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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異常波動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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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公司B股股票交易連續三個交易日的交易價格觸及漲幅限制。
●經問詢公司控股股東及間接控股股東，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公司控股
股東及間接控股股東不存在應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由於股票交易異常波動，公司A股股票、B股股票於2012年12月19日同
時停牌一小時
一、股票交易異常波動的具體情況

2012 年 12 月 14 日、12 月 17 日和 12 月 18 日，公司 B 股股票交易連續三
個交易日的交易價格觸及漲幅限制，屬於股票交易異常波動。
二、公司關注並核實的情況

截止目前本公司生產情況穩定，除公司目前已啟動股權分置改革外，未
發現對公司有重大影響的事件。本公司股權分置改革方案（草案）主要包
括：大新華物流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豁免4億元現金債務並相應形成的資
本公積金向股權登記日在冊的股東定向轉增股份，主要包括向全體A股流通
股東每10股轉增12.9162股，向大新華物流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和全體B
股流通股東每10股轉增8.1194股。本方案已經於2012年12月8日披露，尚
須2012年12月28日召開的第五次臨時股東大會暨相關股東會議審議方可生
效；且本公司非流通股份中存在國有法人股，本次股權分置改革方案中，對
該部分股份的處分尚須在相關股東會議召開前，經國有資產監督管理部門審
批同意。

除上述事項，本公司確認不存在應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
限於涉及公司的股權轉讓、非公開發行、資產重組等重大事項。

經徵詢本公司控股股東及間接控股股東後，本公司控股股東大新華物流
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及間接控股股東海口美蘭國際機場有限責任公司均表
示，除上述事項外，目前未發現存在對公司股票交易價格可能產生重大影響
的事件。截止目前為止並可預見的三個月內不存在應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
息，包括但不限於涉及公司的股權轉讓、非公開發行、資產重組等重大事
項。
三、是否存在應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聲明

公司董事會確認，除前述第二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項外，截止目前並在可
預見的三個月內，沒有任何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等有關規
定應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項或該事項有關的籌劃、商談、意向、協議等，
公司董事會也未獲悉本公司有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等有關
規定應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對本公司股票交易價格產生較大影響的信息。

公司將嚴格按照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和要求，及時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並提醒投資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報紙為《中國證券報》、《上海證券報》、
《大公報》以及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請廣大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

以上特此公告，並提醒投資者注意風險。

天津市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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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破格產品抗勁敵 股價跌穿500美元

日央行傳接納2%通脹目標
西班牙經濟每況愈

下，令更多公司和家庭
住戶無法及時還債，導
致銀行的壞帳與整體借
貸比率在 10 月份升至
歷史新高。

西班牙中央銀行昨
日在網站中表示，10
月份銀行壞帳與整體借
貸的比率升至破紀錄的
11.23% ， 比 起 9 月 的
10.71%更高，當月的壞
帳增加 74 億美元，令
銀行體系的壞帳總額升
至 1896 億 美 元 （ 約
14694 億港元）。至於
當地的按揭拖欠利率，

第3季升至3.49%，高於次季的3.16%。西班牙央行表示
，企業違約率在第3季升至16.56%，高於次季的14.9%
，而與物業有關的貸款違約比率亦急升逾三成。

西班牙經濟連續第5季錄得收縮，令企業違約持續
創歷史新高，原因是銀行公布的企業、家庭和消費者壞
帳持續增加，同時與物業有關的有問題帳目亦不斷上升
。憂慮到疲弱無力的銀行能否抵抗與物業有關和不斷上
升的壞帳，當地政府6月份要求歐洲聯盟出手救銀行。

Espirito Santo 投資銀行分析員 Pablo Lopez 表示，
很明顯這方面壞帳的水平一直在上升，銀行出現壞帳的
機會十分高。

另外，西班牙 SAREB（銀行業重組資產管理公司
）表示，德意志銀行、巴克萊銀行和法國保險公司安
盛昨日同意入股該行。私人投資者願意向這家專門以
大折讓價錢買入銀行壞帳的銀行投資 5.24 億歐元，此
舉將有助西班牙地產泡沫爆破後，解決銀行壞帳的問
題。這家SAREB銀行，將會吸收西班牙數十億歐元的

壞帳，以協助這些銀行改善其資產負債表。
在購入壞帳後，SAREB 將會在適當時候沽出
以賺取利潤。

SAREB 昨日表示，在德意志、巴克萊、
安盛8家當地銀行和3家當地保險公司願意入
股後，現時集資到的資金為 5.24 億歐元，而
從西班牙地方政府支援的有秩序重組基金中，
亦集得資本4.31億歐元。

美國 「財政懸崖」談判出現積極信號，總統奧巴馬願在稅收
總額及富人增稅問題上讓步，同意將未來10年稅收總額減少2000
億美元，並將增稅對象從年收入25萬美元以上人群，縮小至年收
入40萬美元以上人群，兩黨分歧縮小，預算談判結果現雛形。

奧巴馬與眾議院議長博納周一分別再提新方案，奧巴馬同意
僅對年收入超過40萬美元的人群增加稅率，雖與共和黨的提議仍
有差異，但顯示雙方分歧正在減小。另據知情人士透露，奧巴馬
還同意調低未來 10 年增稅總額至 1.2 萬億美元，較其之前方案減
少2000億美元，開支削減規模為1.22萬億美元。

兩黨財崖談判具雛形
消息還透露，奧巴馬放棄為增加美國債務上限設立永久機制

，而是同意在未來兩年內提高債務上限。他還同意採用新的通脹
計算方法，這將會導致社會保障養老金計劃收益減少。

在奧巴馬的妥協下，兩黨為避免 「財政懸崖」的預算談判已
經初具雛形，新增稅收將不少於 1 萬億美元，開支削減規模或將
高達1萬億美元，美國債務上限亦將提高。這是奧巴馬與博納8日
之內的第 3 次會面，雙方正努力爭取在年底前達成協議，避免明
年初自動觸發6000億美元的稅收增長及開支削減，使美墜入 「財
政懸崖」。

但博納卻對總統的妥協不買帳。他的發言人在會後表示拒絕
奧巴馬的最新方案，稱方案 「不平衡」，但他又稱這代表了 「向
正確的方向邁出一步」。而知情人士透露，這還不是奧巴馬最終
的方案，或表示總統還將再做妥協。《金融時報》報道稱，雙方
最終或同意對年收入超過50萬美元或75萬美元人群增稅。

不過，奧巴馬與博納的談判也只是達成最終預算的第一步。
若共和黨保守派認為博納妥協過多，或會在眾議院拒絕通過他的
方案。博納當地時間昨日與其黨內成員就最新方案進行協商。而

奧巴馬亦面臨同樣問題，讓步過多將會引起黨內成員的反對。參
議院多數黨領袖瑞德（Harry Reid）表示，國會成員或需於聖誕
節後返回華盛頓，對方案進行表決。

奧巴馬同意富人增稅讓步

受經濟放緩抑制借貸，以及銀
行收緊貸款條件影響，目前美國銀
行存款量比貸款量高出2萬億美元
（約15.5億港元），為史上最高。

美國聯儲局數據顯示，截至
12月5日的今年內，銀行存款量增
加 8.7%，達 9.17 萬億美元，至歷

史高位。而同期貸款增加 3.7%，
達 7.17 萬億美元，兩者差距達史
上最高的2萬億美元。

自 2008 年 10 月雷曼兄弟破產
以來，美國銀行存貸款之間的差距
開始擴大，當時銀行貸款超出存款
2050 億美元，出現按揭貸款泡沫
。聯儲局為刺激消費及公司開支，
連續4年保持接近零厘的超低利率
，但受消費者削減家庭債務以及銀
行收緊貸款條件影響，低息政策作
用十分有限。

加拿大皇家銀行經濟分析員卡
西迪（Gerard Cassidy）稱，超低
利率限制投資選擇，因此儲戶甘願

將錢存入銀行。他稱， 「貸款者目
前仍在進行去槓桿化，所以借貸需
求未達到經濟復蘇應有的水平，再
加上低息環境，就導致了這一意想
不到的後果。」

目前銀行每獲得1美元存款，
會貸出 78 美仙，低於卡西迪所認
為的 「最佳水平」95 美仙。富國
銀 行 行 政 總 裁 斯 坦 普 夫 （John
Stumpf）上個月接受《財富》雜誌
訪問時表示，正努力使本行實現存
入1美元，貸出1美元的狀態。據
斯坦普夫稱，富國銀行9月份時，
每美元貸出 80 美仙，貸款比存款
少2000億美元。

華爾街對如何評估蘋果前景爭論不
下，生產 iPhone 的蘋果股價近期表現
欠佳，周一股價徘徊每股500美元水平
，投資者對 iPhone 5 在中國熱賣感到
興奮，但同時間擔心蘋果 2013 年的電
視業務大計，質疑其長期增長前景。蘋
果股價 9 月創每股 702.1 美元新高位後
，自始跌逾四分一，分析員對其能否維
持以往盈利能力感到憂慮，短線投資者
趁高獲利離場。

市值不足5000億美元
蘋果目前市值跌至不到 5000 億美

元，並曾經跌穿每股500美元以下，為
2月以來首見。蘋果股價周一紐約市場
收市報每股519.17美元。雖然周一蘋果
宣布周末 iPhone 5 中國勁銷超過 200
萬部，創出新紀錄，不過股價未見受消
息刺激大幅反彈，很多分析員對此感到
失望。只有少數華爾街分析員看好蘋果
股價，事實上，包括花旗等分析員上周
陸續調低蘋果股價預測目標。

目前甚少分析員預期蘋果將很快成
為市值1萬億美元的公司，但今年年初
很多分析員普遍看好蘋果市值衝1萬億
美元。根據 Thomson First Call 預測，
蘋果股價目標預測為每股754美元，僅
高於9月時高位7%而已。

自從本月 16 日以來，最少有 5 名
分析員調低了蘋果的股價目標，部分認
為從供應商對蘋果產品的反應可以看出
其 iPhone 與 iPad 的銷售將不如預期。
iPhone和iPad是蘋果目前兩大鎮店之寶

，若需求下降，將會打擊其增長前景。

銷量近飽和需求將跌
北 岸 資 產 管 理 投 資 組 合 經 理

Michael Obuchowski表示，蘋果正受捆
，市場一直迫使蘋果推出新的破格產品
，可惜一直未能成事，最新推出的
iPhone 和 iPad mini，只是根據從前產
品而略為升級而已。

Pacific Crest 證券的分析員 Andy
Hargreaves 亦認為，蘋果的銷量已近飽
和，需求將會逐漸回落。他指出，全球
消費者對於iPhone 5的需求未如預期
強勁，雖然iPhone 5是市場上最暢銷
的高級智能手機，但隨產品的需求飽
和，加上全球經濟下滑，相信會打擊銷
量。他把 iPhone 5 明年銷售額的目標
由原來的8430萬部調低至6240萬部。

花旗分析員 Glen Yeung 在投資者
通訊中表示，蘋果的亞洲供應商報稱已
削減訂單，令人懷疑 iPhone 5 的熱門
程度。花旗因而把蘋果的投資評級從買
入降至中性，並把股價目標由675美元
調低至575美元。

生產電視機或重振聲威
不過，蘋果行政總裁庫克仍然讚賞

蘋果的表現，對於 iPhone 5 在中國勁
賣，他形容為 「不能置信」之事。他強
調中國是蘋果非常重要市場。可是，很
多分析員仍然關注蘋果中國市場面對
「土產」手機商強勁競爭，市場佔有率

被搶佔漸縮細情況，甚至愈來愈多揣測

蘋果可能推出較為低檔次 iPhone 版手
機，力求擴大新興市場份額，但如果真
的推出較低檔次手機設備，就不能享有
現時高邊際利潤。事實上，蘋果 10 月
時警告iPad mini與其他產品推出市場
後，將會稀釋今季邊際利潤。

分析指出，蘋果的中國故事仍然是
個大問號，因為蘋果需要在中國維持強
勁銷售狀況。

花旗分析報告看淡蘋果前景，但摩

根士丹利科技分析員 Katy Hubert 則持
相反意見，稱投資者對 iPhone 和 iPad
需求持續性過分擔心，調查顯示iPhone
和 iPad 的強勁需求將會延續至 2013 年
。巴克萊分析員指出，蘋果生產的電視
機必能令其重振股價聲威。

分析員看淡蘋果股價，但投資者的
看法卻不同，至今蘋果股價借貸沽空只
有 0.2%，相對標普 500 指數平均 3%沽
空比重為低。

據外電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日
本央行本周將會放寬貨幣政策，同
時考慮 2013 年 1 月前接納 2%通脹
目標，以回應首相安倍晉三加強打
擊通縮的要求。

據悉，日本央行行長白川方明
周二到訪自民黨總部時，安倍晉三
罕有提出推動更高通脹目標。安倍
對傳媒表示，在選舉活動時已經對
白川方明提出 2%的通脹目標。自
民黨贏取周日選舉捲土重回，當選
後任務是推行更大規模財務開支，
達到重振經濟效果，以及實施無限
貨幣寬鬆措施，目的為把通脹推升
至2%水平。

消息人士對路透社表示，日本

央行受到來自安倍晉三和自民黨的
壓力，本周將會放寬政策，可能開
始討論如何配合安倍的較高通脹目
標。

安倍晉三將於 12 月 26 日組成
新內閣，日本傳媒稱安倍或委任麻
生太郎為財首。麻生太郎曾經擔任
首相，預料會配合新首相安倍推行
積極寬鬆措施。分析稱，這意味日
本央行將會在 2013 年 1 月 21 日至
22 日的政策制定會議上，作出相
應回應。

經濟分析員指出，安倍晉三的
言論引發本周日本央行擴大寬鬆的
揣測，日本央行可能加大購買政府
債的規模，而 2013 年料為貨幣寬

鬆政策重要的一年，因為日本央行
將會更換領袖。

路透社上周進行的 19 位經濟
員調查預測，日本央行本周可能擴
大其原本的91萬億日圓（1萬億美
元）資產購買規模。目前日本央行
的通脹目標是 1%，央行預測長期
物價升幅為零至 2%。白川方明對
傳媒稱，他沒有與安倍討論過貨幣
政策，他只是拜訪首相，但仍然引
起外界對二人的揣測。

事實上，今年以來日本央行先
後4次放寬貨幣政策，加大資金購
買和借貸計劃，但安倍等政界人士
批評日本央行施行的措施力度不夠
，未能結束長達15年的經濟通縮。

美國蘋果公司股價近期走軟，並一度跌穿每股500美元，為2
月以來首見弱勢。雖然 iPhone 5在中國發售首周末勁賣超過200
萬部，不過蘋果打算2013年推出電視的新業務大計，反而令投資
者對蘋果長期增長前景抱有疑問。一眾本來最看好蘋果的分析員對
其銷售前景大幅轉淡，認為要有新的突破性產品，才可以抵擋三星
和谷歌的攻勢。

本報記者 鄭芸央

美銀行存款比貸款多15億

蘋果與三星就專利權上庭打官司白熱化，加
州一名法官最新裁判，否決三星尋求新訴訟，同
時拒絕蘋果提出對三星26款設備的禁售令。

今年8月加州法庭裁定三星智能手機侵犯蘋
果 iPhone 設計和專利，蘋果獲超過 10 億美元罰
償。12 月初，蘋果與三星再度重返法庭指責對
方，周一黃昏法官作出最新上述裁決。

判決表示，蘋果要求永久禁止 26 款三星產
品出售的提控不成立，原因是蘋果未能展示其所
帶來不能挽回損害。與此同時，蘋果未能說服法庭
有關專利設計是客戶對智能手機需求的推動力。

三星在較早前聽證上抗辯，只有三款產品蘋
果尋求禁制令的仍在美國發售，並都重新設計因
而不會侵犯蘋果專利。蘋果未能證實三星的侵權
與iPhone及Galaxy S2和三星其他智能手機之間
影響有直接關係。

分析料蘋果將會就裁決作出上訴，蘋果周一
對法庭判決沒有作出回應。三星則表示歡迎法庭
決定。分析指出，法院判決料會逼使蘋果和三星
就專利爭拗達成妥協，這次判決沒有針對三星，
法官似乎考慮到專利爭拗會打擊消費者利益，蘋
果與三星的官司兩方都沒有受惠，意味雙方可能
進行妥協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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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國銀行壞帳
1.4萬億破紀錄

▶奧巴馬同意僅對
年收入超過40萬美
元的人群增加稅率

▲投資者對▲投資者對iPhiPhone 5one 5在中國熱賣感到興奮在中國熱賣感到興奮

▲西班牙央行表示，10月
份銀行壞帳與整體借貸的比
率升至破紀錄的11.23%

▲日本央行行長白川方明對傳媒稱，他沒有與安
倍討論過貨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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