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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減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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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減持情況

1、股東減持股份情況

深圳市特發集團有限公司自最近一次披露《簡式權益變動報告書》（詳
見2012年8月14日刊登在巨潮資訊網、《證券時報》和香港《大公報》的相
關公告）後至今累計減持比例為2.13%。

2、股東本次減持前後持股情況

二、其他相關說明
1、本次減持是否違反了《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轉讓指導意見》

等有關規定：
□ 是  否
本次減持其間任意30天減持數量均未超過1%。
2、本次減持是否遵守了相關法律、法規、規章、業務規則的規定及其

在《股權分置改革說明書》、《收購報告書》等文件中所做出的最低減持價
格等承諾： 是 □ 否

按照相關規定，本公司代為履行公告義務。
特此公告。

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12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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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代碼：000056、200056

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訴訟進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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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重大訴訟事項的基本情況
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本公司」、 「深國商」）為

了妥善解決員工內部認購皇庭國商購物廣場商舖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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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該事項於2011年8月向深
圳市福田區人民法院（以下簡稱 「福田法院」）分別起訴了陳某某、宋某某
和李某某三人。融發公司於2012年7月收到福田法院作出的一審判決書（詳
見公司 2011 年年度報告附註中十、其他重要事項及 2012 年 7 月 5 日刊登於
《證券時報》、香港《大公報》和巨潮資訊網的2012-44號公告）。

融發公司及陳某某、李某某不服一審判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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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上述三案作出的二審民事判決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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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融發公司訴陳某某、李某某案件判決結果如下：
（1）原告與被告簽訂的《晶島國際廣場商舖內部認購書》合法有效；
（2）原告與被告簽訂的認購書應終止履行；
（3）駁回原告其他訴訟請求；
（4）駁回被告其他反訴請求。
其中融發公司訴宋某某要求確認原被告之間的內部認購關係無效案的判

決結果如下：
駁回原告深圳融發投資有限公司的訴訟請求。
三、案件二審判決情況
1、融發公司、陳某某及李某某商品房預約合同糾紛案：
經二審查明，當事人對原審認定的案件事實無異議，本院予以確認。
本院認為，本案應定性為商品房預約合同糾紛。原審關於涉案《認購書

》應屬於預約性質的商品房認購合同，而非本約性質的商品房買賣合同的認
定正確，本院予以確認。本案在二審的爭議焦點為：涉案《認購書》的效力
應當如何認定；上訴人陳某某、李某某要求融發公司繼續履行《認購書》的
請求能否得到支持。

關於第一個爭議焦點：深圳市中院認為，該《認購書》合法有效。原因
主要為《認購書》的簽訂是雙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且內容並不違反我國
法律、行政法規的相關規定。原審判決認定涉案《認購書》應屬於預約性質
的商品房認購合同，《認購書》合法有效正確，本院對此予以維持。

關於第二個焦點問題：深圳市中院認為，在深圳市房地產權登記中心向
融發公司核發的房地產證上，已經明確載明 「該項目限整體轉讓，不得分割
辦理房產證」。根據《合同法》的規定，本案雙方當事人簽訂的《認購書》
存在着合同法規定的法律上和事實上不能履行的情形，且融發公司亦明確表

示不願意履行該《認購書》。據此，原審判決認定該《認購書》存在履行的
法律障礙的情形下，解除《認購書》，並判令該《認購書》的履行並無不當
，本院對此予以支持。如《認購書》解除後，雙方當事人仍存有糾紛，可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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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二審案件受理費上訴人各自預交的部分，由上訴

人各自負擔。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2、融發公司與宋某某商品房預約合同糾紛案：
本院認為，原審關於融發公司與宋某某之間建立的法律關係屬於預約性

質的商品房認購關係，而非本約性質的商品房買賣關係的認定正確，本院予
以確認。本案在二審的爭議焦點為：上訴人融發公司要求確認其與宋某某之
間有關涉案商舖內部認購關係無效的請求能否得到支持。

對此，深圳市中院認為，融發公司與宋某某之間就涉案房產建立的認購
法律關係合法有效。首先，融發公司及其控股股東深國商向包括宋某某在內
的符合認購條件的公司員工發布內部認購的《晶島國際廣場項目首層內廣場
街舖內部認購操作方案（概要）》（以下簡稱 「認購方案」）和《關於員工
認購晶島舖位以實施激勵方案的公告》（以下簡稱 「認購公告」），是其真
實意思表示，且內容不違反我國法律、行政法規的禁止性規定；其次，宋某
某依據前述的認購方案和認購公告，向融發公司交納認購金，也是其真實意
思表示；第三、深國商發布的認購公告，已明確表述該方案經深國商董事會
審議通過，故融發公司與宋某某之間建立的商舖認購法律關係並未違反我國
公司法的相關規定；第四，融發公司已經就涉案房屋取得了房地產證，具備
了現房銷售的條件，不需再以取得商品房預售許可作為履行合同的要件。上
訴人融發公司以其將涉案商舖預售給宋某某違反了公司法的相關規定，且涉
案房屋未取得商品房預售許可為由，上訴請求確認其與宋某某之間確認的商
舖認購關係無效，既缺乏事實依據，又缺乏法律依據，且違反了民法的誠實
信用原則，本院對此依法駁回。原審判決認定涉案當事人雙方內部認購關係
合法有效正確，予以維持。綜上，原審判決除關於宋某某付款時間認定錯誤
外，其餘事實認定清楚，證據充分，適用法律準確，判決適當，依法維持。
上訴人的上訴理由缺乏依據，對其上訴請求亦予以駁回。

經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二審案件受理費11300元由上訴人負擔。本判決

為終審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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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公司關於員工內部認購事項處理的董事會和股東大會決議，2011年

年報中就該事項本公司已確認累計損失86,370,519.24元（其中：2010年度確
認營業外支出 76,907,913.24 元，2010 年度以前累計已確認 9,462,606.00 元）
。深圳市中院作出的二審判決結果與一審判決結果一致，因公司已於以前年
度報表中預估了可能導致的損失，故本次判決結果對公司以前年度和當期利
潤暫不產生影響。

本公司將對上述事項的其他進展情況保持關注，並視該事項進展積極採
取相應法律措施，如有其他進展將及時履行披露義務。

六、備查文件
1、民事起訴狀；
2、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12）深中法房終字第

2384號；
3、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12）深中法房終字第

2385號；
4、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12）深中法房終字第

2386號。

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12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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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增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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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或 「本公司」）於
2012年12月18日下午收市後接到公司董事長鄭康豪先生的通知，鄭康豪先
生控股的深圳市皇庭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增持了本公司部分股份，現將有關情
況公告如下：

1、增持人：深圳市皇庭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2、本次增持股份數量和比例：
鄭康豪先生控股的深圳市皇庭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於2012年12月14日至

2012年12月18日通過深圳證券交易所交易系統增持本公司A股789,875股，
佔公司總股本的0.358%，增持後其共持有公司股份7,361,469股，佔公司總股
本比例3.332%

本次增持後，鄭康豪先生和其控股的深圳市皇庭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百
利亞太投資有限公司合計持有本公司股份 38,197,172 股，佔公司總股本的
17.292％。

3、增持目的與計劃：基於對本公司未來發展的信心，鄭康豪董事長及
其控股的公司擬在未來12個月內繼續擇機增持公司股份，累計增持比例不低
於公司已發行總股份的3%（含本次已增持的股份）。

4、鄭康豪先生及其控股的公司承諾在後續增持計劃實施期間及法定期
限內不減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12年12月19日

股東名稱

深圳市特發集
團有限公司

減持方式

集中競價交易

減持期間

2012年11月5日
—2012年12月17日

減持均價
（元）

12.31

減持股數
（萬股）

221.06

減持比例
（%）

1.00%

股東名稱

深圳市特發集
團有限公司

股份性質

合計持有股份
其中：無限售條件股份

有限售條件股份

本次減持前持有股份
股數

（萬股）
1574.55
1574.55

0

佔總股本
比例（%）

7.13
7.13

0

本次減持後持有股份
股數

（萬股）
1353.49
1353.49

0

佔總股本
比例（%）

6.13
6.1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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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明年爭取穩中有進
集團總資產達3800億元

光控設人民幣夾層基金

招商局集團董事長傅育寧昨日出席招
商局創立140周年酒會前表示，由於全球
經濟增速放緩，國際貿易增速放緩，預計
明年航運業將面臨更多挑戰。他指出，明
年航運企業的目標應是 「穩中有進」 ，透
過自身的協調及調整，結合企業的內需轉
型，捉緊市場出現的有利機會。

本報記者 林靜文

傅育寧指出，今明兩年，國際貿易的增速或比全
球經濟增長的速度還低，這是過去 10 年罕見的現象
。他表示，航企應尋求自身發展，透過市場的協調或
調整自身的供求關係，或能在行業內取得一定的發
展。

「明年甚至是未來一段時間，航運業自身所面臨
的壓力還是很大的。希望航運企業能夠穩住，在穩定
的過程中，尋求一定的進展。」他說。

磋商海外收購
談及集團情況，他指出，集團將透過自身的協調

及調整，結合國際市場和中國內需的需要，以及全球
供應鏈管理的網絡建設，利用市場出現的有利機會，
彌補自己的不足。對問及海外收購，他說，集團正有
相關磋商，成熟時方對外公布。他又透露，到今年
12月底，招商局的總資產會達到3800 億元，管理的
資產將超過3.3萬億。

剛參加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傅育寧說，中國經
濟隨着自身經濟和全球經濟的融合深度加深，全球經
濟的發展勢態對中國經濟將產生直接影響。他相信未
來一段時間，全球經濟仍存在較多不明朗因素，美國
經濟復蘇緩慢，而中國經濟則相對穩健及可維持高速
增長，雖然 GDP 增長回落，未能達以往近 10%的增
速，仍屬健康水平，目前中國由投資及出口拉動經濟
增長，逐步轉型至由內需主導，認為回落屬必經過程。

他又認為，香港經濟與全球經濟相關程度很高，
對內地經濟的發展也有很高的依存度，相信未來經濟

發展雖存在挑戰，但也存在很多機遇，能為競爭優勢
較強的本港企業帶來發展機會。他稱，企業應當適應
未來經濟發展增速放緩、經濟發展轉型的趨勢，不斷
提升競爭能力，有效的控制企業經營成本增長較快的
趨勢，通過提高勞動生產力，提高資本效率和產業競
爭力，最終實現經濟均衡的發展。

重實幹求發展
招商局第 23 任掌門人傅育寧總結道，無論在中

國經濟的發展過程中，或是企業的發展中，實幹始終

是最重要的精神，不求虛名，努力的捕捉市場機會，
通過不斷提升自己的管理，全體員工的辛勤努力，實
現企業的發展，始終是我們應當追求的境界。

1872 年晚清洋務運動時期創立的招商局，是中
國第一家民族工商企業，也是洋務運動至今僅存的碩
果。晚清民族航運業面臨危難時刻，招商局曾被賦予
挽回江海航權的重任。改革開放初期，招商局創辦蛇
口工業區，率先在工程招投標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改
革試驗，為國家的改革開放發揮了試驗、先行、窗口
和示範作用。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副主任郭莉昨日在招商局周年紀念
酒會上表示，駐港中資企業已成為香港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一
支重要力量。據統計，截至 2011 年底，駐港中資企業達
3300多家，總資產規模超過10萬億港元，業務範圍遍及香
港經濟各個領域。

郭莉稱，中資企業向香港特區政府繳納稅收已佔香港企
業所得稅收入的 11%左右，直接和間接創造就業崗位 10 萬
多個。郭莉表示，長期以來，中資企業服務於香港，積極履
行企業的社會責任，也是支持香港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維護
香港社會穩定的一支重要力量。尤其是全球金融海嘯期間，
在不少企業紛紛裁員之際，中資企業作出不裁員、不減薪的
承諾，與特區政府和香港市民同舟共濟、共渡時艱，獲得社
會廣泛好評。

港中企資產超10萬億

為保澳洲鐵礦項目順利發展，中信泰富（00267）決定出
售非核心業務，備有足夠「彈藥」發展首條生產線剛投產的澳
洲鐵礦項目。集團宣布，向母公司中信集團出售中信國際電
訊（01883），涉及7.73億元，估計將產生約3億元特殊溢利。

中信泰富宣布，將以每股 1.74 元，出售中信國際電訊
18.63%股權，作價較中信國際電訊昨日收市價折讓 3.3%。
交易完成後，中信泰富持有中信國際電訊的股權，將由
60.58%降至 41.95%。中信國際電訊將不再為附屬公司，因
此其財務業績將不再與集團的財務業績合併。

市場估計，中信泰富將陸續減持中信國際電訊股權，集
中資源發展特鋼、鐵礦及房地產三個板塊業務，其他非核心
業務，包括電廠、分銷業務大昌行（01828），預期亦是出
售的範圍。至於市場關注的本港兩隧（東隧及西隧）權益，
管理層曾明言 「即使要賣，亦未必有人肯買」。

▲招商局集團總裁李建紅（左）、董事長傅育寧 本報攝

原來，招商局在1872年12月26日成立，1873年1
月就來到香港。可以說，招商局的歷史有多長，招商局
與香港的歷史就有多長。傅育寧表示，招商局是一家扎
根香港的企業，旗下銀行、證券、航運、港口、物流等
產業都涉足香港。

傅育寧在回應集團下一步的發展戰略和策略時表示
，在過去 30 年，招商局充分利用香港這個平台優勢，
有效的支持招商局在內地的發展，特別是在改革開放初
期，在深圳建設了蛇口工業區。在這一過程中，得到香
港市場的支撐和來自香港各界的支持。他強調， 「香港
始終是招商局管理和運營各項資產的總部。」招商局也
非常關注今天香港經濟發展所面臨的挑戰和機遇。他認
為，香港在未來加強與內地經濟互動方面有很多機會，
特別是隨着中國經濟轉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過程中
，將充分發揮香港現有經濟體制中的產業優勢。

招商局地處香港，熟悉內地，應當努力把這兩個優
勢結合起來，在支持香港金融中心發展過程中，實現支
持內地金融改革、金融開放的這一過程，使中國經濟進
一步融入全球經濟。而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能
夠趨利避害，既支持香港經濟的發展，也對內地經濟的
發展帶來重要積極影響。他強調， 「招商局希望能繼續
扮演積極的角色，將不斷擴大經營產業在香港的發展。
」另外，隨着中國經濟向內需轉型，相信香港作為國際
貿易中心，一定會對國家的發展提供非常有利的支撐。

傅育寧總結， 「招商局在香港無論是發展航運業還
是港口物流供應鏈管理業務，都會對捕捉國家內需的發
展機遇產生積極的作用，必將圍繞貿易中心的發展進行
投資和發展，希望能把香港的優勢和內地的機遇結合得
更好。」

中信泰富7.7億售電訊18%

由於今年首三季內地經濟前景不明，人民幣走勢
疲弱，加上發債成本上升，以致影響點心債的發行。
但永隆銀行司庫鄺國榮表示，第四季開始，種種不明
朗因素消除，發債成本亦有所下跌，點心債的發行表
現理想。他指出，年初至今點心債加人民幣存款證
（CD）的新發行金額約2600億元人民幣，樂觀估計
明年發行額將增加40%至50%。

鄺國榮表示，去年至今年年初點心債的發債息率
約為6至7厘，與內地的貸款息率相近，以致發債誘
因大減。但現時發債成本已降至4至5厘，企業發債
誘因上升，加上較人民幣存款息率約3厘多仍有利可
圖，對投資者亦屬可接受範圍。他預期，若無突發事

件，明年首季美國、香港及內地的息口不會有大變動
，故相信發債成本可維持於4至5厘水平。

被問及人民幣存款息率走勢，他表示，由於市場
憧憬前海等發展項目，加上市場投資氣氛好轉，對人
民幣的需求上升，故業界爭相吸納人民幣存款，有銀
行甚至以高達 3.5 至 3.6 厘的存款息率搶客。他認為
，人民幣存款息率維持於3厘為合理水平，3.5至3.6
厘水平實屬偏高。鄺國榮對明年經濟及市況均十分樂
觀。雖然預期資金將繼續流入香港市場，但他認為資
金不會大規模流入樓市。他指出，自政府對樓市落重
藥後，料樓市短期內將保持平穩，但由於供應始終不
足，樓價大跌或大升的機會不大。

光大控股（00165）今年 11 月募集 8 億元人民幣
（第一期），亦成立了中國第二隻人民幣夾層基金。
該基金採用合夥制形式設立，公司投入4億元人民幣，
其他4億元人民幣資金來自內地的其他機構投資者。公
司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陳爽於記者會表示，夾層基金
專注於融資及投資領域，希望第二期夾層基金規模可
超過第一期；而公司過往最多有5.4億美金於該項目運
作。公司昨天收報 12.86 元，無升跌。成交量 600 萬股
，成交金額7700萬股。

截至今年10月底，公司已設立14個基金，總資產
管理規模約230億港元。陳爽稱，一級市場投資方向正
在向產業投資轉向。至今年年底，房地產基金可募集
約100億元人民幣；而期望基礎設施募集資金規模約為
10億美元，目前已經募集7億美元。此外，醫療基金第
一期已經募資 5 億元人民幣，目前希望可以募集 10 億
元人民幣。

陳爽透露，公司結構性投融資平均收益率超過20%
。除現有的一級市場投資及二級市場投資，公司未來
會繼續發展結構性投融資項目。目前公司一級市場投
資業務所管理的資產規模約佔70%。未來希望其與二級
市場投資、結構性投融資可以均衡發展。

光大控股於上月宣布，將擔任內地首個QDII（合

格境內機構投資者）集合資金信託產品──QDII大中
華債券集合資金信託計劃的海外投資顧問，主要投資
於境外交易的中國企業債券，募集規模為10 億元人民
幣。陳爽稱，預計於明年 2 月之前，可完成 10 億元人
民幣投資。而未來QDII募集資金將為目前幾倍規模，
不過具體金額需視乎市場需求而定。

永隆料明年點心債發行增

▲鄺國榮表示，第四季開始，種種不明朗因素消
除，發債成本下跌，點心債的發行表現理想

◀陳爽希望
第二期夾層
基金規模可
超過第一期
的8億元

香港是總部 發展靠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