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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本公司股改進展的風險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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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提示：本公司在一個月內不能確定披露股改方案，請投資者注意投
資風險。目前，本公司提出股改動議的非流通股股東持股數尚未達到《上市
公司股權分置改革管理辦法》規定的三分之二的界限。

一、目前公司非流通股股東股改動議情況
目前書面同意股改的非流通股股東持股總數尚未達到《上市公司股權分

置改革管理辦法》規定的三分之二的界限。
本公司未能進行股改的原因是控股股東尚未提出股改動議，且具體影響

是涉及本公司的歷史遺留問題暨天海化纖廠土地過戶問題尚未得到解決。
二、公司股改保薦機構情況
目前本公司控股股東尚未與保薦機構簽定股改保薦合同。
三、保密及董事責任
本公司全體董事確認並已明確告知相關當事人，按照《上市公司股權分

置改革管理辦法》第七條等的規定履行保密義務。
本公司全體董事保證將按照《股票上市規則》第7.3、7.4條等的規定及

時披露股改相關事項。本公司全體董事確認已知《刑法》、《證券法》、
《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管理辦法》等對未按照規定披露信息、內幕交易等
的罰則。

以上特此公告，並提醒投資者注意。

天津市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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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經濟特區房地產（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屆董事會第七次會議決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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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第七次會議於2012年9月28日上午在深房廣場48樓A會議
室召開。會議應到董事9人，實到8人，其中獨立董事3人。董事陳茂政因工作原因
未能出席本次會議，書面委託董事周建國代為表決。會議的召開符合有關法律、法
規和《公司章程》的規定。

會議由周建國董事長主持，逐項審議了各項議案，本次會議表決通過如下事項
：

1、公司《關於投資參股汕頭市中小企業融資擔保有限責任公司的議案》
同意公司以現金方式投資參股汕頭市中小企業融資擔保有限責任公司，投資金

額人民幣1,200萬元，佔股份比例10%；公司控股股東深圳市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全資
所屬深圳市中小企業信用融資擔保集團有限公司以現金方式出資1,200萬元，佔股份
比例10%。投資各方協議正式簽署後，我司將按要求履行相關的信息披露義務。

表決結果：同意7票；反對0票；棄權0票，因該議案涉及投資為與關聯方共同
投資，已構成關聯交易，關聯董事文利、姜麗花迴避表決。

2、公司《關於聘任公司副總經理的議案》
同意聘任魏捍平女士為公司副總經理。
表決結果：同意9票；反對0票；棄權0票。
特此公告。

深圳經濟特區房地產（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12年9月28日

附：魏捍平簡歷：女，1966年8月生，碩士研究生，高級工程師，註冊房地產
估價師，註冊造價工程師。曾任機械部深圳設計研究院技術經濟室工程師；深圳市
城市建設開發（集團）公司計劃經營部高級工程師、造價工程師、房地產估價師，
銷售租賃部副經理；深圳市城市建設開發（集團）公司所屬深圳市恆佳實業有限公
司總經理；深圳市城市建設開發（集團）公司租賃經營部經理；現任本公司成本控
制部經理。魏捍平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過中國證監會及其他有關部門的處罰和證
券交易所懲戒。與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東、實際控制人之間不存在關聯
關係，符合《公司法》等相關法律、法規和規定要求的任職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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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沙隆達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資產重組進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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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曾於 2012 年 5 月 2 日召開第六屆董事會第十二
次會議，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公司發行股份購買資產的重
大資產重組相關事項。2012年5月10日，公司披露了《湖
北沙隆達股份有限公司發行股份購買資產暨關聯交易預
案》及相關公告。

此後，公司立即組織興業證券、中瑞岳華會計師事務
所、北京天健興業資產評估公司、君澤君律師事務所等中
介機構開展方案編制，相關擬注入資產的審計、評估等工
作，目前相關工作尚在進行中，公司正抓緊與淮安市地方
政府和國家有關部門就重組中涉及的資產、安全生產、環
保和稅收等問題進行溝通，上述問題的解決尚存在一定的
不確定性，可能影響到整體方案的最終確定。

本公司籌劃的重大資產重組事項，尚存在一定的不確
定性，敬請廣大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公司發布的信息以
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體《證券時報》、《中國證券報》、
《大公報》和巨潮網（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公告為
準。

特此公告

湖北沙隆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二○一二年十月七日

二〇一二年十月八日 星期一A19國際經濟責任編輯：譚澤滔

歐洲穩定基金今啟動
同日舉行財長會議商希西危機

籌備多時的歐元區救市基金今日正式啟動，面
對着解決希臘債務問題陷於僵局，以及西班牙遲遲
未提出求救，歐元區財長今天將會雲集商討解決方
法。歐元區救市基金名為歐洲穩定基金（ESM），
其救市規模高達5000億歐元。

本報記者 李耀華

德國總理默克爾將赴雅典與希臘總理薩
馬拉斯會面，預料雙方將會談及有關希臘削
赤方案。希臘報章 Kathimerini報道，薩馬拉
斯將會要求把削赤的目標日期延後兩年。

希臘報章昨日報道，當默克爾在 10 月 9
日到訪希臘時，薩馬拉斯將會要求把緊縮方
案達標的日期延後兩年。但該份報章並未有
透露消息來源。

不 過 ， 默 克 爾 的 經 濟 顧 問 Peter
Bofinger 接受訪問時卻表示，以希臘目前的
經濟情形來看，削減財政赤字並不可以幫助
希臘解決債務危機，但是，希臘脫離歐元區

的機會亦已減少，而希臘在取得歐盟的援助
金後，應該全力幫助青少年就業。

歐洲中央銀行委員會委員Joerg Asmussen
在接受訪問時亦表示，歐央行不會再向希臘
提供進一步支援，以協助該國解決債務問題
。他表示，歐央行不會透過延長希臘債務的
到期日，或是減息以幫助希臘。他表示，這
兩種方法均屬於一種債務寬減的形式，即是
向希臘直接提供財政援助，在歐央行的監管
規則下，並不容許這個做法。

薩馬拉斯上周五表示，歐央行若願意透
過上述的形式幫助希臘，作用將會很大。

歐元區救市基金的正式啟動典禮，以及委員會會議的成立將
於周一同時舉行，在10天後，歐元區27個成員國將會在比利時
布魯塞爾舉行高峰會議。

市場料無突破進展
市場目前不期望屆時可以就任何大的議題取得突破進展；同

時，相信希臘不論在今次盧森堡會議或是10月18日至19日的會
議上，在救援方面不會得到網開一面，因為其對削赤方案所持看
法，與歐盟、歐洲中央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債權人的不同。

所謂 「三頭馬車」歐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歐央
行的官員，與雅典就應否加推更多緊縮方案僵持不下。希臘堅持
已盡了全力，現時實在需要更多時間才可以達到 「三頭馬車」的
要求。

希臘總理薩馬拉斯周五曾表示，希臘不能再承受更多緊縮措
施，假如最新一筆金額達315億歐元的救助金不盡快批出，該國
國庫在11月便會空空如也。

一名歐元區高級官員表示，10 月份的高峰會議對於解決希
臘的問題未免太早，難以取得實質性的成果，原因是 IMF 的嚴
格要求，以及歐元區其他態度較為強硬的國家，包括德國、荷蘭
和芬蘭等的堅持，以及希臘反對黨的領導人亦不願讓步。

德國、荷蘭和芬蘭在上周似乎對6月份高峰會議所達成的協
議存在疑慮。在該次的會議上，與會者同意當單一銀行監管機構
成立後，即預期在今年底，ESM 可以直接向銀行進行再融資。
但上述3個國家在上周卻表示，曾經申請過援助的銀行，在其業
務回復正常以前，ESM並不可以再救助他們。

焦點集中西國提援
這對於愛爾蘭等希望增加援助的國家來說，這將會是一個很

大的打擊，該國政府因為嘗試讓銀行繼續生存而耗盡國庫。對於
西班牙來說，亦有不良影響，因為該國政府已為國內部分銀行進
行了再融資，而該國的銀行已得到歐盟承諾撥出1000億歐元的
援助。

一名歐洲官員表示，德國、荷蘭和芬蘭的態度對於西班牙和
愛爾蘭來說，都有不良的後果。該官員承認各國在再融資這方面
有着不同的意見，也相信各國將會遵守6月份高峰會議上大家所
達成的協議。

在歐元區和歐元區財長會議上，市場的焦點將會集中在西班
牙上，以觀望該國是否正式提出援助，令ESM的救市機制得以
啟動，讓歐央行可以買入政府債券來救市。

希臘傳要求延削赤達標期

澳洲財長斯旺（Wayne Swan）（見左圖）表
示，較低的利率將幫助澳洲在世界經濟惡化的環境
中平安度過。

「雖然全球需求變弱無可避免會影響到我們的
經濟和政府稅收，但重要的是，我們應該記住澳洲
的基礎還是很牢固。」斯旺昨天在每周經濟簡報上
表示， 「我們有穩定的通貨膨脹，堅實的增長，低
失業，健康的消費，一個提供更大出口量的巨大投
資管道和現在更低的利率。」

澳洲儲備銀行於 10 月 2 日調低了現金隔夜利
率，結束了3個月減息暫停期。根據彭博社的調查

，澳央行可能於下月再次降低基準利率。由於天然
資源主導經濟增長的時期將於明年結束，比預期早
，所以行長史蒂文斯試圖振興零售、製造業和旅遊
業等行業的需求。

「我們經濟的某些部分因全球狀況不利承受着
壓力，例如過高的價格和消費者行為改變，但令人
振奮的是，這些低得多的利率來臨伴隨着失業率下
降和經濟健康增長。」斯旺寫道， 「上周之所以能
削減現金利率是因為通脹穩定。」

澳央行上周把利率下調了 0.25 厘至 3.25 厘，
而在去年 11 月至今年 6 月間，央行更曾把基準利
率下調了125個基點。

彭博新調查的21位經濟學家中有12位估計，
澳洲儲備銀行將在 11 月 6 日再次減息 0.25 厘，利
率將調低至3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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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減息利經濟恢復

參與競選下任英國央行行長的人員名單將
於今公布，財政大臣奧斯本（George Osborne
）將代表英國央行查看整份申請人名單。英國
《星期日泰晤士報》報道，澳洲中央銀行行長
史蒂文斯（Glenn Stevens）（上圖）有份參與
角逐。

英國財政大臣將於今公布接任英國央行行
長金默文（Mervyn King）職位的申請人名單
，獲委任者將在未來8年掌控英國央行管理貨
幣政策和銀行監管。

英國央行副行長塔克（Paul Tucker），
金融服務管理局主席特納（Adair Turner），
銀行業獨立委員會主席維克斯（John Vickers
） 和 前 英 國 公 務 員 主 管 奧 多 尼 爾 （Gus
O'Donnell），均被視為最有可能在 6 月接任
工作了10年的金默文的熱門人選。

「想做出決定實在太困難」，大和資本市
場歐洲研究部主管、前財政部官員格蘭特說
（Grant Lewis）： 「每個候選人都是合格的
。在這個圈子裡，世界太小了。面試小組與候

選人互相了解。這給面試增加了困難。」
據《星期日泰晤士報》報道，消息人士聲稱，澳洲儲備

銀行行長史蒂文斯也有份參與下任英國央行行長的競逐。但
該行發言人拒絕對報道評論。史蒂文斯在2006年9月18日
接任澳洲央行行長，任期7年。

據報道，就取代現任行長金默文，英國財政部官員早前
曾接觸過史蒂文斯。自 2006 年 9 月起至今，史蒂文斯一直
任澳洲儲備銀行行長一職。

候選人被要求發送一份簡歷，一封求職信和一份披露前
政治活動和潛在利益衝突的調查問卷。小組官員將起草一份
簡短的名單並通知不合格人選，之後跟合格候選人面試。

不論是誰當選新行長，英國央行都會在固有的設定貨幣
政策的角色之外，在金融監管方面被賦予新的權力。反對工
黨經濟學發言人鮑爾斯（Ed Balls）表示，下任行長的任務
「幾乎是不可能的」， 「只有超人才能完成」。

英央行行長的最終人選將於2012年底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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