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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府盡沽AIG淨賺1771億
AIG國有化歷史告結束

美國財政部周二宣布，已悉數出售了其持有的美國國際集團
（AIG）剩餘股份，從而為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美國政府最大規
模的救助案畫上了句號。據悉，美國財政部此次以每股32.50美
元的價格出售了AIG的2.342億股股票，相當於該公司16%的股
份，套現約76億美元。包括此次在內，美國政府通過出售AIG股
份總計獲得收益227億美元（約1771億港元），其中財政部獲
得50億美元，聯儲局獲得177億美元。

本報記者 劉靜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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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重大訴訟事項的基本情況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融發投資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 「融發公司」）於 2011 年 10 月就
深圳市雅豪園投資有限公司與融發公司股權轉
讓糾紛一事向深圳市龍崗區人民法院提起訴
訟，並於2012年2月收到一審判決，判決駁回
融發公司的訴訟請求（詳見在2011年10月26
日及 2012 年 2 月 22 日分別刊登於《證券時
報 》 、 香 港 《 大 公 報 》 和 巨 潮 資 訊 網 的
2011-37號、2012-07公告）。

融發公司不服一審判決，向廣東省深圳市
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 「深圳市中院」）提
起上訴。近日，融發公司收到深圳市中院作出
的二審民事判決書【（2012）深中法商終字第
657號】。根據《公司法》、《證券法》及深
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有關重大事項
信息披露的規定，現將上述重大訴訟進展情況
公告如下：

二、案件一審判決情況
一審法院認為本案原告提供的證據未能證

明原、被告簽訂的三份合同中約定地塊即是原
告要求被告返還的G10205-0267地塊，因此，
對於合同約定不明確的不利後果，應該由原告
承擔。

經深圳市龍崗區人民法院一審判決，判決
如下：

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本案案件受理費
171,800元，由原告負擔。

三、案件二審判決情況
深圳市中院審理查明：本案的事實方面的

爭議焦點是深圳融發公司與雅豪園公司簽訂的
兩份《補充合同》中約定的不屬於股權轉讓範
圍的 「龍崗區坪地4萬多平方米土地」是否包
括7848.7平方米融富花園地塊。

經中院審理認為：根據兩份《補充合同》
的約定以及東方置地公司在坪地取得土地使用
權的實際情況，在沒有相反的證據的情況下，
可以認定融富花園地塊屬於兩份《補充合同》
約定的 「坪地4萬平方米土地」，並根據本案
其他的證據，故本院採信深圳融發公司的上訴
主張，認定融富花園地塊屬於兩份《補充合
同》中約定的 「龍崗區4萬多平方米土地」。
原審判決認為融富花園地塊與兩份《補充合
同》中的 「龍崗區坪地4萬多平方米土地」無
關，與事實不符。本院予以糾正。

深圳融發公司與雅豪園公司簽訂的《股權
轉讓合同》及兩份《補充合同》是雙方當事人
的真實意思表示。兩份《補充合同》約定龍崗
區坪地4萬多平方米土地等資產不屬於股權轉
讓所涉及的資產範圍，應由深圳融發公司享有
佔有、使用、收益、處分的權利。該項約定將

東方置地公司的部分資產劃歸股權出讓人深圳
融發公司所有。根據《公司法》第三條規定，
公司有獨立的法人財產，享有法人財產權。股
東非經合法的減資、利潤分配等程序不得從公
司取走財產，否則構成侵佔公司資產或抽逃出
資。兩份《補充合同》中的上述約定不符合法
律規定，損害了東方置地公司的法人財產權，
應認定為無效。深圳融發公司以兩份《補充合
同》合法有效，雅豪園違約為由，要求雅豪園
公司交付融富花園地塊的土地使用權或折價賠
償，不符合法律規定，本院不予支持。深圳融
發公司對於其因股權轉讓合同部分無效而遭受
的損失可以另循法律途徑解決。

經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判決如
下：

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理由和適用法律
欠妥，但不影響處理結果，本院予以維持。二
審案件受理費 171,800 元，由上訴人深圳融發
投資有限公司負擔。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註：上述地塊涉及的實際面積為7848.7平
方米，其中部分已建成 「融富花園」樓盤出售
及被國土局徵用了部分土地，現餘 2391.19 平
方米。一審時融發公司進一步明確其訴訟請求
要求被告交付的土地為面積 2391.19 平方米，
宗地號為G10205-0267的地塊。

四、簡要說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訴訟
仲裁事項

本公司（包括控股公司在內）不存在應披
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訴訟、仲裁事項。

五、本次公告的訴訟、仲裁對公司本期利
潤或期後利潤的可能影響

根據一審判決結果，我司已於 2011 年度
確認本地塊涉及存貨資產 6,448,481.22 元的資
產損失。因二審雖然認定融富花園地塊屬於兩
份《補充合同》約定的 「坪地 4 萬平方米土
地」，但判決結果維持原判，基於謹慎性原
則，除將本次二審案件受理費作為 2012 年度
費用列支外，不對其他賬務進行處理，本次案
件判決結果對2012年度利潤不新增影響。

因深圳市中院就雙方就土地事項的約定進
行了重新認定，融發公司將就該事項以符合法
律規定的案由另循其他法律途徑解決。公司將
按照相關規定對該事項進一步進展及時進行信
息披露。

六、備查文件
1、民事起訴狀；
2、廣東省深圳市龍崗區人民法院民事判

決書（2011）深龍法民二初字第4549號；
3、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

書（2012）深中法商終字第657號。

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12年12月12日

證券簡稱：*ST國商、*ST深國商B 證券代碼：000056、200056 公告編號：2012-68

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訴訟進展公告

華電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七屆十四次董事會暨七屆八次監事會決議公告

華電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於2012年12月11日召開七屆十
四次董事會和七屆八次監事會。董事會審議通過了如下決
議：

一、關於制定公司利潤分配制度的議案
二、關於修訂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款的議

案
三、關於修訂公司《經理議事規則》部分條款的議案
四、關於修訂公司董事會各專門委員會議事規則部分

條款的議案
五、關於制定公司《關聯交易管理辦法》的議案
六、關於公司參與購買中國華電集團哈爾濱發電有限

責任公司股權的議案
七、關於更換年審會計師事務所的議案
八、關於召開2013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的議案
監事會審議通過如下決議：
一、關於制定公司《關聯交易管理辦法》的議案
二、關於公司參與購買中國華電集團哈爾濱發電有限

責任公司股權的議案
三、關於更換年審會計師事務所的議案
詳見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

華電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12月12日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本公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
，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

本公司於2012年11月27日以電子郵件方式向全體董事發出了
關於召開第六屆董事會第二十七次會議的通知，會議於2012年12
月11日（星期二）在佛山高明富灣山水休閒度假邨有限公司會議
室召開。會議應到董事9人，實到7人，董事葉再有先生、明鵬博
先生因出差請假，分別委託董事鍾信才先生、吳勝波先生代為投票
表決。莊堅毅、林奕輝、焦志剛、周向峰、汪淑瓊、楊旭東列席了
本次會議。會議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會議
由鍾信才董事長主持，審議通過了以下議案：

1、審議通過關於參與高明土地使用權競買的議案；
同意7票，反對0票，棄權2票
代表歐司朗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吳勝波先生和明鵬博先生認為

公司未提供交易可操作性的詳細說明，因此投棄權票。
具體內容請參見公司同日在《中國證券報》、《證券時報》、

《上海證券報》、《大公報》及巨潮資訊網www.cninfo.com.cn上

發布的《關於參與高明土地使用權競買的公告》。
2、審議通過關於增補董事會審計委員會成員的議案；
同意9票，反對0票，棄權0票
公司董事會《審計委員會實施細則》第三條規定： 「審計委員

會成員由三至五名董事組成，獨立董事應佔多數，其中至少一名獨
立董事為會計人士。」由於此前公司董事會審計委員會三名成員相
繼辭職，原有的五名成員目前僅剩兩名，不符合董事會審計委員會
人員組成規定。現增補吳勝波董事作為審計委員會成員。

3、審議通過關於修改資產減值準備管理制度的議案。
同意9票，反對0票，棄權0票
詳細內容見巨潮資訊網www.cninfo.com.cn刊登的《資產減值

準備管理制度》。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12年12月11日

【本報記者柏永、通訊員許慶勇合肥十一日電】安徽省
肥東縣政府日前與中金信合投資公司簽約，擬在肥東建設世
界級帆船俱樂部和文化公園。該項目計劃總投資120億元，
佔地230.7公頃，包括一個國際帆船俱樂部、一個濕地公園
、一個文化產業園和一個旅遊休閒度假村，預計六年能建成
。

北京中金信合投資公司總裁、美國國家帆船俱樂部聯合
會副主席、中國海陽國際帆船俱樂部董事長李以恕表示，將
在巢湖北岸建成集文化產業區、濕地文化公園區、帆船體育
休閒產業區和旅遊休閒文化產業區為一體的城市文化綜合
體。

中金信合在皖建帆船俱樂部

【本報記者袁成志海口十一日電】海南離島免稅政策十
一月一日起實施調整，據離島免稅海關監管信息系統的十一
月數據顯示，三亞、海口兩家免稅店對離島旅客銷售免稅品
39.2萬件，銷售金額2.7億元（人民幣，下同），共10萬名
旅客消費，比十月份分別增加41%、35%和19%。

自執行離島免稅新政策以來，中免三亞免稅店、海免海
口美蘭機場免稅店免稅商品的銷量和銷售金額得到了很大提
升。

據悉，十一月份，海口免稅店日均銷售額比十月份增長
38%，每日消費人數增幅達到17%，日均銷量由1645件增加
至近2700 餘件，增長幅度為65%，總銷售金額約4000 萬元
，環比增長39%。三亞免稅店11月累計接待顧客37萬多人
次，環比增長25%，購物人數超過8萬人，環比增長18%，
銷售金額約 2.3 億元，環比增長 23.5%，僅十一月三十日當
天，三亞市內免稅店繼今年春節以來單日銷售額再次突破千
萬元。

免稅商品主要以奢侈品居多，免稅購物限額調整為
8000 元，促使中高檔免稅品銷售量大增，十一月份，海南
5000 元至 8000 元的中高檔免稅品銷售金額環比增長 59%，
8000元以上商品銷售量環比也增長16%。

此外，政策調整後，香化、箱包、手表三大品類商品在
離島免稅銷量增長方面的表現也尤為突出，三亞十一月份香
化商品銷售件數增長幅度超過50%，海口免稅店內化妝品日
均銷售數量達1317件，增幅41.3%，高價手表在新政策實施
以後，日均銷售額更提升至十月份的5倍。

瓊離島免稅品銷售增35%

AIG美國股份今年以來累漲44%，周一收盤報33.36美元，以該收市價計，
2.342億股份價值78.1億美元（約609億港元）。財政部指出，配售由美銀美林
、花旗、德銀、高盛及摩根大通負責。完成配售後，華府不再持有AIG股份，
但保留若干認股權。財政部現時約持有AIG約16%股份，發布聲明後，AIG股份
盤後交易一度下跌至32.80美元。

2008年12月華府出手 「拯救」AIG時，莫說因此獲利，就算收回資金，令
身背巨債的AIG 「淨身出戶」，似乎也是一種奢望。當時華府官員表示AIG 「大
到不能倒」，公司憑藉各類複雜的金融產品，與各大金融機構利益相連，若其破
產，會引致骨牌效應，震動全球經濟。考量各種方案後，政府決定以公帑迅速
「國有化」AIG，在金融業中也引起很大爭議。

金融危機時最多注資1820億美元
財政部向AIG注資最多時達1820億美元，持股量達92%。但過去幾年來，

華府五次出售AIG股份，最近一次在今年9月，出售約6.37億股，每股平均價格
約32.5美元，已不再是最大股東。未計算最新一次的售股，當局已淨獲利151億
美元。華府未有公布出售股份的具體日期，不過以過往記錄來看，往往公告後一
兩日內，股份就會被拋售。不過此次不同的是，AIG發言人表示，公司此次不會
接手華府拋售的股份，而在過去幾輪股份配售中，AIG以遠低於資產淨值的股份
價格，回購了幾億股公司股份。

摩根士丹利銀行分析員在周一時表示，現時AIG管理層正積極處理許多金
融海嘯和政府救援的遺留問題，包括降低投資組合風險係數，尤其關注次按資產
，公司也將明星資產如一部分海外人壽保險業務賣盤，以減少債務，降低政府持
股。而帶領這一轉折的 AIG 行政總裁 Robert Benmosche，早前曾表示，把 AIG
重新變成無政府持股的公司，是他的首要任務。AIG在今年9月份時提交的一份
規管文件中披露，美國財政部有大約268萬股普通股認股權，行使價格是每股50
美元，而過去四年中，AIG股價僅僅有幾天，高於每股50美元。

友邦9月被沽後衝上31.8元
此外，AIG持有的友邦（01299）股份，周一禁售期屆滿，昨日友邦股價升

2.8%，報30.75元。此次解禁股份達15.29億股，市傳AIG是因為需向美國財政部
還債而賣股套現，故而也在市場預期之內，股價反而有支持。今年3月AIG首次
沽友邦，雖然當時AIG以7%折讓價配售，惟配售股份上板後，友邦股價即反彈
3%回勇。9月AIG第二次沽友邦股份套現時，AIG更以溢價沽貨，及後友邦股價
更衝上31.8元歷史新高。

此外，外電早前報道指出，AIG本月7日發表聲明指出，經過初步計算與統
計，颶風 「桑迪」將會給公司帶來至少13億美元的稅後損失，另外AIG擬出售
飛機租賃公司（ILFC）的控股權，以向美國財政部還債。

平保（02318）公布首11個月累計保費收入，平安人壽
錄得 1191.8 億人民幣（下同），較去年同期增長 8.3%，平
安財產保費收入升19.5%至89.3億元，平安健康及平安養老
保費收入分別升72%及16%，達1.9億及54.8億元。

另外，太平保險（00966）公布附屬公司的保費收入，
其中太平人壽首 11 個月，累計保費收入為 329.98 億元，按
年增長 14.2%。太平財險保費收入錄得約 69.27 億元，同比
升 33%。至於太平養老保費收入為 8.44 億元，大幅增近
71%。

▲ 俊和主席彭
一庭（左二）
和副主席彭一
邦（右二）均
表示，面對人
工等成本急漲
，集團仍有信
心未來幾年的
純 利 可 維 持
10%的增長

俊和發展（00711）截至 9 月底止
上半財年錄得純利增長 10%至 3717 萬
元，每股盈利3.8仙。不派中期息。主
席彭一庭表示，面對人工等成本急漲，
集團仍有信心未來幾年的純利可維持
10%的增長。他又指出，面對內地宏調
等經常變動的政策，集團未來將集中在
廣東省尋找房地產發展機會，包括珠海
、增城和佛山等地。

彭一庭表示，集團未來無意在中國
北方發展，而會集中在華南地區如廣東
省發展，而石家莊項目目前剩餘 60 至
70個單位，預料均價約1萬元人民幣，
而汕尾項目已出售套現逾1億元。被問
及會否配股集資，他則表示，由於目前

股價折讓太大，現階段未有考慮股本融
資，但會選擇從銀行借貸和引入合作夥
伴。

集團目前建築業務佔總收入87%。
副主席彭一邦指出，隨着港府十大工程
陸續推出，加上澳門亦有多間賭場在興
建，建築業內出現人手短缺問題，令建
築成本上升，他預期相信人手問題至明
年中將達高峰期。他表示，集團未來會
將有關成本在新投標工程中反映，希望
透過增加工程量，以薄利多銷方式，冀
保持純利率維持 2%。截至 9 月底，公
司手頭工程合約價值 220.1 億元，尚未
完成合約為 106.4 億元。期內，集團奪
得7個項目，總合約金額約27.1億元。

俊和集中廣東覓地產項目

AIG金融海嘯後走過歷程
08年9月

08年10月

08年11月至09年3月

10年3月

10年10月

11年5月

12年6月

12年9月

12年12月

12年12月

AIG瀕臨破產，華府以850億美元拯救

AIG與美聯儲達成協議，獲得另一輪378億美元資金

政府注資AIG的方案兩次重組，華府因此獲得AIG旗下
人壽保險分支ALICO和AIA（友邦）的優先股權

AIG達成協議以155億美元出售ALICO

友邦（01299）在港上市，AIG出售約三分之二的股權

美國財政部首次出售AIG股權，持股由92%降至77%

美聯儲表示AIG已將所有政府拯救貸款清還，包括利息

美國財政部第五次出售AIG股權，持股降至約20%

AIG公布即將出售ILFC約90%股權，ILFC市值約52.8
億美元

美國財政部表示會盡沽餘下的2.342億股AIG股份，市
值約78億美元

本公司及其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內
容的真實、準確、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
陳述或重大遺漏。

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屆董事會第十五
次會議於 2012 年 11 月 30 日發出會議通知，並於
2012年12月10日下午3:00在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
司 2006 會議室召開，會議應到董事 9 名，親自出
席 會 議 的 董 事 9 名 。 會 議 由 董 事 長 YEUNG
Kwok Wei Richard（楊國威）先生主持，會議
的召開和表決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規定。與會董事先行確認了2012年10月25日
和 2012 年 11 月 5 日的董事會會議紀要，並逐項審
議通過了如下決議：

一、同意遞交給深圳證券交易所的關於公司

經營狀況補充資料和公司通過債轉股方案後經營
狀況估計，供2012年12月17號股東大會通過債轉
股方案後使用。表決結果：贊成9票，反對0票，
棄權0票

二、決定聘請一家會計師事務所檢查公司關
聯交易的執行狀況。

表決結果：贊成9票，反對0票，棄權0票
說明：公司不會聘請年度審計機構檢查公司

的關聯交易執行情況。
特此公告。

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12年12月12日

證券簡稱：*ST武鍋B 證券代碼：200770 公告編號：2012－049

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屆董事會第十五次會議決議公告

證券簡稱：*ST武鍋B 證券代碼：200770 公告編號：2012－050

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內

容的真實、準確、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
陳述或重大遺漏。

2010 年 3 月 30 日，公司披露了《武漢鍋爐股
份有限公司第四屆董事會第十九次會議決議公告
》（公告編號：2010－011），本次會議審議通過
了《關於提請公司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簽訂公司
股票被暫停上市後相關協議的議案》，並且該議
案已提交 2009 年度股東大會審議通過。《武漢鍋
爐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東大會決議公告》披
露於 2010 年 5 月 11 日的《證券時報》、《大公報
》和巨潮資訊網（公告編號：2010－021）。

公司在獲得股東大會批准上述事項後，已聘
請長江證券承銷保薦有限公司、長江證券股份有
限公司作為公司恢復上市的保薦人和終止上市的

代辦機構；已聘請中國證券登記結算公司深圳分
公司為股份託管、登記和結算機構；並與上述機
構簽訂了公司股票被暫停上市後的相關協議和辦
理公司股票終止上市以及進入代辦股份轉讓系統
的有關事宜。

公司董事會提示投資者，公司股票在暫停上
市期間，若出現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
（2008 年修訂）》等規則規定的終止上市情形，
公司股票將終止上市，董事會特別提示投資者注
意投資風險。

特此公告。

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12年12月12日

據市場消息透露，中國機械設備工程（01829）昨日同
時開始國際配售及公開發售，發售股份中約九成屬國際配售
，反應十分熱烈，昨日已獲得兩倍超額認購；惟公開發售方
面，昨日綜合四間證券商統計，僅借出700萬元孖展額，相
對於公開發售集資3.8772億元遠未足額。

另據路透社旗下IFR報道，內房企業金輪集團已通過港
交所（00388）上市聆訊，擬最快本周五（14日）路演及公
開招股，集資8000萬美元（約6.2億港元），安排行為法巴
及中銀國際。承銷商報告指公司的估值介乎28.9億至45億
港元之間，相當於2013年資產淨值折讓介乎45%至59%。市
傳中國白銀集團（00815）亦擬最快於同日起公開招股，集
資約5000萬美元，安排行為建銀國際；而惠生集團（02236
）則擬於本周四公開招股。

中國機械配售超購兩倍

平保財險保費升19.5%

■法荷航2年削5億歐元
法荷航發表聲明稱，於未來2年內，計劃進一步削減5

億歐元（6.45億美元）的資本支出。其中明年削減3億歐元
的開支，還有 2 億歐元將從 2014 年的開支中削減。該公司
目標至2015年，營業利潤達到佔銷售額6至8%的水平。

法荷航計劃從非燃油成本中減少10%的支出，並削減20
億歐元的債務。資本開支的控制，將抑制公司購買飛機。都
柏林券商Goodbody Stockbrokers給予法荷航 「買入」評級
，分析師Donal O'Neill表示，這是一個必要的舉措，但或
會給機隊較集團年輕的航空競爭者機會。

■東方海外亞新線加價
東方海外（00316）宣布，為確保可繼續提供一貫的優

質服務及充足的載運力以滿足客戶業務的需要，將由明年1
月15日開始實施新一期的運費調整計劃。由亞洲至新西蘭
的運費，每標箱將加收200美元。

股票簡稱：佛山照明（A股）、粵照明B（B股） 股票代碼：000541（A股）、200541（B股） 公告編號：2012-067q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屆董事會第二十七次會議決議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本公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
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

一、交易概述

1、根據佛山市高明區招標投標交易中心GMT2012038G【佛
明（掛）2012-038】公告，將於 2012 年 12 月 12 日至 2012 年 12
月24日在佛山市高明區招標投標交易中心公開掛牌出讓位於佛山
市高明區荷城街道（富灣）照明大道以北、恆昌路以東地塊（工
業用地）國有建設用地的使用權，該地塊使用權面積 479356.38
平方米（合約719.03畝），掛牌起始價20852萬元。為增加公司
經營性土地儲備，保證公司可持續發展，董事會同意授權管理層
參與高明土地使用權競買有關事宜。

本次競買不構成關聯交易，也不構成重大資產重組。
2、本次參與高明土地使用權競買有關事宜已於2012年12月

11日經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第二十七次會議審議通過。
公司獨立董事劉振平、薛義忠、竇林平對本次參與高明土地

使用權競買有關事宜發表了獨立意見，認為此次參與競買高明土
地使用權符合公司實際情況，有利於公司的可持續發展。公司董
事會審議和表決該議案的程序合法合規，通過掛牌競買的方式充
分體現了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不存在損害公司及廣大股東
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參與競買高明土地使用權。

3、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及《公司章程》的規定，此次交易是
在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的額度內進行的交易事項，由董事會履行
決策程序，無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二、交易方的基本情況

佛山市國土資源和城鄉規劃局是主管全市國土資源和城鄉規
劃管理工作的市政府工作部門。

三、交易標的基本情況

該地塊位於佛山市高明區荷城街道（富灣）照明大道以北、

恆昌路以東，地塊總面積 479356.38 平方米，土地用途為工業用
地，土地出讓年限為50年（自成交之日起計算使用年限），容積
率≥0.8，35％≤建築密度≤60％，綠地率≤20％。

四、該地塊掛牌出讓情況

（一）掛牌時間：2012年12月12日至2012年12月24日；
（二）出讓方式：掛牌出讓；
（三）掛牌起始價：20852萬元；
（四）競買保證金：4171萬元。

五、本次競買土地使用權的目的和對公司的影響

公司現在位於佛山市禪城區汾江北路（公司註冊所在地）的
生產廠區，因城市建設發展規劃，周邊土地性質已有所變化，廠
區南側已經規劃為商住用地；廠區所在區域也被劃為交通管制區
域，貨車分時限行，交通及周邊環境因素對生產的影響日益突顯
。若參與競買本次地塊成功，可增加公司經營性土地儲備，保證
公司可持續發展。
六、其他

公司本次參與競買該地塊土地使用權所需的資金全部來源於
公司自有資金。

公司將根據本次競買實際進程，及時履行後續信息披露義務
。
七、備查文件

1、第六屆董事會第二十七次會議決議；
2、獨立董事出具的《關於參與高明土地使用權競買的獨立

意見》。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12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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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參與高明土地使用權競買的公告

▲美國財政部此次出售AIG股票，套現76億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