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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關於召開
201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

網絡投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體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保證公告內容真實、準確和完整，並對公告中的

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承擔責任。
公司於2012年11月6日在《證券時報》、《大公報》以及巨潮資訊網上刊登了《武漢鍋爐

股份有限公司關於召開201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的通知》，本次股東大會採用現場投票和網
絡投票相結合的方式召開。現將有關事項再次提示如下：
一、召開會議基本情況

1、召集人：公司董事會
2、會議召開的合法、合規性：公司第五屆董事會第十三次會議審議通過關於召開2012年

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的相關議案。本次股東大會會議召開符合有關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
、規範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規定。

3、現場會議召開地點：武漢市東湖新技術開發區流芳園路1號
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會議室

4、會議召開方式：本次股東大會採用現場會議與網絡投票相結合的方式。公司將通過深
圳證券交易所交易系統和互聯網投票系統向股東提供網絡投票平台，股東可以在網絡投票時間
內通過上述系統行使表決權。

公司股東應選擇現場投票、網絡投票中的一種方式，如果同一表決權出現重複投票表決的
，以第一次投票表決結果為準。

5、會議召開時間：
現場會議召開時間為：2012年11月23日（星期五）上午9:30
（註：2012年11月21日上午11:00安排與參會股東就本次債轉股進行會前溝通，詳細介紹

方案）
採用交易系統投票的時間：2012年11月23日9:30-11:30；13:00-15:00
採用互聯網投票的時間：2012年11月22日15:00-2012年11月23日15:00
6、出席會議對象：
（1）截至2012年11月19日下午收市時在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記

在冊的本公司全體股東。上述本公司全體股東均有權出席股東大會，並可以以書面形式委託代
理人出席會議和參加表決，該股東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東。

（2）公司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
（3）公司聘請的見證律師及其他中介機構等相關人員。

二、會議審議事項
1、審議《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債轉股方案》；
2、審議《為順利實施本次債轉股，董事會同意並提請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及董事會授權

的管理人員根據經股東大會批准的〈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債轉股方案〉及相關法律法規規定
，全權實施本次債轉股，包括相關文件的簽署和履行等》；

3、審議公司第五屆董事會第十一次會議通過的《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4、審議公司第五屆董事會第十三次會議通過的《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5、審議《關於增補監事候選人的議案》。
上述議案1、2、4的內容請見同日披露的《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五屆第十三次董事會會

議公告》（公告編號：2012-032）及同日披露於巨潮資訊網（www.cninfo.com.cn）的《武漢鍋
爐股份有限公司債轉股方案》和《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議案 3 的內容詳見
2012年8月30日披露於巨潮資訊網（www.cninfo.com.cn）的《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
案》；議案5的內容詳見2012年8月30日披露的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屆監事會第九次會
議決議公告。公告編號2012-027。
三、出席現場會議的登記方法

1、登記時間：2012年11月19日-2012年11月22日的8:30-11:30，14:00-17:00
2、登記方式：
（1）自然人股東持本人身份證、股東賬戶卡、持股憑證等辦理登記手續；
（2）法人股東憑營業執照複印件（加蓋公章）、單位持股憑證、法人授權委託書和出席

人身份證原件等辦理登記手續；
（3）委託代理人憑本人身份證原件、授權委託書、委託人證券賬戶卡及持股憑證等辦理

登記手續；
（4）異地股東可憑以上有關證件採取電話或傳真方式登記（須在2012 年11月22日下午

17:00前傳真至公司）；
（5）會上若有股東發言，請於2012年11月22日下午17：00前，將發言提綱提交公司證

券部。
3、登記地點及聯繫方式：
武漢市東湖新技術開發區流芳園路1號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證券部
聯繫電話：027-81993700；
傳 真：027-81993701
郵政編碼：430205
聯 繫 人：徐幼蘭
4、注意事項：出席現場會議的股東及股東代理人請攜帶相關證件的原件參會，參會股東

的食宿和交通費用自理。
四、參與網絡投票的股東的身份認證與投票程序

本次股東大會向股東提供網絡形式的投票平台，股東可以通過深交所交易系統或互聯網系
統（http://wltp.cninfo.com.cn）參加網絡投票。

1、採用交易系統投票的程序

（1）通過交易系統進行網絡投票的時間為 2012 年 11 月 23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證券交易所買入股票業務操作。投票當日，交易系統將掛牌本
公司投票證券：投票證券代碼 「360770」，投票簡稱 「武鍋投票」。

（2）輸入買入指令，買入
（3）輸入證券代碼360770
（4）輸入委託價格，選擇擬投票的議案。委託價格與議案序號的對照關係如下表：

註：股東申報一筆買入委託可對一項議案進行投票，多個議案按任意次序多筆委託；如欲
快速對全部議案統一投票，可選擇申報買入總議案。

（5）輸入 「委託股數」表決意見，委託股數與表決意見的對照關係如下表：

（6）確認投票委託完成。
（7）計票規則
股東通過網絡投票系統重複投票的，以第一次的有效投票為準。即如果股東先對一項或多

項議案投票表決，再對總議案投票表決，則以先投票的一項或多項議案的表決意見為準，其他
未表決的議案以總議案的表決意見為準；如果股東先對總議案進行投票表決，再對一項或多項
議案進行表決，則以總議案的表決為準。對同一表決事項的投票只能申報一次，不能撤單；不
符合上述規定的申報無效，深交所交易系統作自動撤單處理。同一表決權既通過交易系統又通
過互聯網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為準。

2、採用互聯網投票的身份認證和投票程序

（1）股東獲取身份認證的具體流程
股東可以採用服務密碼或數字證書的方式進行身份認證。
A、申請服務密碼登陸網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 「密碼服務」專區；填寫 「姓名」

、 「身份證號」、 「證券帳戶」等資料，設置6-8位的服務密碼；如成功申請，系統會返回一
個4位數字的激活校驗碼。股東通過深交所交易系統比照買入股票的方式，憑藉 「激活校驗碼
」激活服務密碼即可使用；如激活指令是上午11:30之後發出的，則次日方可使用。

服務密碼激活後長期有效，參加其他公司網絡投票時不必重新激活。
密碼激活後如遺失可通過交易系統掛失，掛失後可重新申請，掛失方法與激活方法類似。

B、申請數字證書可向深圳證券信息公司或其委託的代理發證機構申請。具體操作參見深
交所互聯網投票系統（http://wltp.cninfo.com.cn） 「證書服務」欄目。

（2）股東根據獲取的服務密碼或數字證書登陸網址：
http://wltp.cninfo.com.cn的互聯網投票系統進行投票①登陸網址 http://wltp.cninfo.com.cn，在 「上市公司網上股東大會列表」選擇 「*ST 武鍋

B 201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投票；②進入後點擊 「投票登錄」，選擇 「用戶名密碼登錄」，輸入您的 「證券帳戶號」和 「服
務密碼」；已申領數字證書的股東可選擇CA證書登陸；③進入後點擊 「投票表決」，根據網頁提示進行相應操作；④確認並發送投票結果。
五、備查文件

1、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屆董事會第十三次會議決議。
2、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債轉股方案。
3、獨立董事關於公司債轉股方案之獨立意見。
特此公告。

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二○一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附件：授權委託書
授權委託書

兹委託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一
次臨時股東大會並代為行使表決權。
委託人股票帳號： ； 持股數： 股
委託人身份證號碼（法人股東營業執照號碼）：
被委託人（簽名）： ； 被委託人身份證號碼：
委託人對下述議案表決如下（請在相應的表決意見項下劃 「」）

委託人姓名或名稱（簽章）： 委託人持股數：
委託人：身份證號碼（營業執照號碼）： 委託人股東賬戶：
被委託人簽名： 被委託人身份證號碼：
委託書有效期限： 委託日期： 年 月 日

註：授權委託書剪報、複印或按以上格式自製均有效；單位委託須加蓋單位公章。

議案序號

總議案

議案1

議案2

議案3

議案4

議案5

議案名稱

總議案代表以下所有議案

《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債轉股方案》

《為順利實施本次債轉股，董事會同意並提請股東大會授權董
事會及董事會授權的管理人員根據經股東大會批准的〈武漢鍋
爐股份有限公司債轉股方案〉及相關法律法規規定，全權實施
本次債轉股，包括相關文件的簽署和履行等》

公司第五屆董事會第十一次會議通過的《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修正案》

公司第五屆董事會第十三次會議通過的《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修正案》

《關於增補監事候選人的議案》

委託價格

100

1.00

2.00

3.00

4.00

5.00

表決意見類型

同意

反對

棄權

委託數量

1股

2股

3股

買入證券

369999

買入價格

1.00元

買入股數

4位數字的 「激活校驗碼」

買入證券

369999

買入價格

2.00元

買入股數

大於1的整數

議案

序號

1

2

3

4

5

議案內容

《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債轉股方案》

《為順利實施本次債轉股，董事會同意並
提請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及董事會授權的
管理人員根據經股東大會批准的〈武漢鍋
爐股份有限公司債轉股方案〉及相關法律
法規規定，全權實施本次債轉股，包括相
關文件的簽署和履行等》

公司第五屆董事會第十一次會議通過的
《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公司第五屆董事會第十三次會議通過的
《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關於增補監事候選人的議案》

表決意見

同意 反對 棄權

電話、網上交易、自助
終端等證券交易工具

使用券商證券
交易終端

買入投票證券
（特定證券代碼）

價格：議案序號
股數：表決意見▶ 結

束▶ ▶

或 登錄互聯網
投票系統 ▶

申請數字證書

申請服務密碼

一次性辦理身份認證
手續，長期有效

wltp.cninfo.com.cn

認證身份 投票▶▶

離岸人幣活躍度增七倍
渣打：匯價呈雙向波動 明年料升值2%

渣打（02888）昨日宣布，推出渣打人民幣環球指數，為市場首個追蹤人民幣發展的指
標。指數由2010年12月至今年9月期間勁升7倍，反映離岸人民幣於過去差不多兩年時間
內快速發展。渣打並公布季度性人民幣調查，發現眾多人民幣產品之中，最多企業使用人民
幣外匯產品，其次為貿易及存款，而企業未來6個月使用離岸人民幣的意欲強勁。

本報記者 邵淑芬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星期四B2經濟責任編輯：譚澤滔

金銀業貿易場計劃明年首季推
出現貨銀買賣，每手買賣單位 10 公
斤，港元計價，現貨交割最少 30 公
斤，未來盡快推出人民幣計價服務。

金銀業貿易場理事長張德熙預
期，該平台推出首半年交易量逐步
上升，每日交易量約 200 萬至 300 萬
盎司，希望未來可追上黃金成交量

。他並稱，黃金每日成交單數為
6000 至 8000 單，成交金額為 600 億
至800億港元。

他表示，目前白銀價格在每盎
司31至32美元低位，預計明年第一
季可升至 40 美元。他認為現今黃金
與白銀之間的升幅差價在進一步擴
大，白銀的估值較吸引。

現貨銀買賣下季推出

中國貨幣網公布數據顯示，昨早人
民 幣 對 美 元 匯 率 開 盤 再 觸 漲 停 價 位
6.2252，並以該價位收盤，創自 1994 年
匯改以來新高，已經連續 12 個交易日觸
及漲停上限。今年至今，人民幣兌美元
已累計升值1.1%。

昨早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較上月再
走高 10 個基點，報 6.2881 元，並繼續以
觸及漲停位的 6.2252 元收盤，較上日收
盤價走高 13 個基點，表明人民幣買盤強
勁的狀況並未改變。某外資銀行駐上海
的交易員表示，目前由於投資者全都押
注人民幣升值，美元兌人民幣匯率在一
個相當狹窄的區間內波動；央行允許人
民幣進一步升值後，市場可能會恢復平
衡。交易員們稱，預計美元／人民幣將
在人民幣6.2000元獲得支撐。

分析人士認為，由於年底前企業結
匯需求季節性上升，預計人民幣買盤仍
會明顯強於賣盤，從而使人民幣走強行
情會持續一段時間。但從中長期來看，
人民幣匯率已接近均衡水平，繼續升值
空間有限。而全球主要經濟體持續寬鬆
貨幣政策導致國際熱錢流動，而逐步企
穩的中國經濟正好成為了熱錢追逐的目
標。儘管中國大陸地區資本帳戶尚未完
全開放，尚未出現熱錢湧入的局面；但
前期金管局連續干預匯市，維持港幣穩
定，表明熱錢確實在敲中國經濟的門，
能否敲開另當別論，但足以引以為誡。

人
幣
匯
價
再
創
新
高

外電報道，渣打（02888）於過去三日（12至14日
）邀請了20名主要股東飛赴北京，介紹渣打包括在內
地的發展，以穩固投資者信心。報道指，渣打希望可
說服投資者該行將可達到其訂下的目標，即盈利雙位
數增長，以及商業銀行盈利翻一番，於4年內達100億
美元。

渣打雖然今年以來盈利表現增長較同業佳，但股
價卻跑輸同業。英國《金融時報》報道，渣打期望有
關路演可助股價表現。渣打倫敦股價於今年以來累升
少於 4%，與同業花旗集團及滙控（00005）股價累升
20%至30%相比，明顯遜色。

不過，投資者擔心該行商業銀行貸款迅速增長，
令出現壞帳可能性增加。此外，渣打仍面對不少隱憂
，包括與監管機構就伊朗違規交易的商討，預期面對
另一筆和解罰金。此外，市場亦憂慮渣打主要發展的
新興市場，但其經濟增長開始放緩。

渣打邀20股東赴京路演

內地2010年全面開放人民幣貿易結算後，離岸人
民幣業務快速增長。調查顯示，多達 60%的企業受訪
者表示，正使用或於未來 6 個月將使用人民幣外匯產
品，人民幣貿易及存款產品則分別為 54%及 50%。調
查又發現，近60%企業表示，將於未來6個月增加使用
人民幣外匯及貿易產品，人民幣存款亦有逾 40%，反
映企業於未來6個月使用離岸人民幣的意欲強勁。

RQFII產品或納入統計
渣打是次推出的人民幣環球指數，將計算四項人

民幣離岸主要業務增長，包括計算存款（財富儲存）

、點心債券和存款證（融資工具）、貿易結算和其他
國際付款（國際商貿）以及外匯（交易渠道），但不
包括人民幣 ETF（交易所買賣基金）等 RQFII（人民
幣合資格境外投資者）產品。

渣打亞洲區高級經濟師劉健恒解釋，RQFII 等產
品仍以試點形式進行，非每個投資者均可獲得有關投
資額度，故未有納入指數之中，但隨着RQFII產品的
發展，不排除未來會納入統計之中。

指數現時覆蓋 3 個主要人民幣離岸市場，包括香
港、倫敦和新加坡。渣打宏觀經濟研究部環球主管
Marios Maratheftis 表示，台灣及紐約的人民幣業務發

展加快，將於明年上半年將指數的覆蓋範圍擴大至台
灣及紐約。現時指數顯示，香港在離岸人民幣市場中
佔主導地位，佔有率達八成，新加坡及倫敦則各佔一
成。隨着台灣及紐約的加入，渣打香港行政總裁洪丕
正坦言，會攤薄香港的佔比，但強調人民幣整體規模
將會加大，又指人民幣國際化需一個以上的離岸中心。

被問及內地最近增加2000億元人民幣的RQFII額
度，他表示，RQFII 額度將由現時 700 億元人民幣，
大增至2700億元人民幣，相當於本港人民幣存款三分
一，上調幅度非常顯著。他續稱，雖然詳細內容仍有
待公布，但預期投資規模及渠道將因此而增加，將會
吸引投資者將資金兌換為人民幣。

至於人民幣匯價最近屢創新，劉健恒表示，是由
於內地經濟見底，且有復蘇跡象。但他認為，這不代
表人民幣由現時到年底會單邊升值。他指出，歐債問
題尚未解決，加上美國財政懸崖等不明朗因素，相信
到年底人民幣仍呈雙向波動，到明年才會見重拾升勢
，預期明年人民幣將升值2%。

▶左起：渣打亞洲區高級經濟師劉健恒、渣打香港行政總裁洪丕正、渣
打銀行現金管理及貿易融資部集團總裁Karen Fawcett、渣打東北亞區企業
銀行聯席主管兼環球市場主管及渣打宏觀經濟研究部環球主管Marios
Maratheftis 本報攝

由辜氏家族牽頭收購壹傳媒
（00282）台灣業務的交易或有變數
。收購壹傳媒的財團組合出資比例會
有調整，原本以辜氏家族做大股東或
改由台塑王文淵取代。壹傳媒發言人
Mark Simon透過電郵回覆傳媒詢問
時稱，公司早前訂下可能出售台灣印
刷及電視業務的意向書仍在進行。他
表示，不會就台灣監管機構的政策作
出評論。受出售台灣業務或受阻消息
拖累，壹傳媒昨天股價大幅下瀉13%
後停牌，表示涉及影響股價消息。

台灣金管會日前表示，有鑒於島
上的產業與金融分離原則法律規限，
辜仲諒投資壹傳媒，持股量必須低於
20%，完全不能涉入壹傳媒的經營，
也不能擔任買家代表與壹傳媒大股東

黎智英簽約，而且要落實產金分離政
策。根據原本的協商，中國信託慈善
基金會董事長辜仲諒持股36%是最大
股東，市場揣測第二大股東台塑集團
或成為主導。台塑昨天表示，內部已
就投資比例達成共識，按原定計劃本
周六與壹傳媒簽訂協議。

台塑集團總裁王文淵上周六表示
，台塑確有投資意願。但投資架構、
細節要等當局決定，惟持股應該不會
超過50%。不過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
處負責人對媒體表示，原定昨天舉行
會議，但台塑這方已提早開完會，因
為討論內容涉及保密協議。所以在正
式簽訂協議前不會發布消息。臨時改
變議程引發外界聯想壹傳媒併購案似
乎突然增加很多不確定因素。

壹傳媒售資產遇阻
傳台塑主導收購案

港股在五個交易日反
覆下跌近千點後，昨日出
現顯著反彈，恒指大漲
253 點，是區內升幅最大
市場。內銀股淪為挾淡倉
工具， 「工、中、建」三
大內銀在補倉盤推動下，
股價上升 3%，合共谷高
恒指逾百點。分析員認為
，港股昨日升市僅屬技術
性後抽，突破月中高位的
機會渺茫。

港股上周升破 22000
點後，進一步向上突破的動力不足；
而在大戶反手造淡下，恒指在截至周
二的五個交易日，累跌911點。經過
一輪屠殺好倉後，大戶再次做 「變色
龍」，翻身挾淡倉，觸發港股昨日出
現大反彈。恒指輕微高開 62 點後，
大戶略為消化沽盤後，已急不及待推
高指數；指數升幅在下午三點後擴大
超過二百點，收市時升253點，俟近
全日高位報收，報21441點。國企指
數則升 175 點，報 10405 點。市升成
交反而減少，主板昨日成交減少 39
億元，至483億元。

大市升得急，全賴內銀股扮演火
車頭。建行（00939）股價升 3.1%，
收5.84元；工行（01398）亦升3%，
報 5.11 元；中行（03988）則升 2.9%

，報3.18元。三隻內銀股已貢獻恒指
106點。不過，內銀股升得急，但卻
有隱憂，事關沽空金額有增無減。港
股昨日沽空額由上日的 40 億元，降
至 37 億元，但工行沽空額卻逆市增
加90%，高達1.31億元；而中行沽空
額亦增加500萬元，至8006萬元，屬
於偏高水平；至於建行沽空情況則有
所減少，至1.86億元，跌幅29%。

富昌證券研究部總監連敬涵表示
，昨日並沒有推高大市的原因，純粹
是投機炒作，暫時難言大市可以回復
升 勢 ， 料 恒 指 維 持 在 21000 點 至
21600 點上落。金利豐證券研究部董
事黃德几則相信，恒指短線再下跌空
間不大，在21000點有支持，但上升
空間有限。

內銀帶動港股彈253點

▲分析員認為，港股昨日升市僅屬技術性後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