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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古井貢酒股份有限公司業績預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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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期業績預計情況
1．業績預告類型：同比增長
2．業績預告情況表

說明：本報告期內的基本每股收益按照總股本50,360萬股計算；上年同期
基本每股收益按照非公開發行1,680萬股後加權平均總股本23,687萬股計算。

二、業績預告預審計情況
業績預告未經會計師審計。
三、業績變動原因說明
與去年同期相比，本期淨利潤增長的主要原因為營業收入和產品銷量增加

所致。
四、其他相關說明
有關公司2012年第三季度經營業績的具體情況，公司將在2012年第三季

度報告中予以詳細披露。敬請廣大投資者謹慎決策，注意投資風險。
特此公告

安徽古井貢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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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淨利潤

基本每股收益

本報告期
2012年1月1日—
2012年9月30日

約52,575萬元—56,080萬元

約1.04元—1.11元

上年同期
2011年1月1日—
2011年9月30日

35,049.95萬元

1.48元

增減變動

增長約50%—60%

減少約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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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International Marine Containers (Group) Co., Ltd.
Earnings Preannouncement

China International Marine Containers (Group) Co., Lt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Company”) and all members of its Board of Directors hereby
ensure that this announcement is factual, accurate and complete without any
false information, misleading statement or material omission. And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is for reference only.
Ⅰ. Particulars about the business performance forecast
1. Forecast period: 1 Jan. 2012 to 30 Sept. 2012
2. Type of the business performance forecast:  significant decrease at the
same direction

Ⅱ. Pre-audit of the performance forecast
The performance forecast has NOT been pre-audited by registered
accountants.
Ⅲ. Reasons for movements in the business performance
During the reporting period, affected by weak domestic and foreign
economies, as well as a generally weak market demand, the container business
of the Company was slack in the first quarter, weaker than normal years. The
second and third quarters saw a comparatively busy season, but the total
earnings and profitability did not outshine the same period of last year.
Meanwhile, the vehicle business obviously slowed down. With a
higher-than-normal profit of the same period of last year, the business results
of the reporting period decreased considerably on a year-on-year basis.
Ⅳ. Other relevant information
The data above is a result of the preliminary calculation of the Company's
financial department and the concrete figures will be disclosed in details in the
Third Quarterly Report for 2012. The Company designates
newspapers-China Securities Journal, Shanghai Securities News, Securities
Times and Hong Kong Ta Kung Pao—and the website (www.cninfo.com.cn)
for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nvestors are kindly reminded to pay attention to
investment risk.

Board of Directors
China International Marine Containers (Group) Co., Ltd.

15 October 2012

Items

Net profit

Basic earnings
per share

Reporting period
(1 Jan. 2012-30 Sept. 2012)

RMB1,328.564 million-RMB
1,992.846 million

RMB 0.499—0.7485

Same period of last
year(1 Jan. 2011-30

Sept. 2011)

RMB 3,321.41 million

RMB 1.2475

Increase/decrease %)

Down 40%—60%

Down 40%—60%

嶺大年底提交超收報告
陳智思承諾委員會公正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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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舊學制重疊而產生的大學雙班年令各校同時
要收取兩批學生，嶺大屬下自負盈虧的社區學院和
持續進修學院，更由去年收生一千九百人暴增至今
年的五千三百名新生，結果承受力爆煲。逾千學生
被迫分流到校外教育中心，卻因裝修延誤和設施而
慘變人球。

校方進帳二億八千萬
受影響學生繼早前向校長陳玉樹投訴後，昨天

趁嶺大在沙田舉辦步行籌款時示威，並向陳智思和
陳玉樹遞交諷刺超收令校方進帳二億八千萬元的巨
型支票。 「關嶺行動」發言人周雪瑩代表受影響學
生上台發言，批評社區學院和持續進修學院超收令
大批學生無法在嶺南屯門本部接受大專生活，而被
安排的校外教學中心，荃灣中心上有桌球室下有網
吧，更毗鄰街市，叫賣聲不絕於耳；尖沙咀中心的
樓上則是夜總會。

周雪瑩透露，荃灣教學中心只得六台電腦，卻
要供二百學生使用，有教室只得三十個座位卻要容
納四十人，結果不少學生被迫站上課。她說，一
批同學都熱愛嶺南，期待接受嶺大的博雅教育，但
希望校方所作所為要符公理，同時照顧同學感受。

應邀主持嶺大步行籌款的吳克儉表示，深深感
受對學生所發表的意見，也注意到相關報道。他承
認雙班年有七萬中六文憑試考生和四萬中七高考生
謀出路，對各大院校都帶來重大挑戰，他說，教育
局、教資會都關注嶺大事件，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
局、聯校素質檢討委員會及質素保證局都會 「特別
對（嶺大）質素方面加強管理和關注，我希望盡快
看到（嶺大三人調查委員會）報告。」

盼重拾學生家長信任
嶺大校長陳玉樹繼早前公開致歉和成立三人調

查小組後，昨天再表歉意，重申當務之急是改進兩
個教學中心的教學設施和補回被削的課程，重拾學
生和家長對兩所屬校信任。他說，校方委任的三人
調查委員會將約晤包括兩院院長馮培榮在內相關人
等，公正地找出超收問題癥結所在，最快今年底或
明年初提交報告。

對於學生不滿三人調查委員會並無學生代表，
校董會主席陳智思表示，三個委員都不是社區學院
教職員，而是嶺大教授以及校董會成員， 「調查委
員會最重要是保住學校聲譽，我相信他們絕對不會
自己人幫自己人。學校會向教育局提交報告。如果
調查報告不符期望，我相信校董會會提升層次。

另外，陳玉樹補充，尖沙咀教學中心可望十月
底裝修完畢並啟用，該中心每天上課到六點鐘止，
避開了毗鄰的娛樂場所，又稱說社區學院和持續進
修學院都會聘足教師，相信副學位學生畢業時間不
會延遲。

超過八百名嶺南大學師生、校友、教職員以及嶺南教育機構家長師生，
昨天在沙田參加嶺大第三屆 「嶺步同行籌款日2012」，預期籌得約一百三

十萬元，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料可獲政府等額配對。昨天主持開步的還有嶺大校董會主席陳智思、司庫王忠秣、
嶺大校董馬清鏗及陳玉樹。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本報訊】東華學院宣布，與澳洲莫納什大學的莫
納什免疫學及幹細胞實驗室，結成科研及教育合作夥伴
。保信幹細胞有限公司將提供幹細胞實驗室供東華作教
學及科研用途，三方又計劃利用幹細胞為本地長者治療
骨關節炎一事展開研究。

東華學院公布一項幹細胞研究成果，由莫納什免疫
學及幹細胞實驗室及保信幹細胞有限公司共同開展，希
望找出蘊藏於人類胎盤中、可醫治多種疾病之造血幹細
胞（HSC）。研究於本港廣華醫院及瑪嘉烈醫院找了
十四名志願母親，利用素消化其產後之胎盤，並抽取
當中之造血幹細胞。

結果發現，胎盤之造血幹細胞總數為臍帶血數目
之二十七倍，並且於胎盤中找到臍帶血中難以提取，
能醫治中風、糖尿病等慢性疾病之間葉幹細胞（MSC
）。

東華學院醫療科學學系系主任高文宇表示，除胎盤
冷藏技術外，三方未來有意就有關利用幹細胞為本地長
者治療骨關節炎一事展開研究。初步需要六百名長者，
成本約為六百萬，如獲醫管局研究及道德委員會通過，
校方將向政府申請撥款資助。

【本報訊】記者呂少群報道：雖然今
年中學零殺校，但來年中一生勁減五千四
百，教協揚言有八十間中學面臨結束，近
三百教師或飯碗不保。不過，學界消息預
期最多三十間中學受影響，質疑有人製造
恐慌。

龍年效應令出生率回升以至教育局推動
二百間中學自願減班，令本學年全港無一間
官津中學要縮班或關閉。不過，教育專業人
員協會昨天舉行記者會公布壞消息，該會立
法會教育界議員葉建源稱，明年中一生減幅
將是史無前例的五千四百人，足令中學縮減
一百五十九班中一，相當於八十間中學，涉
及二百七十個教師。按教育局數字，三年後
學生再減三萬五千人，受影響中學增至一百
六十二間，受影響教師則升至一千七百多人
。（見附表）

明年中一生少五千四百人
葉建源稱，學生勁減的問題受到政務司

司長林鄭月娥等政府高層關注，但他自七月
起接觸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迄未見到局方拿出
對策。出席同一場合的立法會議員黃碧雲表
示，小學十年縮班潮令一百多間小學結束，
希望政府不要坐視中學縮班潮蔓延。

教協提出三個建議，一是仿效小學推行
小班教學，將中學每班學生由現時三十四人
減至三十人，同時容許每間中學收足兩班學
生（四十幾人）就開班，而不是三班，第三
是增加中學常額教師。為向教育局施壓，教
協將在本周日舉行集會，葉建源更將於立法
會質詢吳克儉。

不過，發起 「中學反殺校大聯盟」的
教聯會主席黃均瑜表示，未聞受影響中學
八十間之多，可能教協未計及逾千名新移
民學生。

教育局回應，要吸取小學小班教學經
驗， 「不能純粹為滿足社會以小班來解決
學生人口下跌的訴求，而承諾在中學推行
小班。」

嶺南大學兩間屬校超收事件驚動政
府和教資會，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要求校
方提交詳盡報告。行政會議成員兼嶺大
校董會主席陳智思承諾，調查委員會絕
對不會「自己人幫自己人」，必要時將提
升調查委員會層次。大病初愈的嶺大校
長陳玉樹表明，當務之急是重拾學生和
家長信任，預期今年底可提交調查報告。

本報記者 呂少群

【本報訊】嶺大校長陳玉樹證實過去半年抱恙，經
過暑假治療已康復，他將遵照醫囑及早就寢，少吃煎炸
食物和紅肉。在新學年，他將繼續約晤學生，除了共晉
早餐，還增加午餐以至下午茶時段。

去年與嶺大校董會續約五年的陳玉樹，去年告假，
長達半年。他昨天出席嶺大步行籌款後與傳媒傾談，表
示暑假在港治病，已經康復，但以私隱為由婉拒透露病

情。
明顯消瘦的陳玉樹，昨天看來精神爽利。他說，患

病期間仍有視事，透過電話電郵關注校務。如今康復，
應付工作無問題。但他會遵照醫生指示，盡量多做運動
，同時減少熬夜工作的習慣，爭取晚上十一二點就寢。
問及同嶺大學生共進早餐的約會，他說會增加午餐以至
下午茶等形式。

【本報訊】記者朱晉科報道：愛護香港力量昨日怒斥反
國教組織要求政府完全撤科，並不斷向學校施壓，猶如 「文
革式批鬥」，是剝奪年輕人學習國情的權利，企圖宣揚 「去
中國化」的危險思想。愛護香港力量本周日將發起大遊行，
力撐學校推行國民教育。

特區政府早前宣布擱置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
但不撤科，由學校自決是否開展有關課程，但民間反對國民
教育科大聯盟對不撤科感到失望，又揚言會 「打持久戰」，
計劃本周三在政府總部舉行集會，並繼續監察學校有無使用
所謂 「染紅」教材。

愛護香港力量、沉默之聲及愛港之聲等網民組織，昨日
狠批反國教組織要求全面撤科，不達目的誓不罷休，完全是
非理性、野蠻霸道的抗爭手段。愛護香港力量發言人陳小姐
表示，香港已回歸祖國十五年，香港是中國一部分，雙方關
係日益密切，港人理應利用香港的自由環境，全方位正確認

識國家的國情、歷史及發展背景，但反國教組織卻要剝奪有
意接受國民教育的學生的學習權利。

家長代表劉寧川八九年由內地移民到香港，現有三名子
女，最小的兒子剛讀小一，但學校沒有提供國民教育，他擔
心兒子將來對國情認識不清。他亦怒斥反國教人士 「是假民
主」，用 「民主霸權」來剝奪下一代了解祖國的權利，手段
「比文革還要文革」，同時荼毒不少無知青年。

劉寧川透露在英國讀書的大女也 「黑衫」，只是因為
覺得 「黃之鋒好威」就參加反國教活動， 「我會包容女兒的
想法，但希望她可以想深一層，看清這些活動背後的目的。
」他認為香港目前有人想推行意識形態 「去中國化」，經常
抓住某個議題，然後發起群眾運動，例如表面上是反對水貨
客的光復上水運動，卻有人揮動代表殖民地的獅龍旗，目的
無非是想 「去中國化」。

愛護香港力量將於本周日下午兩點半舉行支持國教大遊
行，隊伍將由維園出發遊行至政府總部，愛護香港力量成員
冼澤正估計大約有五百人參加，他希望支持國民教育的沉默
的香港人能參與遊行，支持學校推行國民教育。

愛港力量周日遊行撐國教

陳玉樹抱恙半年已康復

嶺步同行籌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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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細胞治療骨關節炎

未來四年中一生減少的效應
學年

2013

2014

2015

2016

資料來源：教育局、教協

學生減（人）

5400

13700

24100

35100

學校減（間）

80

122

153

162

教師減（人）

270

685

1205

1755

【本報訊】實習記者張嘯報道：「有的人走得越久，人們越懷念她」，這句話用於形容世
界植物學權威胡秀英堪稱恰如其分。昨日下午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的追思會上，辛世文教授
，李甯漢醫師等胡秀英的同道、好友與學生，紛紛追憶「百草婆婆」的成就和宅心仁厚。同日

，中大獲捐贈八百萬元予 「胡秀英植物標本館」。
胡秀英的愛業、淳樸等美德廣被讚頌。辛世文憶起

胡的工作態度： 「九十歲時的胡博士仍然巴不得每天早
點起床，從事她的植物研究。大家看到她的時候，總是在有植物的地方沉迷工
作。」生命科學學院署理院長關海山感嘆： 「在求學歲月中，胡教授常常帶學
生在中大山中走動看花草樹木，更取植物煲粥而食，其愛業精神激勵更多學生
參與教育與學術研究，在求學與處事中建立良好品德。」

胡秀英的淳樸亦為人稱道： 「胡博士心存仁愛，待人誠懇，不損人利己。
與她交往，都能真心相處，不存機心，不必設防，是心曠神怡之事」。辛世文
說， 「拜訪她的標本室，如處身一片清新淨土。」胡教授生前助手王茵動情道
來： 「胡教授晚年時吃藥的時候，往往會一顆一顆大聲數出來，然後一口服下
去，再微笑望你，讓你誇獎她，可愛的就像個孩子一樣。」

百草婆婆蜚聲海外，作曲家約翰威廉斯（John Williams）更作《獨白》一
曲獻給她，由長笛手凱特勞森（Kate Lawson）在追思會上演奏。這位可敬的
植物學家，二零一零年名列 「感動香港十大人物」榜。

斯人已去，胡秀英的事業仍在她的後輩中發揚光大。她生前設立的植物標
本館已成中大重要資產，在國際植物標本館索引中註冊，館藏三萬八千份植物
標本多為其本人收集整理。

昨日舉行的捐贈儀式上，伍潔宜慈善基金會捐贈八百萬元給中大，用於該
植物館與相關學科的發展。中大校長沈祖堯等教授致辭感謝，隨後與基金會代
表劉啟文一眾舉行了鳴謝牌匾揭幕儀式。出席者包括中大生命科學學院院長朱
嘉濠與胡秀英教授家屬代表胡晉生等。

特寫

胡秀英植物標本館揭幕

▲胡秀英

▲學生拉隊示威，向陳智思（右二）和陳玉樹（右一）遞交諷刺超收令校方進帳二億八千萬元的巨型支票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愛護香港力量將於本周日下午兩點半舉行支持國教大遊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