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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盛3艘超大船試航交付
將在新加坡成立新公司拓海工業務

受惠iPhone 5 國泰貨運量趨升

熔盛重工（01101）在一周內為3艘超
大型礦砂船（VLOC）試航，共近百萬載
重噸，意味着這些船舶將於近期陸續順利
交付。總裁陳強表示，下半年公司將力爭
再交付3至4艘VLOC，餘下部分明年交付
。此外，副總裁陳文軍透露，將在新加坡
成立一家新公司，拓展海工業務。

【本報記者楊楠上海二十四日電】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李兵（LI BING）：

本院受理（2012）穗越法民一初字第 3066
號原告陳紅梅訴被告李兵離婚糾紛一案，因你
（澳大利亞國籍，護照號碼：E1038051）目前
下落不明（無法送達），依照《中華人民共和
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五條第一款第
（七）項、第二百四十六條的規定，向你公告
送達起訴狀副本及開庭傳票等應訴材料。自本
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六個月，即視為送達。
你提出答辯狀及舉證的期限均為公告期滿後的
三十日內。本案定於2013年5月8日08時30分
在本院 223 法庭公開開庭審理，逾期將依法缺
席判決。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一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番禺區人民法院

公 告
陳富明：

本院受理原告陳健良訴你房屋買賣合同糾
紛一案，因通過其他方式無法向你〔陳富明，
男，1952 年 11 月 21 日出生，香港居民，香港
永久性居民身份證號碼：D361468(A)〕送達訴
訟材料，現依法向你公告送達起訴狀及證據副
本、應訴通知書、普通程序舉證須知、合議庭
組成人員通知書、開庭傳票等材料。自本公告
發出之日起，經過三個月，即視為送達。提出
答辯狀及舉證期限均為送達期滿後的三十日
內。本院定於2013年1月31日上午8時45分在
本院第十二審判庭公開開庭審理此案。逾期將
依法裁判。

特此公告。
廣州市番禺區人民法院

二○一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莫成添、莫岳雄（MOMYRONYUEXIONG）：

本院受理（2012）穗越法民一初字第
3354 號原告吳麗蓮、莫岳勇訴被告莫成添、
莫岳雄繼承糾紛一案，因你們目前下落不
明（無法送達），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
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五條第一款第（七）
項、第二百四十六條的規定，向你們公告
送達起訴狀副本及開庭傳票等應訴材料。自
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六個月，即視為送
達。你們提出答辯狀及舉證的期限均為公告
期滿後的三十日內。本案定於 2013 年 5 月 14
日08時30分在本院221法庭公開開庭審理，
逾期將依法缺席判決。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一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吳鴻輝：

本院受理（2012）穗越法民三初字第 2581
號原告黃長利訴被告黃榮欽、吳鴻輝、廣州市
財貿建設開發總公司房屋買賣合同糾紛一案，
因你（加拿大國國籍，身份證號碼：5769305）
目前下落不明（無法送達），依照《中華人民
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五條第一款第
（七）項、第二百四十六條的規定，向你公告
送達起訴狀副本及開庭傳票等應訴材料。自本
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六個月，即視為送達。
你提出答辯狀及舉證的期限均為公告期滿後的
三十日內。本案定於2013年5月7日08時45分
在本院 225 法庭公開開庭審理，逾期將依法缺
席判決。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一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股票簡稱：佛山照明（A股）、粵照明B（B股） 公告編號：2012-053
股票代碼：000541（A股）、200541（B股）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高管辭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本公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沒有
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

公司董事會於今日收到了公司副總經理鄒建平先生委託公司辦公室主
任鄭元海轉交的辭去公司副總經理職務及公司下屬分、子公司擔任的所有
職務的申請，鄒建平先生因身體原因申請辭去所擔任的公司副總經理職務
及公司下屬分、子公司擔任的所有職務。根據《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有關的規定，鄒建平先生的辭職申請自送達公司董事會時生效。鄒建平
先生辭去公司副總經理職務及公司下屬分、子公司擔任的所有職務後不再
擔任公司及下屬分、子公司的任何職務。

公司董事會對鄒建平先生在任副總經理及下屬分、子公司任職期間為
公司發展作出的貢獻表示衷心感謝。

特此公告。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二○一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證券簡稱：ST雷伊B 公告編號：2012-032
證券代碼：200168

廣東雷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籌劃重大事項繼續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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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廣東雷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目
前經營活動一切正常，因公司仍在籌劃討論重大事項，根據
《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的有關規定，公司股票（證
券簡稱：ST雷伊B，證券代碼：200168）將繼續停牌，至公司
發布相關事項公告後復牌。

公司將及時披露上述事項的進展情況。敬請廣大投資者注
意投資風險。

特此公告。

廣東雷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二○一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證券簡稱：市北高新、市北B股 公告編碼：臨2012-035
證券代碼：600604、900902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公司股票交易異常波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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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確和完整承擔個別或連帶責任。

一、股票交易異常波動的具體情況
公司A股票價格於2012年9月20日、21日、24日連續三個交易日收盤

價格跌幅偏離值累計達到20%，屬於異常波動。
二、公司關注並核實的相關情況
公司向控股股東及公司管理層徵詢，控股股東及公司均確認：在未來

的三個月之內，不存在其他應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於對
本公司股權轉讓、非公開發行、債務重組、業務重組、資產剝離或資產注
入等影響公司股價波動的重大事項。

三、是否存在應披露而未披露重大信息的聲明
公司董事會確認，截止目前，公司沒有任何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規則》等有關規定應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項或與該事項有關的籌
劃、商談、意向、協議等；董事會也未獲悉公司有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規則》等有關規定應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對公司股票交易價格產
生較大影響的信息。

四、風險提示
本公司董事會鄭重提醒廣大投資者：《上海證券報》、香港《大公

報》及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http://www.sse.com.cn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
報紙和網站。公司發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報刊和網站刊登的公告為準，
敬請廣大投資者理性投資，注意投資風險。

特此公告。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二○一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熔盛重工為巴西淡水河谷建造的超大型礦砂船
「VALE HEBEI」輪已順利試航，同時為阿曼航運

公司建造的 「VALE SOHAR」船亦將於近日完成
試航，加上此前試航的一艘7.6萬噸巴拿馬級散貨船
，一周之內，中國熔盛重工3艘共近百萬載噸船舶試
航。

在這三艘船舶試航過程中，率先順利完成試航的
「VALE SOHAR」輪各試航項目，均得到船東代

表和船級社驗船師的高度認可，有望於下月初前後交
付。

今年上半年全球造船行業整體低迷，根據中國船
舶工業協會1至7月份數據顯示，全國規模以上船舶
工業企業完成出口交貨值人民幣 1634 億元，同比下
降10.2%。其中，船舶製造業1498億元，同比下降達
10.8%。

上半年交付船舶增44%
在此局面下，熔盛重工交船情況較好，截至今年

6月30日，交付船舶按年升44.7%。陳強表示，這主
要是由於公司船東多數為巴西淡水河谷、阿曼航運公
司等亞歐美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 「藍籌客戶」，也是
關係密切的 「老客戶」，其信譽可靠，抗風險能力強
，熔盛亦採取了相應措施，包括加強質量管理、精細
化建造等，以確保船舶更快、更順利交付。

對於未來公司發展方向，副總裁陳文軍透露，近
2年公司手持訂單還算充足，排至2015年。但海洋工
程是公司未來的方向，正在儲備相關研發人才，並計
劃在新加坡成立一家新公司，拓展海洋工程的訂單、
研發和項目管理。

消息人士透露，位於新加坡的公司年底前會正式
開業，公司高管多為新加坡招來的資深海工業專家，
但他拒絕透露具體詳情。

內地新船訂單降五成
截至 7 月，內地造船行業的新增訂單同比下降

50%，手持訂單下降30%。陳文軍接受內媒採訪時預
測，後期需求仍不是很興旺，明年造船企業的日子會
很難過。

航運市場持續低迷，接船難、造船難的連鎖反應
已經蔓延造船廠，陳文軍說，今年以來，航企日子並
不好過，自然減少新造船訂單，或盡量推遲原有訂單
的交付。

他續說，目前散貨船訂單已經明顯過剩，油輪訂
單也將趨於飽和，集裝箱船訂單也要競爭有限增長的
市場份額。陳文軍透露，儘管淡水河谷向船廠訂造的
12 艘超大型散貨船正在陸續交付，但經過雙方的協
商，部分交付時間已經有所調整。

截至目前，熔盛重工已經順利交付4艘超大型礦
砂船，隨着生產經驗逐漸豐富和生產效率進一步提升
，熔盛超大型礦砂運輸船的生產等相關工作進程進一
步優化和加快，剩餘 VLOC 的生產和交付計劃也進
展順利。除了已經試航的 2 艘 VLOC，另有 5 艘
VLOC已經出塢。

意大利菲坎蒂尼船舶公司主席安東尼尼日前在
2012 中國（大連）首屆世界海洋大會上表示，世
界船舶製造市場供需有望在2020年前重歸平衡。

新華社報道，安東尼尼指出，當下全球的船舶
市場呈現出產能過剩的狀態，這主要源於過去3、
4年強勁的需求已不復再，並且過剩產能目前無法
得到有效使用。

他認為，為了重獲船舶供給和需求的平衡，最
為關鍵的是全球經濟復蘇，其次是壓縮前些年的過
剩產能，中國應當在這一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

「中國在各個行業都經歷了蓬勃的發展，中國
造船業在過去5年尤甚。中國現在是世界上數一數
二的造船大國，所以中國在促使造船業重獲平衡的
過程中使命重大。」他說。

挪威船東協會總經理里克森表示，挪威是世界
最大的海洋大國之一，中國也是挪威在船舶領域的
長期合作夥伴。中國作為世紀經濟的引擎之一，對
海運市場乃至國際貿易物流市場舉足輕重。

【本報記者張帆二十四日電】空巴今天宣布與中石化展開
跨行業合作，瞄準以植物及 「地溝油」提煉替代石油的環保型
航空燃料（即航空生物燃料），共同推動航空生物燃料在中國
的生產和應用。

空巴作為歐美航空生物燃料標準審定的主要參與者，將為
該標準在中國的制定和實施提供應用經驗和專業技術支持。而
中石化也已在配合相關政府部門對該公司採用自主技術、自主
生產的1號生物航煤產品進行適航審定。中石化下屬的杭州石
化，是亞洲目前唯一可批量生產航空生物燃料的基地，將為該
產品的審定和標準制定提供支持。

空巴中國公司總裁博龍表示， 「航空生物燃料的使用是實
現航空業二氧化碳減排目標的關鍵部分。」目前，空巴已在澳
洲、拉丁美洲、歐洲和中東建立了航空替代燃料產業鏈。

中國石化高級副總裁戴厚良指出，生物航空燃料是航空業
及能源行業的重要發展領域，民用航空的可持續發展和航空燃
料的需求量增長都為生物航煤的發展提供了契機。通過多年的
自主研發，中國石化在利用生物質或餐飲廢油製作生物燃料上
擁有了自主技術，並成功利用多種生物質原料生產出了符合國
際標準的生物航煤產品。」他透露，生物航空燃料正在配合民
航局開展適航審定工作，整個研發需時1至2年。

▲ 熔盛 VLOC
生產和交付進
展順利，陳強
表示下半年力
爭再交付 3至
4艘

楊楠攝

造船業有望8年內供需平衡

中石化夥空巴拓生物燃料

【本報記者宋少鐸福州二十四日電】總投資為135.2億元人民
幣、總里程251公里的福建省19條普通幹線公路項目近日同時開
工建設，並在長樂舉行開工儀式。這是繼4月份集中開工之後，
普通幹線公路項目又一次大規模開工建設。

據福建省政府早前批覆的《福建省
普 通 國 省 幹 線 公 路 網 布 局 規 劃 》
（2012-2030年），普通幹線公路布局為
「八縱十一橫十五聯」，原則上普通國

省道按二級及以上標準規劃建設， 「鎮
鎮有幹線」項目原則上按三級及以上標
準建設。19 個項目中， 「八縱十一橫十
五聯」項目 8 個， 「鎮鎮有幹線」項目
11個。

今年初以來，閩省加快了普通幹線
提升改造的步伐。1至8月，普通幹線建
設累計完成投資 71.5 億元，累計開工項
目 69 個 867 公里，累計在建 1489 公里，
建成 19 個項目 330 公里，提前貫通省道
204線、309線。

【本報記者方俊明廣州二十四日電】廣州港南沙港區三期
正式啟動疏浚吹填及軟基處理工程，耗資9億元人民幣，標誌
着南沙港三期工程進入全面建設階段。該工程將擴建 4 個 10
萬噸級和2個7萬噸級集裝箱泊位等，為廣州港鞏固世界級億
噸大港的地位注入新活力。

廣州港南沙港區三期工程位於廣州南沙龍穴島墾區內，南
沙港區二期工程下游。工程擬建設4個10萬噸級和2個7萬噸
級集裝箱泊位（水工結構均按靠泊15萬噸集裝箱船設計），
24個2000噸級集裝箱駁船泊位。

作為南沙港區三期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港區疏浚吹填及
軟基處理工程分Ⅰ標、Ⅱ標兩個標段，疏浚吹填量約5000萬
立方米，軟基處理面積約190萬平方米，採用在南沙港區技術
較為成熟且廣泛應用、造價相對較低的真空預壓工藝進行處理
，工程合同額超9億元人民幣。該工程建成後，對緩解廣州港
集裝箱通過能力不足，適應船舶大型化、完善駁船轉運功能具
有重要推動作用。

廣州港集團負責人表示，南沙港三期項目碼頭岸線長
2218米，建設經營的碼頭性質為公共碼頭，預計明年10月建
成後，將向國內外所有班輪公司和客戶提供服務，將極大地促
進廣州港集裝箱運輸業務發展，進一步鞏固發展廣州港作為世
界級億噸大港的地位。

目前南沙港區的業務量已佔到整個廣州港的約6成。南沙
港一、二期集裝箱碼頭已具備10萬噸級集裝箱船舶雙向通行
能力，航道水深 15.5 米，迄今已吸引包括馬士基在內的世界
排名前10的班輪公司中9家進駐，開通國內外航線45條，其
中外貿航線達33條，可通達歐洲、美洲、澳洲、東南亞、中
東等地區以及國內東部沿海港口城市。

國泰航空（00293）行政總裁史樂山昨日於記者
會表示，蘋果公司最近推出 iPhone5 對公司的貨運
業務有正面推動作用。對於近日貨運量有上升趨勢
的情況，他表示有留意到，惟現時升幅不是太大。
他又指臨近聖誕貨運旺季，期望今年10至11月份的
貨運數字會有所上升。

他表示，集團利潤率受全球經濟影響而降低，
但載客率仍維持在 80%水準。即將到來的國慶假期
，部分的區域性航班經已滿座，未來兩三個月，特
別是廣交會開幕前後，亦是客運高峰。

史樂山指出，目前燃油成本佔總成本 40%，公

司為節省成本，將會用燃油效率較高的 777-38ER
客機取代 9 架 747 波音客機，並且加大了燃油對沖
比重，已對沖了今年下半年至 2015 年的部分油價
成本，然作長期對沖會增加風險，但認為現時做
法合理。他又透露，巴黎基地關閉，當地機師將
回港受訓。

國泰宣布，在12個月內發行20億美元中期票據
，史樂山對此回應，籌集資金會用作擴充機隊及提
升機艙服務設施，公司過往亦有發行這類票據，並
不是新的集資方法。

升級地區線商務艙
國泰宣布將推出全新地區性商務客艙，首架配

備新設備的波音 777s 客機將會於明年 1 月投入服務
，計劃在2014年第四季之前，機隊內所有地區性客
機全面安裝新型客機設備。史樂山指出： 「我們升
級機艙配備是為了加入這個有競爭力的市場，給顧
客提供一個選擇國泰的理由。」他又稱，過去一段
時間頭等艙及商務艙的表現令人擔憂，但上周連續

第二星期出現明顯增長，公司暫時未有計劃因為配
備升級而加價。

此外，據《道瓊斯》引述國泰航空內部文件，
史樂山於上周五的每周業務報告中指，受惠頭等艙
及商務艙乘客收入強勁增長，以及其美國長途航線
乘客需求持續復蘇的提振，截至9月21日的一星期
，國泰乘客收益率創年內最高水平。

區域客運表現不振
他指出，集團業務前景仍喜憂參半，因區域航

線的乘客運載量連續第二周不振，其中菲律賓航線
的運營尤其艱難，不僅運載率下降，乘客收入也銳
減至年內谷底。他補充道，儘管北京和上海這兩個
主要航線的乘客運載量相對較好，但運載率和乘客
收益率仍不如去年同期。

對於中日之間釣魚島事件影響大量中日航班受
影響，史樂山回應稱，事件的確對集團運營有輕微
影響，已收到個別團體取消日本機票，但數量不多
，公司將密切關注日本航班的運力調配情況。

國泰航空（00293）與港機工
程（00044）發表聯合關連交易公
告，於香港成立合營企業港機工
程航材技術管理有限公司（ 「港
機航材技術管理」），雙方擬分
別出資 9000 萬元及 2.1 億元，分
別佔合營 30%及 70%股權，為國
泰、港龍等多家航空公司提供航
材技術管理服務。國泰航空股價
昨 報 12.92 元 ， 跌 0.08 元 或
0.615%。港機工程股價升0.4元或

0.389%，收報103.3元。
根據合資協議，港機工程將

出售部分飛機部件予合營，以建
立步存存貨儲備。出售飛機部件
及轉讓航材技術管理服務合約的
總作價約為港幣 2.73 億元，即該
等飛機部件及航材技術管理服務
合約的帳面值，港機工程將不會
因出售及轉讓而錄得盈利或虧損
。所得款項將用作投放到合營企
業之資本承擔，並作為港機工程

的一般營運資金。
港機工程行政總裁鄧

健榮表示： 「縱觀環球趨
勢，航空公司會將更多資
本密集、非核心的工程項
目外判給服務供應商，如

部件管理等。這次合營將促進與
國泰航空協同創造規模經濟效益
，有助管理供應商關係，並在增
長迅速的亞太區爭取潛在客戶。
」他指出，港機航材技術管理的
部件庫存將以香港為基地，利用
本港航空網絡及空運貨物處理基
建設施，期望同時能為香港國際
機場增加貨運量、為本港飛機工
程專業人士提供更多就業機會，
進一步提升香港的世界航空樞紐
地位。

國泰航空工務董事簡柏基對
這次與港機工程的合作表示興奮
，稱 「港機航材技術管理集合各
夥伴的實力，必然會成為世界級
的服務供應商。」

國泰港機合營航材管理

南沙港9億擴建明年竣工

閩19條幹線公路齊開工

▲廣州南沙區展出南沙港區一、二、三期設計效果圖
本報攝

▲▲

鄧健榮（右鄧健榮（右
）及簡柏基簽）及簡柏基簽
約成立港機工約成立港機工
程航材技術管程航材技術管
理公司理公司

▲史樂山介紹國泰新推的地區線商務艙 本報攝

南航（01055）宣布，與河南航投訂立合資合同，成立合
資公司，註冊資本 60 億元人民幣。南航將以實物或現金出資
36億元人民幣，擁有合資公司60%權益。

合資公司的經營範圍包括但不限於經批准的國內、國際和
地區的航空客、貨、郵和行李運輸業務及旅客服務、飛機清潔
服務、行李貨物裝卸等延伸服務；航空維修和服務；航空設備
製造和維修；候機樓服務和經營；航空公司間的代理服務等。

南航斥36億設合資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