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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東方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業績預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的真實、準
確、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一、本期業績預計情況
1、業績預告期間：2012年1月1日—2012年12月31日
2、預計的業績：同向下降

註：預計本年度公司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經營業績較去年
同比大幅提升。

二、業績預告預審計情況
本次業績預告未經註冊會計師預審計。
三、業績變動原因說明
公司預計 2012 年度業績與 2011 年度相比大幅下降，主要原

因為2012年度公司投資收益等非經常性收益同比大幅下降。
四、其他相關說明
1、進入2012年以來，液晶面板價格趨穩，中大尺寸面板回

暖，小尺寸則下降明顯。隨着公司北京8.5代線的滿產運營，京
東方月出貨量已躍居全球第五，電視用顯示面板出貨量顯著提
升，規模化優勢逐步顯現。

2、2012 年公司繼續加大產品結構調整策略，強化產品、技
術、管理和商業模式創新，不斷推出高附加值產品。原材料國產
化、本地化配套策略隨公司整體規模的不斷擴大也取得了階段性
成果，公司產品成本進一步下降。第四季度公司各條產線已全部
實現經營性盈利，為公司2012年度整體盈利奠定了基礎。

3、有關2012年度經營業績的具體數據，本公司將在2012年
度報告中詳細披露。敬請廣大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

特此公告。

京東方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12年12月26日

項 目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
東的淨利潤

基本每股收益

本報告期

比上年同期下降：91%-82%

盈利：5,000萬元–10,000萬元

盈利：0.004-0.007元

上年同期

盈利：56,087萬元

盈利：0.041元

股票簡稱：佛山照明（A股）、粵照明（B股） 公告編號：2012-073
股票代碼：000541（A股）、200541（B股）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董事兼高管辭職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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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會於今日收到了公司董事兼副總經理趙勇提交的辭去
在公司擔任的一切職務的申請，趙勇先生因個人原因申請辭去在公
司擔任的一切職務，包括董事和副總經理職務。根據《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關的規定，趙勇先生的辭職申請自送達公司董事
會時生效。趙勇先生辭職後不再擔任公司任何職務。

公司董事會對趙勇先生在擔任公司董事及高管期間為公司發展
作出的貢獻表示衷心感謝。

特此公告。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二○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證券簡稱：*ST武鍋B 公告編號：2012-053
證券代碼：200770

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關於股票恢復上市申請獲得
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委員會審議通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保證公告內容

真實、準確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
或重大遺漏。

經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委員會 2012 年 12 月 26 日召
開的第七屆上市委員會第十七次工作會議審議，本公司
股票恢復上市申請事項獲得審議通過。

特此公告。

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12年12月27日

■

■

地建會斥地皮曬太陽指控無稽

政府：適時調節建築限期
近年住宅落成量與土地供應背馳，有

聲音指控政府釐定的地皮建築年期過長，
發展商得以拖慢工程讓地皮曬太陽，以控
制供應主宰樓價。不過，地建會執委會主
席梁志堅直斥指控無稽；政府對此也感到
莫名其妙，然而無風不起浪，若有實際需
要，當局會考慮就建築期限作出調節。

本報記者 林惠芳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四A17 責任編輯：孫紹豪經濟 國際經濟 中國證券 中國經濟
社團新訊 國際新聞 世界新潮

為紓緩樓市過熱，政府 2 年前主動推地增加私
樓供應，惜近年住宅落成量仍然偏低，有聲音炮轟
政府賣地條款過於寬鬆，即使小型地皮的最遲竣工
年期亦長達4至5年，導致發展商利用漏洞拖延起樓
，人為地控制住宅供稱量。

地政總署回應本報查詢時強調，每幅地皮所載
的賣地條款，其完工期的制定需視乎項目的複雜性
和規模釐定，以定出合理的期限，讓地段業權人有
合理的時間去建成地契所容許的發展項目。

對於不時有聲音炮轟發展商拖慢起樓進度，該
署表示，倘若有個別發展商預期不能在 「建築規約
」期限內，把地契所訂明的最少樓面總面積建成，
及取得由建築事務監督發出的佔用許可證，有關地
段的業權人必需向地政總署提出理據申請延長 「建
築規約」期限，倘若申請獲批，需要繳付補價。

地政署：未見故意拖延發展
該署重申，發展商一般會盡力遵守 「建築規約

」期限，以避免繳付補價。據過去經驗，不見得發
展商故意拖延發展項目。然而，當局對這事宜持開
放態度，亦會留意最新實際情況，在有需要及適合
的時候，考慮建築規約的限期有否調節空間。

近日有市場人士指，政府賣地條款沒有限制新
盤的推出時限，令政府調控住宅供應處於被動位置
，遂建議政府在賣地條款內新盤推售年期的限制。
地政總署回應指，發展商一般希望能夠盡快完成售

樓交易以套現作資金周轉，因此，當局並沒有計劃
設定樓盤推出期限，以免影響市場的運作。

就發展商將地皮 「曬太陽」，以及起樓不賣的
指控，向來敢言的地產建設商會執委會主席梁志堅
直斥無稽，他解釋說，發展商為求資金回籠，在投
得地皮後普遍會盡快申請建築圖則，鑑於地皮有建
築期限，要求項目在完工日期前竣工，倘若不能夠
在建築限期內把完成，發展商便會被 「罰款」，罰

額更以倍數計，最壞情況更會被收回地皮。
據悉，發展項目在指定期限內未能竣工，首年

逾期罰款為地價的2%；第2年為地價的4%；第3年
達 8%；第 4 年為 14%；第 5 及第 6 年分別為 22%及
32%，最後亦未竣工便被收回地皮。此外，對於地
產商拖延賣樓的指控，梁志堅笑指更加無稽，坦言
發展商賣樓但求貨如輪轉，希望用盡每個項目的樓
花期，不會浪費賣樓時機。

港股還有兩個半交易日便正式告別 2012 年，但因不少
投資者及炒家都趁假期外出 「嘆世界」，加上美國政府與共
和黨遲遲未能就解決財政懸崖問題達成共識，市場估計今年
餘下日子港股只會窄幅上落。分析員估計，由於不少人都無
心戀戰，料今年結束前港股只會在22400點至22800點徘徊
，建議散戶應等待財政懸崖問題有結果後再作打算，目前只
宜隔岸觀戰，儲蓄足夠彈藥明年再戰。

耀才證券市場研究部副經理植耀輝表示，目前港股主要
受外圍因素左右，主要是美國財政懸崖問題，雖然至今仍處
於拉鋸戰，但因為共和民主兩黨都不想成為歷史罪人，相信
最終都能達成共識，故市場普遍存在審慎樂觀的氣氛，加上
近月內地股市升勢不減，預料短期港股有力挑戰22800點。

業界：散戶應採保守策略
對於短期港股走勢，植耀輝坦言，現時應採取較保守策

略，因為不少投資者及炒家都在放假，留港者亦無心戀戰，
所以目前應觀望為上，儲備足夠彈藥明年再戰。他指出，中
、長期較看好 A 股 ETF 的走勢，因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後
，中央政府已大致定下明年經濟發展的大方向，加上不少人
估計新領導層上台後，將推出一些刺激經濟措施，故看好明
年內地經濟及股市表現。他承認，近期A股已累積一定升幅
，但中、長期仍然向好，可研究在明年尋找入市良機。

被問及12月份有逾20家公司發出盈警，令人擔心未來

上市公司發盈警的數目將陸續增加，且企業盈利倒退的情況
將持續至明年，植耀輝則對明年經濟相對較為審慎樂觀，並
指目前除思捷（00330）及李寧（02331）外，其餘發盈預警
股份多屬小型企業，在情況未見惡化至重點及大型股份前，
投資者不宜過分悲觀。

另外，雖然不少投資者都認為 「聖誕鐘、買滙豐」的講
法已不大奏效，但有分析員認為，相信有關滙控（00005）
的壞消息已盡出，即使未來再有負面消息，估計影響亦十分
有限，加上今年以來股價已累升約38%，顯示市場對其前景
評價已回復信心，只是未來升勢能否持續，則要視外圍經濟
表現，及會否再次被海外監管機構巨額罰款。

年尾收爐 港股料窄幅上落

政府2年前主動推地後，住宅落成量仍嚴重滯後，除了
發展商被指控拖延起樓外，有聲音更炮轟屋宇署審批圖則程
序複雜，影響房屋供應。

自 2010 年 4 月起，政府透過招標或拍賣暫時批出了 51
幅住宅地皮，而根據屋宇署提供資料，截至今年12月中，
該51幅住宅地皮中，共有27幅地皮已獲批准建築圖則，當
中 13 幅地皮已經進行基礎工程，有 6 幅地皮已獲屋宇署同
意展開上蓋建築工程。

據悉，發展商投地後起樓，須向屋宇署呈交設計建築圖
則，該署接獲後需要60天內完成審批，倘若發展商沒有就
圖則申請修改，當圖則一旦批出後，發展商便可以申請施工
同意書，首先是申請地基施工紙，當地基工程完成後，便可
以申請興建上蓋工程的施工紙。

昨日內房龍頭萬科A、B股同時停牌，有內地媒
體昨日引述萬科內部人士指，其停牌正是為籌劃 「B
轉H」事宜，不過目前暫無具體時間表。而若成事，
萬科會成為中集（02039）之後第二家 「B 轉 H」赴
港上市的股份。同時，內地上海證券報前日報道也指

，第二批B轉H審批已啟動，轉板後原股東有望自由
買賣。外電引述瑞信集團亞洲房地產研究主管杜勁松
表示，這是一個市場期待已久的舉動。鑑於中集B轉
H的成功例子，相信萬科同類計劃將會加速推進。中
銀國際駐上海分析師田世欣表示，隨着萬科在港上市
，將令其融資渠道更順暢。

傳次批B轉H審批已啟動
上海證券報引述市場人士指，萬科與中集同為兼

有 A、B 股的內地知名藍籌上市公司，在 「B 轉 H」
模式推廣初期，更易得到香港投資者接受，其示範效
果也會更加明顯。而該報前日也引述國泰君安國際總
裁閻峰透露，第二批 「B轉H」的相關審批已在進行
中，國泰君安國際手頭上亦有多個項目，不僅限於深
交所上市公司，也包括上交所上市公司。國泰君安國
際是早前中集保薦人兼財務顧問。據悉，國泰君安為
此斥巨資升級了交易系統，而中信證券、申銀萬國等
其他中資券商香港子公司也均在升級系統，為迎接
「B轉H」的商機做準備。

閻峰昨日接受本報記者詢問時，表示對萬科轉板
的事宜 「不清楚」，他早前也未有透露 「B轉H」公
司客戶具體名稱。上海證券報早前引述閻峰表示，其
他中資券商亦已啟動 「B轉H」業務，預料明年將會
有更多B股公司轉板至H股上市，未來會逐漸成為解
決B股問題的主要路徑。

他透露，中集作為首次試驗，無論是上市形式或
交易機制仍偏向保守，內地監管層正研究，容許公司
在 「B轉H」過程中，按需要在H股市場進行新股集

資，並與業界探討，能否調整有關法規，讓原有B股
股東自由買賣轉板股票。中集是在上周三（19 日）
，以介紹形式在港交所（00388）上市，未有涉及集
資。

中集自 19 日上市後，在港交所共交易了三個半
交易日（24日交易半日），19、20、21和24日的成
交量分別為 940 萬股、500 萬股、168 萬股和 75 萬股
，平均每日成交約420萬股。而該股原在深圳交易的
B股，11月底停牌前，過去250個交易日平均每日成
交量為177萬股。該股周一收報10.98元，跌0.5%。

早前中集轉板時，市場已傳聞萬科B和南玻B正
爭取做 「B轉H」第二單，業內人士認為，若接連有
大型龍頭公司轉板成功，無疑可令地位尷尬的一眾B
股提供吸引國際投資者的 「復活」路徑，不過與中集
不同的是，萬科在港已經有上市平台南聯地產
（01036）。今年 7 月時，萬科公告以旗下全資子公
司收購南聯地產，以約 10 億港元代價，持有南聯重
組後近八成股份。故而長遠來看，萬科完全可以通過
南聯在港融資。

南玻否認有B換H計劃
不過，短期而言， 「借殼」南聯則有一定限制，

港交所規定，上市公司收購完成後兩年內不得有重大
資產重組，故而萬科要通過南聯融資，至少要等到兩
年以後。

另外，南玻昨晚於深交所發出澄清公告，強調截
至目前為止，公司並未有B股換H股的相關計劃，也
未與任何證券商就此事進行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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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集萬科B換H股摘要
分項

A股今年平均成交

B股今年平均成交

H股今年平均成交

B/H股流通股數

*掛牌至今僅3.5日

中集

1140萬股

177萬股

420萬股*

14.3億股

萬科

5618.5萬股

120萬股

─

13.2億股

簡訊

▲近年住宅落成量與賣地供應背道而馳 資料圖片

▲地產建設商會梁志堅否認發展商拖延起樓 資料圖片

▲萬科或會成為繼中集之後第二家 「B轉H」 赴
港上市的股份

■

中石化夥康菲開發頁岩氣
中石化集團（00386）日前宣布，中石化勘探南方分公

司與康菲石油中國有限公司簽署協議，將就四川盆地綦江區
塊頁岩氣勘探、開發和生產進行聯合研究。

據了解，綦江區塊地處川東南地區，為四川盆地周緣下
組合五峰組 「龍馬溪組頁岩氣有利勘探區」，但該區塊勘探
面臨主要目的層埋藏深度較大，地質條件複雜等難題。資料
顯示，聯合研究區塊面積3917.53平方公里，合作期為24個
月，康菲公司將在合作區內部署兩口鑽井。中石化有關負責
人表示，此次合作對於整體評價四川盆地川東南地區，海相
下古生界的頁岩氣勘探潛力，具有重要意義，並有助於提高
中石化頁岩氣勘探開發和工程工藝技術水平。

濰柴向母公司出售資產
濰柴動力（02338）宣布，向母公司濰柴控股出售濰柴

西港 40%股權，代價約 9406 萬元（人民幣，下同），相當
於濰柴西港截至 11 月底止 2.35 億元估值的 40%。交易生產
約 2489 萬元淨收益，將用作一般營運資金。董事會認為，
出售資產令公司集中精力發展主業，並可促進濰柴西港增長
，帶動本公司相關產品的配套及銷售。

珠江輪胎配可換股債券
珠江輪胎（01187）建議配售6000萬元可換股債券，及

透過增設額外1億股新股，將該公司的法定股本由150萬元
增加至250萬元，以上集資所得會用作投資於德芯電子（昆
山）有限公司，以分散盈利基礎及提升長遠股東價值。該公
司為投資控股公司，主要業務為製造及營銷各類供商業車輛
使用之輪胎。

■RQFII新額度最快本周啟用 A18

■美假期銷售增長4年最差 A19

■56.8億滬誕年內新地王 A20

■滇咖啡價大跌 五年來最低 A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