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豐向大股東賣台零售業務

料成首家見紅體育用品股

李寧拋18億清倉底貨
存貨積壓幾近溺斃體育用品行業，面對

高層要員接連跳船、大股東李寧透過財技變
相減持股份，負面消息不絕於耳的李寧
（02331），拋出18億元（人民幣，下同）
的 「渠道復興計劃」 ，務求解決銷售渠道庫
存積壓的問題。不過，分析員料成效難見，
加上李寧再次發盈警，有機會成為首家全年
業績 「見紅」 的體育用品股，拖累該股跌近
4%。

本報記者 李潔儀

■瑞建沽瑞房套4億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星期二B2經濟責任編輯：孫紹豪

港九風電釬同業公會有限公司
謹訂於二○一二年十二月卅日（星期日）中午十二時假太子道141號長榮大廈11字樓
本會所舉行二○一二年度全體會員大會是次同人大會主要事項如下：（1）報告周年
會務 （2）報告周年會計報告 （3）聘請核數師與律師 希本會會長及會員屆時請撥
冗出席共策來年會務及其他事項，特此通告，刊報三天

董事會主席：楊鑑 二○一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Stock Abbr.: ZJJT Stock Code: 000039 Announcement No.: [CIMC]2012-076

China International Marine Containers (Group) Co., Ltd.
Announcement On Listing Of The Overseas Listed

Foreign Shares By Way Of Introduction On The Main
Board Of The Stock Exchange Of Hong Kong Limited

China International Marine Containers (Group) Co., Lt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Company”) and all members of its Board of Directors hereby ensure that this
announcement is factual, accurate and complete without any false information, misleading
statement or material omission. And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is for reference only.
On 20 Nov. 2012, CIMC Group received from 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CSRC) the Reply on Approving China International Marine Containers
(Group) Co., Ltd. to Go Public on the Main Market of The Stock Exchange of Hong
Kong Limite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SEHK") (Zheng-Jian-Xu-Ke [2012] No.
1548) for the Company's application for listing location change and listing & trading of its
domestically listed foreign shares on the main market of SEHK through introduction. On
28 Nov. 2012, the Company obtained the approval papers from the Listing Committee
of SEHK regarding it conditionally approving in principle the Company's application for
listing location change and listing & trading of domestically listed foreign shares on the
main board of SEHK through introduction.
It's expected that the Company will receive the approval letter of SEHK on formally
approving the Company's H-share listing. Copies of the Listing Document which is
issu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under the Hong Kong Listing Rules will be
made available for information purposes only during normal business hours, from 17
December 2012 to 19 December 2012 (both days inclusive) at the office of Guotai Junan
Capital Limited at 27th Floor, Low Block, Grand Millennium Plaza, 181 Queen's Road
Central, Hong Kong and the office of the Company's Hong Kong legal advisers, Paul
Hastings, at 21–22/F, Bank of China Tower, 1 Garden Road, Hong Kong.
In addition, electronic copies of the Listing Document will be disseminated through the
website of the Company at http://www.cimc.com, the website of the cninfo at http://
www.cninfo.com.cn/ and the website of 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at http://www.
hkexnews.hk from 17 December 2012.

Board of Directors
China International Marine Containers (Group) Co., Ltd.

17 December 2012

證券簡稱：京東方A 證券代碼：000725 公告編號：2012-036
證券簡稱：京東方B 證券代碼：200725 公告編號：2012-036

京東方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第5.5代AM-OLED生產線項目進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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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京東方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本公司」）與鄂爾
多斯市佳奇城市建設投資開發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 「佳奇城投」）就
鄂爾多斯第5.5代AM-OLED生產線項目公司鄂爾多斯市源盛光電有限責任
公司（以下簡稱 「源盛光電」）股權轉讓事宜簽署了《鄂爾多斯市源盛光
電有限責任公司股權轉讓合同》，以人民幣400萬元的價格收購佳奇城投對
源盛光電400萬元人民幣出資（佔源盛光電0.20%股權），股權轉讓手續已
辦理完畢，源盛光電成為本公司全資子公司。隨後本公司向源盛光電進行
兩次增資，增資總額為14億元人民幣。2012年12月13日，源盛光電已完成
工商登記變更手續。增資後基本情況具體如下：

公司名稱：鄂爾多斯市源盛光電有限責任公司
地 址：東勝區鄂爾多斯裝備製造基地
實收資本：人民幣叁拾肆億零肆佰萬元
法定代表人：陳炎順
營業範圍：AM-OLED相關產品及其配套產品
股 東：京東方持股100%
目前項目進展順利，廠房現已全面封頂，正進行內部裝修工作。本公

司董事會將積極關注項目進展情況，及時履行信息披露義務。
特此公告。

京東方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12年12月17日

股票簡稱：深赤灣A/深赤灣B 公告編號2012-052
股票代碼：000022/200022

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屆董事會2012年度
第九次臨時會議決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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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以專

人送達和E-mail的方式發出第七屆董事會2012年度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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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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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以 9 票同意、0 票反對、0 票棄權的表決結果，

審議通過公司《關於向招行赤灣支行申請綜合授信額
度的議案》，同意本公司向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赤灣支行申請綜合授信額度等值人民幣貳億元整
（RMB200,000,000），期限叁年。

2. 以 9 票同意、0 票反對、0 票棄權的表決結果，
審議通過公司《關於向中信科園支行申請綜合授信額
度的議案》，同意本公司向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科園支行申請綜合授信額度等值人民幣叁億元整
（RMB300,000,000），期限兩年。

3. 以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的表決結果，審
議通過《關於為全資子公司深圳赤灣港集裝箱有限公司
提供擔保的議案》，同意為本公司全資子公司深圳赤灣
港集裝箱有限公司使用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赤灣
支 行 授 予 的 綜 合 授 信 額 度 人 民 幣 壹 億 肆 仟 萬 元 整
（RMB140,000,000）提供連帶責任保證擔保，期限叁年
。

以上擔保事項詳情請見公司同日公告的《為全資子
公司提供擔保的公告》（公告編號2012-053）。

三、備查文件
經與會董事簽字的第七屆董事會2012年度第九次臨

時會議決議。
特此公告。

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二○一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股票簡稱：深赤灣A/深赤灣B 公告編號2012-053
股票代碼：000022/200022

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為全資子公司提供擔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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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第七屆董事會於 2012 年 12 月 14 日召開了 2012
年度第九次臨時會議，採取通訊方式進行並做出決議。

會議應參加董事九人，共有九人參與通訊表決。會議審
議並全票通過了《關於為全資子公司深圳赤灣港集裝箱
有限公司提供擔保的議案》，現將有關事項公告如下：
一、擔保情況概述

近期，深圳赤灣港集裝箱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港
集公司」）為了滿足其資金綜合周轉的需要向招商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赤灣支行（以下簡稱 「招行赤灣支行
」）申請綜合授信額度。招行赤灣支行經審核港集公司
的財務狀況與資金計劃，擬同意為其提供人民幣壹億肆
仟萬元的綜合授信額度，期限叁年。同時，需要本公司
為港集公司使用授信額度提供擔保，本公司承擔連帶保
證責任。

本次擔保無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二、被擔保人情況
1、深圳赤灣港集裝箱有限公司

股權關係：為本公司直接和間接控股100%子公司
成立時間：1987年6月1日
註冊地點：深圳市蛇口赤灣
主營業務：集裝箱裝卸業務
註冊資本：人民幣貳億捌仟捌佰貳拾萬元
法定代表人：張寧
財務狀況：截止2011年12月31日，該公司經審計的

資產總額為人民幣 659,738,776 元，負債總額為人民幣
226,138,140元，或有事項涉及的總額為0，淨資產為人民
幣433,600,636元，利潤總額為人民幣149,321,233元，淨
利潤為人民幣113,376,532元。
截至2012年9月30日，該公司未經審計的資產總額為人
民幣675,600,412元，負債總額為人民幣161,565,026元，
或有事項涉及的總額為 0，淨資產為人民幣 514,035,386
元，利潤總額為人民幣107,245,237 元，淨利潤為人民幣
80,434,750元，公司信用狀況良好。
三、擔保協議的主要內容

港集公司將與招行赤灣支行簽署額度為人民幣壹億
肆仟萬元的綜合授信合同，有效期叁年。合同約定，招
行赤灣支行以本公司提供擔保為條件，給予港集公司人
民幣壹億肆仟萬元的綜合授信額度，本公司同意為全資
子公司港集公司承擔連帶保證責任。

本次擔保方式為連帶責任擔保，期限叁年。
四、董事會意見

董事會經過認真研究，認為以上擔保不會損害公司
利益，且對公司今後的發展有利，一致通過該擔保議案
。

本公司獨立董事李悟洲、郝珠江、張建軍對上述擔
保事項發表獨立意見如下：上述擔保事項的表決程序符
合《公司法》、《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等法
律法規以及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上述擔保事項根
據公司實際經營狀況是必要的。
五、累計對外擔保數量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對控股子公司銀行授信
額 度 累 計 擔 保 金 額 為 人 民 幣 陸 億 肆 仟 萬 元
（RMB640,000,000）佔公司2011年度經審計的淨資產的
18.46%，佔公司 2012 年 9 月 30 日未經審計的淨資產的
17.90%；本公司實際發生的累計擔保金額為人民幣貳億
捌仟伍佰萬元整（RMB285,000,000），佔公司2011年度
經審計的淨資產的 8.22%，佔公司 2012 年 9 月 30 日未經
審計的淨資產的7.97%，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對外擔保累
計金額為零。
六、備查文件

公司第七屆董事會 2012 年度第九次臨時會議決議
。

特此公告。

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二○一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惠刊廣告
健康東街39號

柯達大廈2座4字樓廣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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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寧解釋，集團早年迅速擴張行銷網絡，並搶佔
份額，隨着整個體育用品行業增速放緩，甚至出現飽
和現象，直言以往通過批發營運的模式已不再適合行
業發展。同時，面對過度擴張導致經銷商庫存增加，
直接影響零售店舖的盈利能力，現金流及財務狀況亦
持續惡化。

外資分析員引述副主席金珍君表示，早於數個月
推出 「渠道復興計劃」，強調從產品定價及銷售量情
況來看，市場測試反應正面，故董事會批准一次性斥
資約14至18億元，協助經銷商清理庫存、回購存貨等
，有關計劃將以非現金方式，透過應收帳抵銷進行，
不會影響業務現金流，預期集團未來兩年市佔率將可
提升至14%。

巴克萊：復興計劃風險多
不過，巴克萊認為，雖然李寧的變革計劃屬於正

面的轉捩點，但相對上半年應收帳款25億元及流動資
金13億元，今次的復興大計涉及成本龐大。該行指出
，復興計劃涉及大量參與者，單是分銷商便超過50個
，反映存在的風險及挑戰較多。該行重申對李寧 「減
持」評級，目標價維持2.7元。

有中資分析員指出，即使逾14 億元的復興計劃或
足夠解決短期庫存問題，惟行業結構性困局，加上李
寧政策 「走錯路」，仍需要重新塑造定位。他表示，
李寧盈利前景能見度低，預期短期股價仍有10%的下跌
空間。

另外，國泰君安表示，李寧斥資逾10 億元進行渠
道復興計劃，費用高昂，估計單是解決存貨問題便動
用最少30至40億元。該行指出，集團仍在為存貨回購
進行磋商，預期明後兩年的盈利能力預見度較低。根
據該行最近在晉江及深圳的調研顯示，李寧的零售端
客流量稀少，整體行業零售情況並不樂觀，相信李寧
的復蘇道路漫長，維持 「減持」評級及目標價 3.92 港
元。

屋漏偏逢連夜雨，庫存問題難以一時三刻獲得解
決，李寧的業績表現更令人失望，按照今年首11個月
未經審計帳目，董事會預期 2012 年全年將錄得大幅虧
損。

李寧昨日股價早段 「插水式」下滑，最多跌 5.5%
至4.62港元低位，收報4.7港元，跌幅達接近4%。

浙江玻璃經評估資產達23億
浙江玻璃（00739）昨宣布，公司聘請的資產評估機構

坤元資產評估對公司主要資產的價值作出評估結論。根據評
估報告，公司資產總價值合計22.93億元人民幣。其中包括
四間附屬公司，即浙江工程玻璃、浙江長興玻璃、浙江平湖
玻璃及浙江紹興陶堰玻璃的資產。

上述資產未包括以下資產，以下資產將另行評估一宗住
商用地面積58634平方米；杭州一處寫字樓建築面積766.01
平方米；及北京兩套住宅，建築面積分別為163.28平方米、
183.65平方米；還有公司的流動資產。另外，管理人已在數
份報紙及網站發布重整投資人招標，指符合條件的投資者，
有意參與公司重整均可參加投標。公司 H 股已自 2010 年 5
月3日起暫停買賣。公司稱，股份仍將暫停買賣，直至另行
通知為止。

內房股價近日屢創新高，吸引不少大股東 「抽水」。繼
融創中國（01918）屢遭大股東 「抽水」後，瑞安系亦有吸
水行動。據銷售文件顯示，瑞安建業（00983）全資附屬公
司New Rainbow Investments Ltd，在市場上配售1.21億
股瑞安房地產（00272）舊股，較該股昨日收市價3.9元折讓
5.1%至 7.7%，合共套現 4.356 億元至 4.477 億元，而餘下
2000萬股設有90日禁售期。該股昨日跌1.76%，收報3.9元
，成交4240萬元。另外，新世界中國（00917）公布，獲一組
銀行及金融機構提供9.2億元有期貸款融資，為期3年。該
融資將用作撥付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一般營運資金所需。

基金愛股利豐（00494）近年自然增長疲弱，面
對歐美經濟復蘇道漫長，加上業務架構臃腫、現金損
耗問題嚴重、第二大客戶沃爾瑪（Wal-mart）更改
採購合同，三年計劃達標無望。為加速發展，利豐決
定以最多逾5億元，向主要股東出售台灣地區零售業
務，套現2.8億港元，再作新收購。

利豐昨宣布，向主要股東馮氏控股 1937 旗下間
接全資附屬公司ILC International，出售台地區零售
業務 Roots 全部股本，初步現金代價為 5400 萬美元
（約 4.21 億港元），作價可予調整，惟不多於 6500
萬美元（約5.07億港元）。

發源地位於加拿大的Roots，在2009年9月，由
利豐旗下分銷服務供應商、前上市公司利和經銷收購
，具體作價一直未有披露。Roots在台地區設有零售
網絡，透過Roots的綜合零售業務模式，包括零售、
直接採購、產品設計及品牌管理等，讓利豐並不直接
從事零售業務。

料錄2.8億特殊收益
資料顯示，Roots 2011年全年除稅後淨溢利為

1.83億新台幣（約4941萬港元），按年急增1.2倍，
截至今年 6 月底止，Roots 未經審核資產淨值約為

4.55億新台幣（約1.23億港元）。
信達國際研究部高級分析員趙晞文相信，利豐今

次出售Roots業務，有機會因為當年收購後，未能體
現協同效應，故選擇出售套現再作收購，亦屬正常。
另外，利豐表明，出售業務將產生特殊收益約 3600
萬美元（約2.8億港元），將用作未來的收購。

較早前，韓國報章傳出，利豐有意斥資逾 14 億
元，收購韓國服裝製造商 Suhyang Networks，又指
收購已通過盡職調查，雙方就收購作價進行商討。市
場憧憬收購行動為集團帶來新元素，刺激股價昨日逆
市向好，午後抽高 2.7%至 13.66 元高位，收報 13.62
元，升幅達2.4%，是表現最好的藍籌股。

雅居樂（03383）公布，近期集團以總代價7.6億元人民
幣（下同）分別於雲南騰沖及廣東惠州兩地取得地塊。其中
，雲南省騰沖縣地皮價值2.4億元，總佔地面積為95萬平方
米，預計總建築面積為161萬平方米，樓面地價僅為每平方
米149元。集團計劃將其打造成為集五星級國際品牌酒店、
溫泉養生區、民族特色商業街等為一體的國際級休閒養生度
假城。而惠州市惠陽區的商住地塊則為5.4億元，總佔地面
積為103萬平方米，預計總建築面積為248萬平方米，樓面
地價為每平方米218元。

■雅居樂7.6億購內地兩地塊利豐過去5年出售的業務
日期

2007年11月

2011年6月

2012年1月

2012月12月

出售業務

長沙灣及粉嶺工業大廈物業

馬來西亞、印尼及新加坡醫
療設備業務

出售全威集團服裝零售

代理 「Roots」 品牌利豐亞
洲（台灣）

涉及金額（港元）

代價4.48億元，並以每月
479萬元租回物業

套現約4.5億元

約1.39億元

約4.212億

贊
助

成
效
備
受
質
疑

CBA

李寧（02331）痛極思痛，拋出
涉及最少14億元的復興計劃，雖然
計劃是以應收帳方式抵銷，並不涉
及現金，能否解決庫存問題仍有待
見證，但集團今年以 5 年 20 億元人
民幣的天價，成為中國男子籃球職

業聯賽（CBA）官方戰略合作
夥伴，市場質疑李寧 「花錢」
成效未見，甚至得不償失。

早前中國籃協向 12 名球
員發罰單，指未有按照規定穿着贊
助商李寧統一提供的球鞋，遭網民
狠批李寧開出 「霸王條款」。亦有
投資者質疑，該集團花上20億元贊
助，到底是否物超所值。

另外，繼與德國籃球協會簽訂
贊助協議，匹克體育（01968）宣布
，與美國職業籃球聯賽（NBA）球
隊多倫多暴龍隊簽訂贊助協議，進
一步拓展北美市場。這是繼邁阿密
熱火隊和休斯頓火箭隊後，匹克贊
助的第三支NBA球隊。

根據協議，匹克將成為暴龍隊
的官方贊助商，享有所有主場比賽
中展示匹克標誌及廣告的權利。匹
克主席許景南表示，隨着匹克品牌
在加拿大延伸，集團將加強在北美
洲的推廣活動，進一步拓展國際市
場。

▲李寧創始人、執行主席兼執行董事李寧

▲李寧以 5
年20億元人
民幣的天價
，成為中國
男子籃球職
業聯賽官方
戰略合作夥
伴

▲利豐行政總裁樂裕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