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證券簡稱：ST雷伊B 證券代碼：200168 公告編號：2012-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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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年十月十五日

證券簡稱：陽晨B股 證券代碼：900935 編號：臨2012-020

上海陽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第三季度業績預增公告

特別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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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預計的業績情況
1、業績預告期間：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9月30日
2、業績預告情況：經初步測算，預計公司2012年1－9月份實現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將同比增長50%以上，具體財務數據將
在公司2012年第三季度報告中予以詳細披露。

3、業績預告未經註冊會計師審計。
二、上年同期業績
1、2011 年 1-9 月份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9,528,946.49

元。
2、2011年1-9月份每股收益：0.039元。
三、業績變動原因說明
1、公司於 2012 年 3 月收到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未結算污水

處理費及城鎮土地使用稅共計993.29萬元；
2、公司所屬龍華污水處理廠、閔行污水處理廠、長橋污水處理廠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友聯竹園第一污水處理投資發展有限公司、以
及成都市溫江區新陽晨污水處理有限公司污水處理費單價調整。

四、其他相關說明
本公告所載2012年第三季度的財務數據僅為初步核算數據，公司

將在2012年第三季度報告中詳細披露財務報告，敬請廣大投資者注意
風險。

特此公告。
上海陽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二○一二年十月十五日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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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會會議召開情況
1.董事會會議通知的時間和方式
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於 2012 年

10 月 11 日以專人送達和 E-mail 的方式發出
第七屆董事會2012年度第六次臨時會議的書
面會議通知。

2.董事會會議的時間、地點和方式
會議於 2012 年 10 月 15 日召開，採取通

訊方式進行並做出決議。
3.董事會會議董事出席情況
會議應參加董事九人，共有九人參與通

訊表決。
4.會議的召開符合有關法律、行政法規

、部門規章、規範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規定。

二、董事會會議審議情況
以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的表決

結果，審議通過《關於聘任公司總經理的議
案》，同意聘任趙強先生擔任公司總經理，
任期自2012年10月至2014年5月。

根據《關於在上市公司建立獨立董事制
度的指導意見》、《上市公司治理準則》和
公司《章程》及《獨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有
關規定，公司獨立董事就該事項發表獨立意
見如下：

1.總經理的任職資格合法。
經審閱趙強先生的個人履歷（詳見附件

），未發現其有《公司法》第147條規定的
情況，以及被中國證監會確定為市場禁入者
，並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現象。

2.總經理的提名方式、聘任程序合法。

總經理的提名及聘任程序等均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有關規定。

3.經本人了解，趙強先生的教育背景、
工作經歷和身體狀況能夠勝任所聘崗位的職
責要求，有利於公司的發展。

特此公告。

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二○一二年十月十六日

附件：趙強先生個人簡歷
趙強先生，1962年4月出生，1984年獲

吉林農業大學土化系學士學位。2001 年 10
月加入公司，歷任本公司港務本部副總經理
、赤灣海運（香港）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及本
公司助理總經理。現任本公司港務本部總經
理，深圳市赤灣碼頭有限公司董事長，深圳
赤灣港運糧食碼頭有限公司、東莞深赤灣港
務有限公司和中海港務（萊州）有限公司副
董事長，東莞深赤灣碼頭有限公司、赤灣港
航（香港）有限公司和赤灣海運（香港）有
限公司董事，2011年2月至今擔任本公司副
總經理。加入本公司之前，曾任職於中華人
民共和國商業部農業生產資料局、中國農業
生產資料集團公司及香港佳農國際有限公司
。

趙強先生與本公司控股股東、實際控制
人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東之間
不存在關聯關係；截至 2012 年 9 月 24 日持
有公司股份15,103股；未受過中國證監會及
其他有關部門的處罰和深圳證券交易所懲戒
；符合《公司法》等相關法律法規要求的任
職條件。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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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於
2012 年 10 月 15 日接到董事常務副總經理張
寧先生提交的辭呈，張寧先生因工作變動辭
去公司常務副總經理職務。根據有關規定，
張寧先生的辭職報告自送達公司董事會之日

起生效。辭職生效後張寧先生繼續擔任公司
董事職務。董事會對張寧先生擔任常務副
總經理期間為公司發展做出的貢獻表示感
謝。

特此公告。

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二○一二年十月十六日

股票簡稱：深赤灣A/深赤灣B 股票代碼：000022/200022 公告編號2012-037

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聘任公司總經理的董事會決議公告

股票簡稱：深赤灣A/深赤灣B 股票代碼：000022/200022 公告編號2012-038

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公司常務副總經理辭職的公告

74%受訪者憂樓巿泡沫爆破

智能手機及平板電腦配件熱銷

富士高：部件供不應求
在港舉行的電子展昨日是最後一天，參

展廠商都在為爭取買家作最後衝刺。分析認
為今年電子展有兩大趨勢值得注意，一是智
能手機和平板電腦的周邊產品層出不窮，二
是企業開始看重新興國家的消費市場。

本報記者 劉靜遠

■神華商品煤產量2430萬噸

簡訊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六日 星期二B3經濟責任編輯：孫紹豪

復星醫藥於本港上市計劃一波三折，
市場消息指公司會於明天起招股，H股招
股價區間為每股11.08元至13.68元，以每
手500股計算，入場費為6909元。集資額
最多 6 億美元（約 46.8 億港元），集資額
為本港最近 3 個月最高。消息又指，以招
股價下限計算，今明兩年的市盈率分別為
14.5倍和12.1倍。

復星醫藥本計劃今年 3 月來港上市，
但因港股表現波動而一再延期，早前有消

息指上周四該公司開始路演，但再因需要
更多時間與投資者會面而改期。據悉，美
國保德信保險及世界銀行集團旗下國際金
融公司（IFC）將分別認購 5000 萬美元及
2500萬美元股份，合共約5.9億港元。

本港今年至今新股發行規模大減超過
八成，單以過去的第三季，本地新公司上
市集資金額有 168 億元，比去年同期的
1881億元，大幅減少90.11%。今年到目前
為止集資額最高的是伊泰煤炭（03948）

，以43元招股價籌得70.09億元。本
次復星醫藥集資約 46.8 億元，集資
額創近3個月新高。

6月起至今掛牌的新股表現參半
，以中國優通（08232）及普甜食品
（01699）表現最好，分別累升150%
及 141%，而表現最差的是馬仕達國
際（08146），累跌46%。

復星醫藥是復星國際（00656）
旗下子公司，主要從產醫藥製品。
今次上市安排行是瑞銀、中金、德
銀 及 摩 根 大 通 。 昨 日 KFM 金 德
（03816）首掛，收報 0.69 元，較上
市價 0.68 元高 1.5%。成交股數約
2297萬股，涉資約1692萬元。

復星醫藥入場費6909元

有 「俄羅斯亞馬遜」之稱的零售網站OZON.ru，
近年積極拓展電子商貿市場。OZON.ru 業務部主管
Vladimir Samarov 日前於香港的 「消費電子產品之網
絡營銷及市場機遇」研討會中表示，2012年俄羅斯家
庭電器銷量佔整體電子用品市場 29%，電子產品銷量
則佔71%，預計到2014年，電子產品的市場佔有率將
減少至69%，家庭電器增加至31%。

Vladimir Samarov 表示，最有增長潛力的家電以
吸塵機、小型煮食爐和食物處理器為主；電子產品方
面，手機、家庭音響裝置、電腦及周邊設備較有商機

。俄羅斯幅員遼闊，網銷物流成本相對較高，但當地
網民數目不斷上升，帶動網絡銷售快速增長。

他續稱，有調查指出，俄羅斯網民數目將由2009
年的 5330 萬，上升至 2014 年的 9320 萬，成為歐洲網
民數目最多的國家，網民增長率為全球第二高，僅次
於印度，中國則排第三位。現時，俄羅斯網上電子用
品銷售額佔整體的 10%至 15%，相信仍有很大的增長
空間。目前，俄羅斯網絡市場總額達153.8億美元，當
中電子用品佔 23%、服裝 17%、書本 15%、美容產品
13%、兒童用品及玩具9%、音樂及電影8%。

俄零售網站OZON.ru：
吸塵機為最有增長潛力家電

智能手機的應用愈來愈普及，大新銀行（02356）
昨日宣布，推出全新 「證券 Easy Trade」流動交易平
台，為首間本地銀行採用 「本機應用程式」（Native
App）。客戶只需輕觸手機熒幕，幾個步驟即可進行股
票交易及多項功能。大新銀行執行董事兼零售銀行處
主管王美珍（左）與大新銀行證券服務主管曾玉芳介
紹大新 「證券Easy Trade」流動交易平台的特點。

大新推「證券Easy Trade」App

摩根投資者信心指數
（註：100點代表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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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神華（01088）公布，今年 9 月份商品煤產量
為2430萬噸，按年增加7%，煤炭銷售量3670萬噸，按
年增加 12.6%，而首 9 個月商品煤產量按年升 10%至
2.309億噸，煤炭銷量按年升15.1%至3.299億噸。公告
指出，今年 9 月份神華總發電量及總售電量，分別為
154.8 億千瓦時及 144.3 億千瓦時，按年下跌 5.3%及
5.4%。以首 9 個月計算，總發電量及總售電量分別為
1556.3億千瓦時及1448億千瓦時，按年升10.2%及9.9%。

中煤能源（01898）亦公布，9 月份商品煤產量按
年升 17.4%至 930 萬噸，而煤炭銷售量按年升 7.5%至
1336萬噸。今年首9個月，集團累計的商品煤產量按年
升 6.7%至 8243 萬噸，而煤炭銷售量按年升 4.7%至
1.0614億噸。

■中煤煤產量930萬噸升17%

東亞銀行推出本年度企業稅務貸款計劃，企業客戶
於11月16日或之前成功申請，即可以年息低至港元最
優惠利率減1厘兼豁免手續費借貸，而該行目前提供之
港元最優惠利率為年息5.25%。該計劃最高貸款額為申
請人應繳稅款的兩倍，還款期由 6 至 24 個月不等，手
續費為貸款額之0.5%或港幣1000元，以較高者為準。

■東亞推企業稅務貸款計劃

儘管內地經濟數據優於預期，但對港股
幫助有限，恒指全日在約百點區間徘徊，全
日微升 11 點。內銀股未能承接上周強勢，
昨日整體表現平平；行業股份輪流炒，油氣
田設備服務昨日終於被炒起，安東油田
（03337）急升11%，創歷史新高。

國指繼續跑贏大市
內地9月份出口額增長強勁，讓市場大

跌眼鏡，通脹情況又符合預期，但數據對港
股支持有限。恒指高開1點後，全日在升跌
升跌間上落，收市時勉強保持升勢，微漲11
點，收報21148點。國企指數繼續跑贏大市
，升30點，報10375點。主板成交較上日減少
119.1億元，至439.8億元。

上周跑贏大市的內銀股，昨日升勢不繼
，建行（00939）微升 0.5%，收 5.79 元；工
行（01398）則回吐 0.4%，收 4.94 元。上周
強勢的鐵路基建股走勢仍然堅挺，中交建
（01800） 升 4% ， 收 6.98 元 ； 台 泥 國 際
（01136）升4%，收2.07元。

資金流入油氣田設備服務股，多隻股份
升逾半成。安東油田股價升11%，收2.11元
；華油能源（01251）升 9.8%，收 1.89 元；
被摩通唱淡的龍頭股中海油服（02883）股
價仍有得升，微漲 0.7%，收 14.38 元。摩通
指出，中海油服收入增長途徑減少，加上國
際油田操作費疲軟及使用率已見頂，故把評
級由 「增持」降至 「中性」。

另外，東亞銀行（00023）發表報告，
指出截至上周五，A 股市盈率約 11.5 倍，H
股市盈率則為8.57倍，兩者均處於歷史低點
。根據《彭博》預測，A、H 股今後三年平
均盈利增長 15.09%、6.28%，投資價值或已
慢慢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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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電聲產品設計及製造商富士高（00927），早
年的主要產品是諾基亞和X-box遊戲機的耳筒，近兩
年開始專攻高端耳筒市場，上財年帶咪耳機及音響耳
機收入佔比升至 63.7%。集團主席楊志雄昨日表示，
今年新產品的毛利率可達到20%以上，預計全年毛利
率可保持20%至30%的水平。

上財年公司毛利率為 57.6%。公司執行董事楊少
聰也表示，當年在諾基亞仍然處於市場巔峰時放棄這
個 「大客」，而轉攻新冒起的高端耳筒客戶，現在看
來是正確的選擇，新產品所需生產線較少，但利潤率
遠高於以往利薄的諾基亞代工產品。他指出，集團現
時主力發展藍牙音響產品和智能手機及平板電腦配件
，供不應求。楊志雄透露，目前美國地區佔總銷額
38%，歐洲佔30%，東南亞佔20%，未來各地區的銷售
佔比會保持平穩。

耳筒市場兩極化趨勢明顯
從事科技股投資的翺騰投資管理執行董事王華表

示，現時耳筒市場的兩極化趨勢明顯，雖然高端耳筒
的零售價達至二三千元一對，但其需求的升浪仍然未
完，而由於大多數歐美高端品牌都將產品轉去內地代
工，富士高在藍牙耳機製造商中的市佔率較高，相信
可以受惠於高端耳筒越來越多技術且貴價的潮流，使
產品單價和毛利率提升。他認為，電子產品行業中產
品更新很快，其中創新較多，又專注於智能手機及平
板電腦零部件的公司前景較佳，如舜宇光學（02382）
和瑞聲科技（02018）。

參展商之一的萬威科技（00167），主要從事設計
、開發、製造及銷售推廣應用液晶體顯示及微型處理
晶片技術的電子消費品，集團全球市場產品管理部主
管蕭淑珍昨日表示，歐美經濟疲弱未有影響產品銷情
，料截至 9 月底半年，產品出貨量符合預期，新產品
毛利率可達逾30%。她也指出，去年公司亞洲方面的
銷售已經增加，會繼續尋求多做亞洲市場的營銷。

從事各類電子產品研發、製造及銷售的信佳國際
（00912）主席吳自豪昨日則表示，公司在電子展推出
結合智能手機應用程式的單車計產品，相信今年新產
品訂單量與去年差不多，其中歐洲地區恢復得較慢，
美國和日本的訂單數則均有單位數增長。他續指，集

團開發的互動教育產品，在中東地區銷情不錯，若完
成語言轉換，很快會推向內地市場，集團正考慮增加
旗下各類產品在新興市場的銷售佔比。

建福：整體訂單數保持平穩
主要從事電子美髮產品的建福（00464）主席林偉

明也表示，公司整體訂單數保持平穩，去年內地市場
的銷售額佔比已經達約29%，今年也會保持平穩，歐
洲市場未見明顯復蘇，較看好內地、泰國、俄羅斯等
市場的增長。他坦言集團有成本壓力，不過對將廠房
搬去越南柬埔寨等東南亞地區表示疑慮，認為當地周
邊供應鏈還無法與生產配套。

有分析認為，周末時公布的內地出口數據好於預
期，按年增幅9.9%創單月歷史新高，除去年基數較低
的原因以外，相信企業已逐漸減少對歐美市場的依賴
，而科技產品股受經濟周期影響較少，在出口相關行
業中前景較為看好。

摩根資產管理發表 「摩根投資者信心指數」季度
調查結果顯示，由今年6月的103點升至9月的109點
。該行指，投資者信心有所改善主要由於對本地經濟
環境抱樂觀態度，而面對環球經濟狀況時，儘管不明
朗因素持續，但整體信心亦有所增強。

調查指港投資者信心改善
調查顯示，所有分類指數相比上季均有較大升幅

。其中 「全球經濟環境」指數為97點，升幅是分類指
數中上升之首（上升 8 點）。而 「恒生指數」分類指
數由上季度的114點上升至123點； 「香港投資市場氣
氛」和 「香港經濟環境」分類指數均上升 4 點，分別
為 109 點和 108 點。投資者的樂觀情緒在 「增加投資
金額意欲」分類指數由6月的105點上升至9月的111
點。

摩根資產管理大中華基金經理葉義信表示，投資
者信心在過去12個月反覆波動，反映本地和環球市場
的持續不明朗因素。最新調查結果顯示投資者對本地
經濟的信心增強；是次有 48%投資者預期恒生指數於
未來6個月會升至20000點以上。同時，三分之一受訪
者預期收入水平會在未來6個月有所增加。

對於本港的樓市，投資者對物價和樓
價攀升至高位存在憂慮，有 74%受訪者認
為本港樓市泡沫爆破是現時的最大投資風
險；而有 64%的受訪者則擔心本港股市泡
沫爆破。另外，64%受訪者視物價上升為
另一個風險，同時有一半受訪者認為物價

上升，主要因為租金上漲所帶動。
葉義信認為，現時港府推出的調控措施暫未對本

港地產造成負面影響。被問及本港會否出現樓市泡沫
時，他承認，目前有一些較保守的投資者，眼見樓價
上升亦爭相入市。不過，另一方面，他留意到本港以
借貸買樓的情況不算嚴重，按揭借貸比率亦較97年低
，樓市的基礎較當年更為穩定。再者，樓市的情況十

分着重外圍經濟及按揭息率走勢，認為短期來看樓揭
息率大幅上升機會不大；因此，他相信樓市泡沫爆破
機會不大。

對於內地樓市，他認為，其發展則很大程度視乎
政府調控政策。不過，他認為，內地會維持經濟增長
，中期來看會維持樓價穩定，不會有劇烈改革措施出
台。

◀左起：摩根資產管理大中華基金經理葉義信及摩
根投資理財中心總監繆露明

▲左起：富士高執行
董事楊少聰，主席兼
行政總裁楊志雄

◀信佳國際主席吳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