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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力拓新興市場
胡建華預期吞吐量增5%能實現

股票名稱：SST天海、ST天海B 編號：臨2012-042
股票代碼：600751、900938

天津市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屆第二十次董事會決議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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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第七屆第二十次董事會會議於2012年11月27日在
公司會議室以現場結合通訊方式召開，李維艱董事長主持了本
次會議。公司10名董事參加會議並行使了表決權，本次會議以
10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審議通過了以下議案：

1、《關於全資子公司船舶由利比里亞旗更換為香港旗的
議案》

為提升上市公司質量及船舶管理信譽度，增強主營業務的
競爭能力，公司董事會同意本公司利比里亞全資子公司天榮船
務有限公司、天星船務有限公司分別將其所有的集裝箱船舶
「亞榮輪」、 「亞星輪」由利比里亞旗（方便旗）更換為香港

旗。並同時將 「亞榮輪」、 「亞星輪」以帳面淨值轉讓到本公
司的香港全資子公司亞洲之鷹船務公司名下。

相關船舶截止2012年三季度報告的財務數據如下：

2、《關於註銷利比里亞子公司暨亞洲先鋒船務公司以及
其下屬全資子公司的議案》

因本公司全資子公司亞洲先鋒船務公司及其下屬全資單船
公司名下已無船舶資產，存續已無實際意義，故本公司董事會
同意註銷關閉全資子公司亞洲先鋒船務公司以及其下屬全資單
船子公司天榮船務有限公司、天星船務有限公司，並同意將該
項議案提交2012年第四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

擬註銷關閉的三家子公司的基本情況如下：

3、《關於召開公司2012年第四次臨時股東大會的議案》
本公司董事會經過研究，決定提議召開公司2012年第四次

臨時股東大會，詳細內容請參閱臨2012-043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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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

2012年11月28日

股票名稱：SST天海、ST天海B 編號：臨2012-043
股票代碼：600751、900938

天津市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召開2012年第四次
臨時股東大會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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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會議基本情況
本次股東大會為天津市海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公

司」）2012年第四次臨時股東大會，會議由公司董事會召集。
●會議召開時間：2012年12月13日（星期四）

上午10：00，預計會期半天。
●會議召開地點：天津空港經濟區中心大道華盈大廈八層

會議室。
●召開方式：現場投票方式。
二、會議審議事項
提請本次股東大會審議的議案為《關於註銷利比里亞子公

司暨亞洲先鋒船務公司以及其下屬全資子公司的議案》。
三、會議出席對象
2012年12月6日收市後在中國證券登記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記在冊的公司所有A股股東、B股股東或其委託代理人。A
股股東的股權登記日為2012年12月6日，B股股東的最後交易
日為2012年12月6日、股權登記日為2012年12月11日。公司
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以及上述股權登記日在冊的全體股
東均有權出席股東大會，並可以書面委託代理人出席會議和參
加表決。

四、登記辦法
擬出席會議的股東代表請持股東帳戶卡，本人身份證，授

權委託書，於2012年12月12日下午17：00前到公司董事會秘
書室辦理登記手續，亦可用信函或傳真方式進行登記。

五、聯繫方式及其他
聯繫人：姜濤 閻宏剛
聯繫方式：電話：022-58679088 傳真：022-58679130
地址：天津空港物流經濟區中心大道華盈大廈八層
郵編：300380
會期半天，出席會議股東代表的食宿及交通費自理。
六、授權委託書格式

授權委託書

委託人（簽名）： 身份證號碼：
持有股數： 股東代碼：
受委託人（簽名）： 身份證號碼：
委託日期：
兹授權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參加天

津市海運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四次臨時股東大會，並代為行
使表決權，其行使表決權的後果均由本公司（本人）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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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

2012年11月28日

資產名稱

亞星輪
（利比利亞

船籍）

亞榮輪
（利比利亞

船籍）

小計

所屬公司

天星船務
有限公司

天榮船務
有限公司

原值

73,574,078.72

71,180,618.23

144,754,696.95

累計折舊

45,385,237.51

43,043,878.80

88,429,116.31

減值準備

1,861,855.59

2,034,885.56

3,896,741.15

帳面淨值

26,326,985.62

26,101,853.87

52,428,839.49

公司名稱

亞洲先鋒船務公司

天星船務有限公司

天榮船務有限公司

註冊地

利比里亞

利比里亞

利比里亞

經營範圍

船舶運輸

船舶運輸

船舶運輸

註冊資本
（萬元）

13,600.00

0

0

持股比例

100%

100%

100%

11 月 26 日，
熔盛重工──這家
近幾個月來一直處

於輿論風口浪尖的中國最大民營造船企業再一次
吸引各方矚目：張志熔辭任公司董事會主席，這
一職務由 51 歲的行政總裁陳強接任。常常顛覆
外界看法的陳強將全權負責起熔盛發展的重擔，
領導熔盛繼續在造船業的 「嚴冬」中堅守。

捨棄官位甘做造船業
在中國造船業，陳強的經歷頗富傳奇色彩。

自從哈爾濱工業大學船舶與海洋結構物設計製造
專業畢業後，他即進入國內最負盛名的江南造船
廠工作，在造船行業摸爬滾打多年。33 歲成為
船廠最年輕的高層，36 歲被委以重任，建造當
時中國最大的上海外高橋造船廠。僅用3年半的
時間，就創造了從開工建廠到首製船交付的世界
紀錄。

42 歲的陳強，位列省部級後備幹部，卻甘

願繼續做 「造船人」，由國企經營管理崗位轉向
與民營資本的結合，繼續實踐他在海洋工程施展
拳腳的夢想。2005 年，熔盛造船基地開工，不
到4個月，陳強以其在業內多年所積累的個人聲
譽和資源，就拿到第一個造船合同。

打造世界級造船基地
但懷疑的眼光始終與陳強和熔盛如影隨形。

業界有人認為陳強說大話、熔盛很可能胎死腹中
。然而，陳強的回答是熔盛的逆勢成長：熔盛成
立 4 年後的 2009 年，就已經成為全國第二、造
船民企中的第一。今年以來，由於造船價格持續
低位，熔盛造船業務也受到周期性困擾，熔盛對
造船項目的選擇十分慎重，但上半年熔盛手持船

舶訂單101艘、1500萬載重噸，依然位居全國第
一。

不久前，熔盛向海工戰略轉型取得突破性進
展，在新加坡成立熔盛海事公司，利用當地的產
業優勢和人才技術資源拓展海工業務。同時，熔
盛與挪威船東簽訂1+3深水鑽井支持駁船訂單，
總價值近5億美元。這也是熔盛面對中海油內幕
交易案、全柴動力收購爽約事件、資金鏈陷困局
等種種壓力和質疑中，所給出的又一個出人意料
的回答。造船只是陳強在熔盛實現理想的第一步
，在熔盛的願景中，還要在高端 LNG 船、豪華
郵輪、國防裝備等領域取得更大突破，打造世界
級的現代造船基地。

熔盛在公告中稱，張志熔因希望更專注處理

私人業務而辭去董事會主席職務。有觀點認為，
他的辭任也許將表明熔盛不會走家族化企業的道
路，讓以陳強為代表的職業經理人團隊發揮更大
作用，承擔更大責任。在全球造船行業已經開始
呈現極度分化狀態，海洋工程領域也被視為未來
的戰略制高點，敢於冒險、喜歡挑戰的陳強還會給
熔盛帶來哪些策略和執行上的轉變，是否還能繼
續給外界以與眾不同的答案，各方均拭目以待。

陳強領熔盛戰略轉型
本報記者 賈 磊

胡建華介紹，公司佔中國內地市場份額超過三分
之一，加上香港港口，去年共完成貨櫃吞吐量達
5700 萬箱，是內地最大的碼頭營運商。公司於今年
初曾公布，料今年吞吐量按年升5%，至超過6000萬
箱，根據首 10 個月觀察，略低於預期，不過未來兩
月為傳統旺季，冀可達按年增長5%的目標。

隨着世界經濟格局和中國經濟形勢的變化，加上
外需轉變，中國對外貿易的未來發展將從快速成長轉
向平穩發展階段。胡建華表示，公司在內地港口的布
局完善，分布整個沿海樞紐港。未來內地港口依然是
公司業務的重點，會繼續鞏固公司在內地港口的地位
。他強調， 「中國內地港口是公司的母港」。

部分市場增速遠勝中國
談及招商局國際未來發展方向，胡建華說，公司

在內地的基礎打牢之後，下一步就是開拓國際市場，
把網路延伸至其他國家，與中國市場互補。他指出，
目標對象主要是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發展空間大，
類似中國 30 年前，成長性很好。此外，在港口設施

方面也比較落後，招商局可利用在內地成功的經驗，
發展這些國家的港口。數據顯示，中國的貨物運量每
年以5%-10%的速度增長，但是其他一些新興國家每
年的增幅達到20%-30%。

至於看好哪些國家和地區，他稱，目前正在研究
、分析階段，需要待各方面成熟後，才會公布。他比
喻 「做生意也要兩廂情願，公司和對方都需有意，才
能達成協議」。但他強調，並不排除發展發達國家的
港口，或尋求與一些發達國家的本土營運商合作，共
同發展發達國家港口市場，也希望藉此提升公司的管
理能力、交流管理內涵。

內地業務做好做實做強
據了解，中國的港口整體吞吐量佔全球港口吞吐

量的三分之一。胡建華說，從份額上看，中國依然是
很大的一個市場。招商局在內地的現有業務已經很大
了，未來必須 「做好、做實、做強」。但如果遇到一
些合適的港口也會考慮發展，但基本上，公司在內地
的整體格局已經形成。

當問及珠三角產業轉移對港口貨櫃量的影響時，
他回應，廣東的產業大部分轉移至粵西，對公司的影
響並不大，貨物始終要經港口出口。

繼續開拓港口增值服務
招商局近年來不斷開拓港口的增值服務，包括強

化信息系統，興建物流園，改建操作系統和提升效率
等。胡建華表示，現在市場較為低迷，目前主要是致
力於把企業內部工作做好，致力於降低成本，提高效
率。

招商局國際（00144）董事總經理胡建華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
，公司在中國內地市場的基礎已非常牢固，未來將開拓國際市場，
使其能與中國市場形成互補，將公司網絡延伸至其他發展中國家。

他認為，發展中國家發展空間大，他們目前的情況類似30年前的中國，透過開拓這些新
興市場，招商局可以將成功的經驗帶到這些國家。另外，他預期公司今年能達到港口吞
吐量增長5%的目標。

本報記者 林靜文

珠江船務（00560）宣布與萬華
媒體（00426）在香港成立合資廣告
公司──匯聚傳媒有限公司，開拓珠
江客運的廣告事業。珠江船務副總經
理黃樹平昨日於記者會表示，初步合

營公司主要發展客船廣告，下一步將
拓展汽車及巴士等陸上交通代理廣告
業務。另外，待達到上市基本要求後
，會將有關業務分拆上市。

黃樹平介紹，全資附屬珠江客運

主要經營高速客船，年客運量約為
1300 萬人次，在粵港水上客運市佔
率佔90%。匯聚傳媒總投資金額2000
萬元，其中珠江客運佔60%，萬華傳
媒佔40%。

珠江客運董事兼總經理羅健表示
，目前珠江客運每年廣告業務收入約
400萬元，主要為船艙廣告，局限於
雜誌及坐椅等。合資公司成立後，可
辦理船身及內部廣告、互聯網絡及流
動視頻等，提升廣告收入及知名度，
加上廣告業務的毛利率較高，目標能
在港分拆上市。

萬華媒體行政總裁林柏昌透露，
目前公司並無經營船身廣告，估計一
個船身廣告收入約數百萬元。他對未
來發展感樂觀，也已與潛在客戶進行
磋商。

【本報記者方俊明廣州二十七日電】白雲國際機
場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伍宇今天表示，今年白雲機
場客運量預計突破 4800 萬人次，其中國際旅客量逾
700萬人次，高於內地平均增幅約12%。隨着總投資
達 188.54 億元的新一輪擴建工程動工，預計到 2015
年，機場國際航線將達到130條，有望追平香港機場
。此外，全新升級的白雲機場國際貴賓休息室今日正

式啟用。
伍宇表示，國際航班貴賓休息室服務人次從

2009年的14.9萬增至去年的21.2萬，增幅達43%。新
的貴賓休息室是參照星空聯盟標準更新，為國際旅客
提供更高端的服務。

隨着旅客吞吐量逐年遞增，白雲機場擴建工程加
快推進。目前總投資高達188.54億元的新一輪擴建工

程正在動工，其中第三跑道預計在 2014 年建成營運
，二號航站樓亦可望於 2016 年建成投入使用；屆時
機場基礎設施和中轉功能將大為改善，其國際航線樞
紐的開拓速度也隨之提升，預計到 2015 年，白雲機
場國際航線將可達到130條左右，有望與香港機場持
平。

據了解，2004 年轉場時新機場的客運量設計標
準2500萬人次，去年已突破4500萬人次。期間，國
際航線也不斷增加，預計到今年底國際航線將超過
110條，較2004年時的不足40條，激增1.5倍。按白
雲機場最新規劃，2020 年的設計年客運量有望達
8000萬人次，比去年再升逾70%，年貨運量可達250
萬噸，其國際樞紐地位也將得到進一步確立。

白雲機場客量將破4800萬

▲ 珠江船務與萬華媒
體在港成立合資廣告
公司，初步發展客船
廣告，下一步將拓汽
車及巴士等代理廣告
業務，圖為羅健（左
起）、黃樹平、林柏
昌出席簽約儀式

本報攝

英皇延遲購舊樓計劃
政府10月底推出印花稅雙辣招，打亂投資者及發展商

的部署，英皇國際（00163）執行董事張炳強於中期業績記
者會表示，買家印花稅（BSD）對公司收購舊樓計劃有影響
，但完成兩成業權收購的項目會繼續進行。

發展商早前就買家印花稅向政府作出提議，希望有機會
獲發還或免收稅項。張炳強表示，公司已完成兩成業權收購
的項目會繼續進行，而正在計劃而未開始的收購計劃將會延
遲，待政府釐清豁免政策後才決定是否進行，但他強調，招
標、拍賣及市建局等的項目仍會繼續參與，不影響公司正常
增加土地儲備的計劃。

本港零售物業租金近年不時創新高，張炳強指，近日旗
下羅素街舖位被一珠寶鐘表以破紀錄呎價租下，且此類交易
會持續。他指，過去一年核心區租金升幅達一至兩成，主要
由於該區供應有限，而不少國際品牌有需求，料未來該區租
金可維持15%至20%的升幅。他透露，旗下位於銅鑼灣羅素
街的店舖租金平均呎租為三千元。一般民生地區的商場如北
角 「健威坊」，過去一年租金升一成，料未來租金增長可維
持高單位數，現平均呎租介乎 30 至 300 元，視乎租客行業
而定。

英皇國際位於淺水灣的重點發展項目The Pulse昨獲發
入伙紙，短期內會預租物業，預料明年泳季前可開幕。他表
示，目前商戶反應正面，預期項目平均呎租介乎50至60元
，每年租金收入7000至8000萬元。

英皇國際截至九月底止之中期業績表現理想，期內盈利
按年升65%至27.3億元，每股盈利為0.74元，派息5.3仙。
期內收入為16.3億元，按年增55.8%。

歐舒丹中期盈利增16%
歐舒丹（00973）公布截至 9 月底止中期業績，期內盈

利增加逾16%至3367萬歐元，每股基本盈利0.023歐元，不
派中期息。銷售淨額按年增加 22%至 4.49 億歐元，毛利升
22%至3.69億歐元，增長主要受美國、香港、俄羅斯及中國
內地所帶動。

歐舒丹指出，期內內地分店的同店銷售增長為 6.8%，
低於去年同期的17.3%，但仍高於集團環球平均2.6%的同店
銷售增長，該比率去年同期為6.1%；集團期內在內地新增9
家店舖，全球則增加自營店舖67家，其中10家為愛爾蘭收
購分銷商店舖。

中國內地銷售增長在其主要國家中排行第二，銷售額按
年增 22.7%至 761.9 萬歐元，佔集團整體銷售的 8.7%，名列
俄羅斯之後；而港澳地區的銷售按年增18.7%至1,187.2萬歐
元，佔集團整體銷售的13.2%；而銷售增長最快的國家俄羅
斯，其銷售主要由新舖的銷售增長帶動，過去18個月集團
在俄羅斯開設28家新店。

富士高賺6805萬升8倍
早前發盈喜的富士高（00927）公布，截至今年 9 月 30

日止6個月業績，股東應佔溢利6805萬元，按年大升790%
，每股盈利 16.59 仙，派中期息 3 仙及特別股息 4 仙。富士
高昨收市報3.16元，升5.33%

由於現有及新客戶的訂單均錄得增長，集團收入上升
28.1%至約8.45億元，毛利亦較去年同期上升近倍至1.84億
元。毛利率攀升 7.5 個百分點至 21.8%，主要由於集團減少
銷售毛利較低的產品，及受惠於人民幣升值幅度放緩和原材
料成本下降等外圍因素。

期內，集團的戴咪耳機及音響耳機業務的收入達約6.52
億元，較去年同期上升67.1%。收入增加除了因為現有頂級
客戶的訂單增加外，亦由於市場對高端音響產品的需求日益
殷切，加上音響產品的平均售價上升，及配合智能裝置使用
的戴咪耳機及音響耳機的銷售增加。

中遠洋10億美元債息4厘
中 國 遠 洋 （01919） 宣 布 ， 其 全 資 子 公 司 COSCO

Finance（2011）Ltd.擬發行本金額為10億美元的債券，該債
券將於2022年12月3日到期，發售價為本金額的98.766%，
年利率為4厘，利息每半年於每年的6月3日和12月3日支
付。

公司表示，其子公司擬將所得淨額轉借予中國遠洋離岸
附屬公司或聯屬公司，作為一般公司資金用途。中銀國際為
債券的獨家全球協調人，而中銀國際及滙豐銀行均為聯席牽
頭經辦人兼聯席帳簿管理人。

公司將尋求債券於聯交所上市，並已獲聯交所確認債券
具備上市資格。債券獲穆迪評為 「A1」級別。

專訪

珠船夥萬華合設廣告公司

▲ 陳強將
全權負責
起熔盛發
展的重擔

▲白雲機場的國際航班貴賓休息室服務人次3年間激
增43%，而全新升級的國際貴賓休息室27日正式啟用

方俊明攝

▲胡建華表示，公司業務目標將延伸至其他發展▲胡建華表示，公司業務目標將延伸至其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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