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擬攤派債款通告
香港特別行政區

原訟法庭
高院破產案件

關於：蕭潤華 二零零九年度第一五零三二宗
（簡易程序案件）

關於：馮家康 二零零九年度第一五六七八宗
（簡易程序案件）

關於：汪建禎 二零一零年度第六六七宗
（簡易程序案件）

關於：梁志超 二零一零年度第八八零宗
（簡易程序案件）

關於：劉財 二零一零年度第一七六一宗
（簡易程序案件）

關於：吳詠欣 二零一零年度第二零四七宗
（簡易程序案件）

關於：潘鴻發 二零一零年度第二七八三宗
（簡易程序案件）

關於：曾熾桓 二零一零年度第四一零五宗
（簡易程序案件）

關於：吳曉嶸 二零一零年度第四九零五宗
（簡易程序案件）

關於：林佩珍 二零一零年度第八二八二宗
（簡易程序案件）

關於：謝德通 二零一零年度第八二八三宗
（簡易程序案件）

關於：黄發祥 二零一零年度第八四四二宗
（簡易程序案件）

關於：周偉權 二零一零年度第八九六八宗
（簡易程序案件）

關於：李潤佳 二零一一年度第二六二零宗
（簡易程序案件）

受託人行將攤還上述有關破產案之債款。凡
有關上述破產案之債權人應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五日或該日之前與受託人登記，否則此次還款中
將不獲發還其債款。特此公告。
受託人郭群英
譚日明律師行
九龍旺角通菜街1A-1L號威達商業大廈1612室
電話：2850 8055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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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公告的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
漏負連帶責任。

一、會議召開情況
1、召開時間：2012年11月15日（星期四）上午9:00；
2、召開地點：深圳市南山區僑城東路博林諾富特酒

店；
3、召開方式：現場投票與網絡投票相結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六屆董事會；
5、主持人：鄭康豪董事長；
6、本公司於 2012 年 10 月 30 日在《證券時報》、香

港《大公報》和巨潮資訊網發出了《深圳市國際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關於召開二○一二年第五次臨時股東大會的
通知》，並在 11 月 10 日及 11 月 13 日刊登了《關於變更
第五次臨時股東大會會議地點的公告》及《關於第五次
臨時股東大會增加網絡投票方式的公告》。

本次會議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東大會規
則》等法律法規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

二、會議出席情況
1、出席的總體情況：
參加本次股東大會現場會議和網絡投票的股東及股

東代理人共【975】人，代表股份【150,562,680】股；佔
本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68.16%】。其中A股股東及

股東代理人共【909】人，代表股份【74,463,563】股，佔
本公司A股股東表決權股份總數的【62.46%】。B股股東
及股東代理人共【66】人，代表股份【76,099,117】股，
佔本公司B股表決權股份總數的【74.84%】。

2、現場會議出席情況：
現場出席本次股東大會的股東及股東代理人共

【81】人，代表股份【102,834,979】股，佔公司有表決權
股份總數【46.55%】。其中，A 股股東及股東代理人共
【45】人，代表股份【35,633,212】股，佔公司 A 股股東
有表決權股份總數【29.89%】；B股股東及股東代理人共
【36】人，代表股份【67,201,767】股，佔公司 B 股表決
權股份總數【66.09%】。

3、網絡投票情況：
通過深圳證券交易所交易系統以及深圳證券交易所

互聯網投票系統進行網絡投票的股東共【894】人，代表
股份【47,727,701】股，佔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
【21.61%】。其中，A 股股東共【864】人，代表股份
【38,830,351】股，佔公司 A 股股東有表決權股份總數
【32.57%】；B股股東共【30】人，代表股份【8,897,350】
股，佔公司B股表決權股份總數【8.75%】。

三、提案審議和表決情況
本次股東大會採取現場投票與網絡投票相結合的方

式對各項議案進行了表決，會議表決結果如下：

四、律師出具的法律意見
1、律師事務所名稱：北京市中倫律師事務所
2、律師姓名：鄒曉冬、李佳霖
3、結論性意見：
本次股東大會的召集和召開程序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東大會規則》及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會
議召集人具備召集本次股東大會資格；出席及列席會議
的人員均具備合法資格；本次股東大會的表決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東大會規則》及《公司章程》的規
定，表決結果合法有效。

五、備查文件
1、公司章程；
2、二○一二年第五次臨時股東大會相關會議文件；
3、經與會董事和記錄員簽字確認的股東大會決議及

記錄；
4、北京市中倫律師事務所出具的股東大會法律意見

書。
特此公告。

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證券簡稱：*ST國商、*ST國商B 證券代碼：000056、200056 公告編號：2012-66

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第五次臨時股東大會決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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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星期五B5國際經濟責任編輯：譚澤滔

歐削赤急四年來兩衰退
德法上季經濟增長0.2%勝預期

歐元區昨日公布的數據顯示，區內
經濟在第3季收縮了0.1%，是過去4
年以來第二次陷入經濟衰退，主要原因
是區內政府為了削減嚴重的財政赤字而
實行嚴厲的經濟緊縮措施。不過，德國
和法國第3季經濟卻增長0.2%，較市
場預期佳。

本報記者 李耀華

位於盧森堡的歐盟統計局昨日公布，歐元
區 17 國第 3 季的國內生產總值收縮了 0.1%，與
彭博分析員所預期的數字相同。連同次季錄得
的收縮 0.2%計算在內，歐元區已連續兩季錄得
收縮，在技術上已陷入了經濟衰退。

區內大規模示威四起
歐元區各地政府均實施財政緊縮措施，以

減少財政赤字，而西班牙和塞浦路斯等相繼加
入求援行列，令歐洲經濟愈墮愈深。歐元區各
國民眾均展開大規模示威行動，反對繼續實施
緊縮政策。阿姆斯特丹的荷蘭銀行宏觀經濟部
主管 Nick Kounis 表示，歐洲的確需要依賴全
球經濟增長扶持。他不認為歐元區經濟衰退會
不斷大幅加深，但同時相信歐元區經濟不會反
彈得特別快。

德國方面，第3季經濟按季增長0.2%，較次
季的 0.3%略低，但優於彭博社分析員預期的增
長 0.1%。法國方面，亦錄得 0.2%的增幅，比彭
博社分析員預期的零增長為佳。

德國第3季經濟增長比預期佳，主要是受到
出口、建築、家庭住戶和公共消費都比預期佳
的刺激，但公司投資和存庫在第3季卻錄得下跌
。按年方面，在經過工作日調整後，德國經濟
增長0.9%。德國統計局將於11月23日全面公布
有關第3季經濟增長的詳情。

法國方面，第3季經濟錄得增長的原因，是
受到出口和消費開支的帶動，但是，公司投資
方面亦跟德國一同下跌。次季經濟在修訂後，
則由原來的不變下調至收縮0.1%。

歐盟料今年收縮0.4%
巴黎法國興業銀行分析員Michael Martinez

認為，法國第3季經濟增長好轉，主要是受到歐
洲整體經濟反彈刺激。從法國公布的商業情緒
指數，可以看到法國經濟正走向溫和輕度的衰
退，或充其量零增長而已。

希臘和葡萄牙昨日亦公布了第3季經濟增長

數字，兩國繼續陷入衰退。將會申請求助的西
班牙，昨日公布第3季經濟收縮了0.3%，即經濟
已連續第5季錄得衰退。

然而，德國經濟維持增長，將可以減少歐
債危機對歐洲國內生產總值的拖累。歐洲聯盟
較早前的預測顯示，德國今年和明年經濟將會
增長 0.8%，法國今年和明年則分別增長 0.2%和
0.4%。歐元區整體方面，歐盟估計今年會收縮
0.4%，明年將會增長 0.1%；同時歐盟估計歐元
區 17 個最大的經濟體中，明年有 6 個會陷入衰
退。德國的出口有 40%輸往歐元區國家，其餘
60%則主要輸向其他歐盟國家。

負責歐盟成員國財政事務的瑞
恩（Olli Rehn），昨日對西班牙
首相拉霍伊削赤的努力表示認同，
這顯示西班牙向歐盟尋求財政援助
的障礙幾可掃除。

歐洲經濟與貨幣事務專員瑞恩
昨日表示，拉霍伊所提出今年和明
年的削減開支和加稅措施，足夠可
以令歐盟滿意，同時，這些措施亦
對經濟增長有利。按年計算，西班
牙第 3 季經濟收縮了 1.6%，比次季
的1.3%遜色。

瑞恩在接受訪問時表示，西班
牙已採取了有效的措施回復公共財
政的負擔能力，若說到措施的實效
和令人認同方面，評價是正面的。

這次聲明與經濟分析員有很大
差別。分析員普遍認為，西班牙的
衰退向南歐蔓延，甚至促使歐洲債
務危機惡化。歐洲數以百萬計的工
人昨日紛紛走到街頭示威，抗議歐
洲政府實施緊縮經濟政策。與此同
時，歐洲官員卻加緊向拉霍伊施壓
，促請他盡快向歐盟提出援助，以
減輕西班牙公司和消費者所承受的
壓力。

西班牙10年期債券孳息昨日曾
上升 1 個點子，至 5.95 厘，使其與
德國相同到期日債券孳息的息差擴
闊至4.61厘。西班牙10年期國債孳
息曾在 7 月 25 日升至 7.75 厘，是歐
元區成立以來最高。

西國掃除求援障礙

▲日圓貶值，兌美元兩日累跌2% 路透社

投資者揣測日本下月的選舉，將由最大反對黨
自民黨領袖安倍晉三勝出。由於安倍晉三支持極度
寬鬆的貨幣政策，市場這個推測拖累日圓兌美元創
半年以來低位，一度跌0.8%至80.86水平，在兩天
內日圓兌美元累積跌幅達到2%，創今年以來最弱
走勢。

兌美元兩日累跌2%
由於市場揣測下月舉行的日本選舉，結果可能

改朝換代，由傾向貨幣政策無限寬鬆的自民黨勝出
，導致日圓一度跌至半年以來低位。此外，市場關
注美國財政懸崖將會打擊經濟增長，拖累歐洲股市
下跌，德國債券價格上升。周四倫敦交易時段，日
圓兌所有16隻主要貿易貨幣曾經跌0.5%，Stoxx歐
洲600指數一度跌0.6%，日本Topix指數則逆市升
2.1%，結束 5 日跌勢。德國 10 年期債息跌近 11 周
低位。歐元兌日圓亦升至 103.02 水平，兌美元報
1.2744，變動不大。

分析指出，安倍晉三可能在下月日本選舉中勝
出，成為新的日本首相，他曾經呼籲日本央行採取
無限量的寬鬆政策，加大刺激威力。經濟分析員表
示，估計自民黨領袖安倍晉三將會勝出，投資者相

信日本央行面對推行進一步寬鬆措施的壓力，政
府將會接納更強勢的政策，務求日本經濟脫離通
縮。

日圓兌美元一度跌0.8%，至80.86水平，兌歐
元曾跌 0.8%。日圓兌美元在這兩天的跌幅累積達
2%，為年內最大貶值。

日本的民調顯示，12 月16 日的選舉對安倍晉
三有利，他周四時表示，日本央行的基準利率應該
降低至零水平，他並誓言增加公共開支。

雖然新力股價周四大跌 11%，並創出 32 年以
來低位，但日經225指數逆市升1.9%。其他亞洲股
市普遍走軟，韓股市1.2%，創8月3日以來最低位
收市。澳洲S&P/ASX 200指數跌0.9%。全球最大
礦商必和必拓（BHP Billiton）股價在悉尼市場跌
1.8%。

安倍晉三是前任日本首相。他表示，如果他的
自民黨在下月普選中勝出，他會增加國防開支。而
近月的日本民調顯示，日本民眾對現任首相野田佳
彥施政感到不滿。在東京的一個演講上，安倍晉三
承諾將向日本央行施壓，要求更多刺激增長措施出
台，並把通脹率推升至2%至3%，力求日本經濟擺
脫多年通縮困境。

市場揣測安倍上台大手印鈔
日圓兌美元80.86見半年低位

美國聯儲局公布上一次會議紀錄，顯示部分與會官員認為
，在扭曲操作計劃結束後，2013 年聯儲局可能需要擴大每月
購買債券數量。

根據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10月23日至24日的會議紀錄顯
示，一些與會官員表示，明年可能需要額外資產購買計劃。聯
儲局的扭曲操作行動將於今年12月結束，該計劃的目的是要
把聯儲局資產負債表上的短期國債，轉換為較長期國債。另外
，聯儲局的QE3行動是每月購買400億美元按揭抵押證券，以
達到推動經濟和降低失業。

根據該份會議紀錄顯示，與會決策官員在會議上詳細討論
過，有關聯儲局應否把接近零利率政策與失業和通脹指標掛鈎
。聯儲局副主席耶倫和其他3位官員，已經公開支持有關策略。

不過會議紀錄顯示，決策官員對量化寬鬆門檻有不同意見
，芝加哥聯儲銀行行長埃文斯建議，維持低利率政策直至失業
率降至7%，通脹在3%或以下水平。聯儲局主席伯南克及其同
僚10月重申9月時QE3的決定，每月購買400億美元按揭抵押
證券，沒有特定的總數量和推行時限。

美國10年期國庫票據孳息一度跌0.01個百分點至1.59%。
標普500指數周三跌0.4%。根據彭博進行的股票策略員調查預
測，2013年標普500指數料會升破在2007年10月時創出的歷
史紀錄1565.15。此外，美國勞工市場和房屋市場同時顯示好
轉跡象，美國公司開始增聘人手。富國銀行經濟分析員指出，
美國經濟依然面對逆風，估計未來兩或三個季度增長停滯。

金價升幅為超過兩年來最強勁，億萬富豪索羅斯和培
根分別增持與黃金相關交易所交易產品ETF持倉比重。

根據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文件顯示，在截至 9 月 30
日止，索羅基金管理持有的 SPDR持股量大增 49%至 132
萬股。培根的 Moore Capital 在上季度則吸納 180 萬股
Sprott Physical Gold Trust。

第三季度金價升 11%，升幅為 2010 年以來最勁，美
國至中國全球主要央行紛紛宣布刺激經濟增長措施，黃金
作為對沖通脹工具吸引力隨之大增。全球 ETF 持倉在 11
月8日創2596.11噸歷史高位。

培根的 Moore Capital 雖然增持 Sprott Physical Gold
Trust，不過則減持2萬股SPDR黃金基金股，上季持股量
減至10萬股。

日本最大型銀行在股票投資總虧
損高達 5340 億日圓（約 509.65 億港
元），可能加快出售其持股，但此舉
料將進一步打擊這些大銀行的盈利。

根據有關銀行業的文件顯示，包
括三菱UFJ金融集團、三井住友金融
集團，和瑞穗金融集團等，在截至9
月 30 日止的半年股權綜合虧損，相
對一年前的 1700 億日圓增加超過兩
倍。瑞穗高層表示，銀行可能加快減
持持股水平以應付難關。三井住友總
裁宮田孝一表示，將進一步減持銀行
持股。

日本股市近年表現波動，日經
225指數由1989年高位暴跌，不過如
果這些大型銀行過快拋售資產持股，
可能對日本這個全球第三大經濟造成
更大負面影響，日本的大企業 Sharp
和松下（Panasonic）等都發出盈警，
預測盈利會出現虧損。

NLI研究機構分析員指出，大型
銀行必須審慎和逐步減持持股，避免
引起波動和風險，如果急於沽售股份
，對日本經濟整體會帶來不利打擊。

根據彭博資料，日本最大銀行三
菱 UFJ 的持股虧損上半年較一年前擴大 79%至
1736 億日圓，上季淨收入減少 45%至 1076 億日
圓。該行在過去四年減持其他公司持股約 7000
億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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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歐洲國家經濟增長狀況
地區

歐盟27國

歐元區

德國

法國

意大利

西班牙

荷蘭

奧地利

保加利亞

比利時

芬蘭

英國

羅馬尼亞

匈牙利

葡萄牙

捷克

希臘

斯洛伐克

愛沙尼亞

拉脫維克

塞浦路斯

第三季

+0.1%

-0.1%

+0.2%

+0.2%

-0.2%

-0.3%

-1.1%

-0.1%

+0.1%

+0%

+0.3%

+1%

+0.5%

-0.2%

-0.8%

-0.3%

-7.2%

+0.6%

+1.7%

+1.7%

-0.5%

次季

-0.2%

-0.2%

+0.3%

-0.1%

-0.7%

-0.4%

+0.1%

+0.1%

+0.3%

-0.5%

-1.1%

-0.4%

-0.1%

-0.4%

-1.1%

-0.2%

-6.3%

+0.6%

+0.6%

+1.3%

-0.9%

首季

+0%

+0%

+0.5%

+0.5%

-0.8%

-0.4%

+0.1%

+0.3%

+0%

+0.2%

+0.8%

-0.3%

+0.2%

-1.1%

-0.1%

-0.6%

-6.7%

+0.5%

+0.4%

+1.2%

-0.6%

◀葡萄牙經濟不景氣，
失業率持續高企。圖為
職業中心門外 彭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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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羅斯增持黃金ETF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