡會
長長期以來積極參與振興祖國，連繫中港工商
的事務，他不單是香港工商界的翹楚，並曾擔
任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中華全國工商聯第八
屆執委，也是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現
時仍然擔任各大社團的重要職務，能夠得到蔡
會長為南區總會的會務發展出謀獻策，實在萬
分榮幸。

廖漢輝同時讚揚龐盧淑燕永遠名譽會長熱
心參與慈善活動及社會服務，貢獻良多，尤其在
擔任保良局主席期間成績斐然，為此榮獲香港
特區政府授予銅紫荊星章以表彰其貢獻。兩位
會長所獲榮譽乃實至名歸，該會同人與有榮焉。

該會亦於同日舉行會董會講座，邀請了香
港生產力促進局副總裁林廣成擔任主講嘉賓，
介紹特區政府於6月底正式啟動的 「發展品牌
、 升 級 轉 型 及 拓 展 內 銷 市 場 專 項 基 金 」

（BUD專項基金）有關詳情和申請情況。
專項基金於去年施政報告中提出，建議撥

款 10 億元，支持香港企業拓展內地市場，鼓
勵他們朝高增值方向發展。廖漢輝相信，專項
基金可為香港企業提供及時支援，加強本港品
牌競爭力，有助促進香港產品出口和提升服務
水平，並且加快拓展內地龐大的內銷市場。

與會人士亦就專項基金的涵蓋內容、申請
手續等提問了不少的問題，並與林廣成就基金
的運作、支援範疇以至長遠發展等交流意見。

當晚出席的嘉賓還有龐國本以及該會秘書
長譚幾嗣、常董陳立漢、黃達強、何嘉明、趙
財龍、呂思薇、周建新、蔡國強、許天祐及伍
海山。

【本報記者楚長城、通訊員韓國平、黃棟棟鄭州報道】慶祝
《澳門月刊》創刊十九周年暨世界華文媒體推廣澳門國際旅遊休閒
中心論壇暨頒授澳門優秀社會服務獎等系列活動，日前在澳門漁人
碼頭會展中心舉行，河南金堂鈞瓷贈送與會嘉賓，展示中國傳統文
化的藝術瑰寶獨特魅力。

是次活動邀請美、加、日、俄，南非、歐洲、東南亞及內地等
五十七個國家及地區百餘家華文媒體及專家參與，多位嘉賓發表演
說。系列活動推廣澳門旅遊休閒中心外，還舉行 「澳門社會優秀服
務獎」頒獎禮及澳門世界華文傳媒聯誼會成立儀式等活動。

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崔世安、外交部駐澳門特別行政區特
派員公署張金鳳副特派員、中央宣傳部宣傳教育局劉曉航副局長以
及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有關機構官員出席開幕式。

金堂鈞瓷以其神韻和獨特魅力以及悠厚文化被《澳門月刊》活
動組委會選為官方唯一指定禮品，鈞瓷珍品《鼎盛中華》在開幕儀
式上隆重亮相，並贈與崔世安、張金鳳、劉曉航等收藏，博得與會
者陣陣熱情洋溢的掌聲，並吸引世界各地華文媒體對鈞瓷的競相採
訪，成為此次開幕式的亮點。

金堂鈞瓷秉持 「民族的．經典的」製瓷理念，圍繞 「傳承、文
化、求珍」的發展策略，從選土到製坯，從上釉到燒成，都要經過
無數次挑選、捨棄的反覆，讓出品的每一件 「金堂鈞」鈞瓷作品，
都是千年鈞瓷藝術的結晶，都是華夏文明精粹的見證，都是傳世典
藏的藝術珍品。

南區總會賀 獲勳
【本報訊】香港南區工商業聯合

總會創會主席廖漢輝聯同副主席李國
雄、劉嘉華、施忠民及何綺蓮等於日
前宴賀該會永遠榮譽會長蔡德河及永
遠名譽會長龐盧淑燕榮獲銅紫荊星章
。當晚出席人士紛紛向兩位獲獎者舉
杯祝賀，整晚氣氛熱鬧而愉快。

東區康體杯乒賽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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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香港航運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三周年籌備委員會
已成立，並決議於九月二十日下午六時至七時三十分在香港中區大會堂低座
二樓大會堂美心皇宮舉行慶祝酒會。

香港航運界國慶籌備委員會是由香港航運界聯誼會、香港船東會、香港
中國企業協會運輸行業委員會、香港海員工會、海運學會、香港物流管理人
員協會、香港商船高級船員協會、海港運輸業總工會、海事匯報研究會、香
港航海學校舊生會、香港港口領港員工會、香港航業海員合併工會、船務從
業員工會聯合組成。

國慶籌委會名譽顧問：招商局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傅育寧，中國外運長
航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趙滬湘，萬邦集團集團董事長曹文錦，東方海外（國
際）有限公司主席董建成，中遠（香港）集團有限公司常務副董事長、總裁
張良，中國海運（香港）控股有限公司董事總裁韓駿，金山輪船國際有限公
司主席梁敏行，華光航業控股有限公司主席趙世光，北方船務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長高彥明，環球輪船代理有限公司主席潘裕國，萬利輪船有限公司董事
總經理顧建舟，巴拉歌船務有限公司主席劉俊成。

主任委員：港航運界聯誼會主席蘇新剛，副主任委員：香港船東會主席
董立新、香港商船高級船員協會秘書長鍾東堂。

航運界成立國慶籌委會

▲澳門特首崔世安（前排中）獲贈珍藏金堂鈞瓷《鼎盛中華》
本報攝

▲南區總會創會主席廖漢輝（右七）聯同會董會成員宴賀蔡德河（左七）及龐盧淑燕（右
八）榮獲銅紫荊星章。出席者還有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副總裁林廣成（右五）

▲ 「東區康體杯乒乓球比賽2012」 圓滿舉行，主禮嘉賓與得獎者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