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節 後續計劃
一、未來12個月是否改變上市公司主營業務或者對上市公司主營業務作出
重大調整

截至本報告簽署日，碼來倉儲暫無在未來12個月內改變上市公司主營
業務或者對上市公司主營業務作出重大調整的計劃。
二、未來12個月內是否擬對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資產和業務進行出售、
合併、與他人合資或合作的計劃，或上市公司擬購買或置換資產的重組計
劃

截至本報告書簽署日，碼來倉儲暫無在未來12個月內對上市公司或其
子公司的資產和業務進行出售、合併、與他人合資或合作的計劃，或上市
公司其他擬購買或置換資產的重組計劃。

三、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的變動計劃
本次交易後，碼來倉儲將依據深赤灣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東權利。

四、章程修改計劃
截至本報告簽署日，碼來倉儲暫無在交易完成後擬對深赤灣現有公司

章程進行修改的計劃。
五、員工聘任計劃

截至本報告書簽署之日，碼來倉儲暫無對深赤灣現有員工聘用作重大
變動的計劃。
六、分紅政策調整計劃

截至本報告書簽署之日，碼來倉儲沒有調整深赤灣現行分紅政策的計
劃。

碼來倉儲將根據有關證監會等監管部門的規則和要求，推動和完善深
赤灣的分紅政策。
七、其他有重大影響的計劃

截至本報告書簽署之日，除本報告書中披露事宜外，碼來倉儲沒有其
他對深赤灣的業務和組織結構有重大影響的計劃。

第七節 對上市公司的影響分析

一、本次交易對深赤灣獨立性的影響
在本次交易後，深赤灣仍將保持獨立，在資產、人員、財務、機構、

業務上遵循五分開原則，遵守中國證監會有關規定，規範運作上市公司。
為保證本次交易後深赤灣的獨立性，碼來倉儲承諾如下：
「（1）保證深赤灣資產獨立完整

保證不發生碼來倉儲佔用深赤灣資金、資產等不規範情形。
（2）保證深赤灣的財務獨立
保證深赤灣建立獨立的財務會計部門，建立獨立的財務核算體系和

財務管理制度。
保證深赤灣獨立在銀行開戶，不與碼來倉儲共用一個銀行帳戶。
保證深赤灣依法獨立納稅。
保證深赤灣能夠獨立做出財務決策，碼來倉儲不干預深赤灣的資金

使用。
（3）保證深赤灣機構獨立
保證深赤灣依法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結構，保證深赤灣擁有獨立、完

整的組織機構，與碼來倉儲的機構完全分開。
（4）保證深赤灣業務獨立
保證深赤灣擁有獨立開展經營活動的資產、人員、資質和能力，並具

有面向市場自主經營的能力。
（5）保證深赤灣人員獨立
採取有效措施，保證深赤灣的總經理、副總經理、財務負責人、營

銷負責人、董事會秘書等高級管理人員專職在深赤灣工作、並在深赤灣領
取薪酬。

保證深赤灣在勞動、人事管理上與碼來倉儲完全獨立。」
本次交易對深赤灣的獨立經營能力無實質性影響，深赤灣在採購、生

產、銷售、知識產權等方面仍然保持獨立。
二、同業競爭和關聯交易

（一）碼來倉儲及其關聯方與上市公司同業競爭現狀
深赤灣主要從事港口裝卸運輸，貨物加工處理，散貨灌包，件貨包裝

，貨物倉儲，貨物運輸，代理貨物轉運，水陸聯運，租車租船業務。赤灣
港區進出口各類貨物的保稅倉儲。

碼來倉儲主要從事港口相關業務投資，主要資產為長期股權投資，即
參股的四家港口企業：深圳媽灣港航有限公司（於中國深圳媽灣經營第0泊
位）40%股權、深圳媽灣港務有限公司（於中國深圳媽灣經營第5泊位）
40%股權、深圳媽港倉碼有限公司（於中國深圳媽灣經營第6及7號泊位）
40%股權及深圳海星港口發展有限公司（港口及貨櫃碼頭業務）34%股權，
該等資產係招商局國際控股資產，在深圳區域內深赤灣與招商局國際在深
圳西部港區集裝箱港口業務方面存在一定的同業競爭，該等情況主要是歷
史原因造成的，同時，在本區域內存在與鹽田港區、大鏟灣港區的市場
競爭，但相對而言，在實際控制人招商局集團的協調下，招商局國際、深
赤灣的合作大於競爭。

招商局國際已於2012年9月17日出具《關於同業競爭問題的承諾》 「
將在未來3-5年通過資產重組等方式徹底解決同業競爭問題」，詳見深交
所（www.szse.cn）深赤灣2012年9月20日公告文件。

為了進一步保護上市公司利益，碼來倉儲承諾如下：
（1）自本聲明出具之日起，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將不以任何方式直

接或間接經營任何與深赤灣所經營業務有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的業務，以
避免與深赤灣構成同業競爭。

（2）本公司確認本聲明旨在保障深赤灣全體股東之權益而作出，並確
認該等條款和承諾為合理的條款和承諾。本公司將不利用其對深赤灣的持
股關係進行損害深赤灣及深赤灣體股東利益的經營活動。

（3）本公司確認並向深赤灣聲明，本公司在簽署本聲明時是代表自身
和作為本公司下屬企業的代理人簽署的。

（4）本公司確認本聲明所載的每一項承諾均為可獨立執行之承諾。任
何一項承諾若被視為無效或終止將不影響其他各項承諾的有效性。

（5）本聲明的出具、解釋、履行與執行均適用中國有關法律、法規的
規定。凡因本聲明而產生的或與本聲明有關的爭議，由本公司及深赤灣協
商解決；如協商不能解決，則任何一方可向有管轄權的中國法院提起訴訟
。

（6）本聲明自本公司正式簽署之日起生效。
（7）上述各項承諾在本公司持股深赤灣期間持續有效。
（二）關聯交易及規範關聯交易的措施
本次交易前，碼來倉儲與深赤灣之間在不存在關聯交易。
為了避免或減少將來可能產生的關聯交易和規範現存的關聯交易，碼

來倉儲已做出如下承諾： 「本公司將繼續嚴格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規
以及深赤灣《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行使股東權利，不利用自身對深赤灣
的影響謀求深赤灣在業務合作等方面給予優於市場第三方的權利；不利用
自身對深赤灣的影響謀求與深赤灣達成交易的優先權利；不以低於市場價
格的條件與深赤灣進行交易，亦不利用該類交易從事任何損害深赤灣利益
的行為。」

第八節 與上市公司之間的重大交易

一、與深赤灣及其子公司之間的重大交易
截至2012年9月30日前24個月內，除本報告書已披露的本次交易外，

本公司以及本公司的董事、高級管理人員與深赤灣及其子公司之間未發生
合計金額高於3,000萬元或者高於深赤灣最近經審計的合併財務報表淨資產
5%以上的資產交易。
二、與深赤灣的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之間的重大交易

截至2012年9月30日前24個月內，本公司以及本公司的董事、高級管
理人員與上市公司的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之間未發生合計金額超過
人民幣5萬元以上的其他交易。
三、截至本報告簽署日，信息披露義務人不存在對擬更換的深赤灣的現任
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補償或者其他類似安排
四、截至本報告簽署日，除本報告披露的內容外，不存在對上市公司有重
大影響的其他正在簽署或者談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第九節 前6個月內買賣上市交易股份的情況

2012年12月27日《股權轉讓協議》簽署日前6個月買賣深赤灣股票的
情況係按照2012年6月27日至2012年12月27日的期間（以下簡稱 「核查期
間」）進行自查。
一、信息披露義務人買賣深赤灣股票情況

在核查期間，碼來倉儲沒有買賣深赤灣股票。
二、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主要負責人）及直系親屬買賣深赤灣股
票情況

在核查期間，知悉本次交易的碼來倉儲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
主要負責人）及直系親屬沒有買賣深赤灣股票。

第十節 信息披露義務人的財務資料

一、信息披露義務人最近三年會計報表
（一）財務報告編制基礎及審計意見
碼來倉儲2009年度、2010年度、2011年度財務報告已經由天健會計師

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深圳分所審計，近三年簡要會計報表如下：
1、資產負債表

金額單位：萬元

2、利潤表
金額單位：萬元

二、2011年度財務報表審計意見
天健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深圳分所出具的天健深審【2012

】119號《審計報告》，審計意見如下： 「我們認為，碼來倉儲公司財務報
表已經按照企業會計準則的規定編制，公允反映了碼來倉儲公司2011年12
月31日的財務狀況，以及2011年度的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
三、採用的主要會計準則及主要會計政策等

有關財務報告詳細資料請見本報告書備查文件。
四、審計機構關於前兩年所採用的會計制度及主要會計政策與最近一年是
否一致的說明

天健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深圳分所認為本公司2009、2010
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制度及主要會計政策與 2011 年度財務報表一
致。

第十一節 其他重大事項

一、信息披露義務人應披露的其他信息
碼來倉儲不存在《收購辦法》第六條規定的情形，並能夠按照《收購

辦法》第五十條的規定提供相關文件。碼來倉儲不存在以下情形：
（一）負有數額較大債務，到期未清償，且處於持續狀態；（二）最

近3年有重大違法行為或者涉嫌有重大違法行為；（三）最近3年有嚴重的
證券市場失信行為；（四）法律、法規以及中國證監會認定的不得收購上
市公司的其他情形。

截至本報告書簽署之日，碼來倉儲已按照有關規定對本次權益變動的
有關信息進行了如實披露，無其他為避免對報告內容產生誤解應披露而未
披露的信息，以及中國證監會或者證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義務人披
露的其他信息。

信息披露義務人、信息披露義務人所聘請的財務顧問分別聲明如下：

二、信息披露義務人聲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機構）承諾本報告不存在虛假記載、誤導性

陳述或重大遺漏，並對其真實性、準確性、完整性承擔個別和連帶的法律
責任。

信息披露義務人：碼來倉儲（深圳）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權代表）： 王志賢

2012年12月27日

三、財務顧問聲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機構已履行勤勉盡責義務，對《深圳赤灣港航股
份有限公司詳式權益變動報告書》的內容進行了核查和驗證，未發現虛假
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此承擔相應的責任。

招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宮少林

財務顧問主辦人： 岳東
何濤

項目協辦人： 戰海明

2012年12月27日

第十二節 備查文件

一、備查文件
1、碼來倉儲的營業執照複印件；
2、碼來倉儲及其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的名單及身份證複印件；
3、碼來倉儲董事會決議、招商局集團批覆；本次交易進程情況說明；
4、股權轉讓協議
5、碼來倉儲關於收購資金來源的說明；
6、碼來倉儲的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最近兩年未發生變更的證明；
7、碼來倉儲及其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或者主要負責人）以及

上述人員的直系親屬名單及在前6個月內持有或買賣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的說明；

8、招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相關人員持有或買賣深赤灣股票的情況說
明；

9、碼來倉儲關於保持深赤灣獨立性、規範關聯交易，不存在《收購辦
法》第六條規定情形及符合《收購辦法》第五十條規定等的承諾及說明；

10、碼來倉儲最近三年財務報告及2011年審計報告；
11、招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詳式

權益變動報告書之財務顧問核查意見》
二、備查地點

（一）查閱時間
工作日上午9:00～12:00；下午13:00～17:00。
（二）查閱地點
辦公地址：中國深圳市赤灣石油大廈8樓
聯繫人：步丹
聯繫電話：0755-26694222
傳真號碼：0755-26684117

附表
詳式權益變動報告書

信息披露義務人名稱（簽章）：碼來倉儲（深圳）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簽章）： 王志賢

2012年12月27日

資產
流動資產：
貨幣資金
應收股利
其他應收款

流動資產合計
非流動資產：
長期股權投資
非流動資產合計

資產總計
負債及所有者權益
流動負債：
應付股利
其他應付款
遞延收益

流動負債合計
非流動負債：
非流動負債合計

負債合計
股東權益：
股本
資本公積
盈餘公積
未分配利潤

股東權益合計
負債及所有者
權益合計

2011年12月31日

5,332.93

16,918.00
22,250.93

105,696.81
105,696.81
127,947.73

91,903.63
1.00

91,904.63

--
91,904.63

3,014.10

2,858.54
30,170.46
36,043.10

127,947.73

2010年12月31日

6,666.01
966.28

12,058.00
1,960.29

107,206.04
107,206.04
126,896.33

12,470.43
91,873.62

1.00
104,345.05

-
104,345.05

3,014.10

2,858.54
16,678.64
22,551.28

126,896.33

2009年12月31日

7,291.76
654.85

13,809.99
21,756.61

102,276.42
102,276.42
124,033.03

13,159.00
91,873.62

1.00
105,033.62

-
105,033.62

3,014.10

2,858.54
13,126.77
18,999.41

124,033.03

項目
一、營業收入
減：營業成本

營業稅金及附加
銷售費用
管理費用
財務費用
資產減值損失

加：公允價值變動收益
（損失以 「－」號填列）

投資收益（損失以 「－」號填列）
其中：對聯營企業和合營企業的投資收益
二、營業利潤（虧損以 「－」 號填列）
加：營業外收入
減：營業外支出
三、利潤總額（虧損總額以 「－」 號填列）
減：所得稅費用
四、淨利潤（淨虧損以 「－」 號填列）

2011年度

151.81
-138.08

13,505.56
13,505.56
13,491.82

13,491.82

13,491.82

2010年度

121.00
-116.56

16,683.10
16,683.10
16,678.66

0.02
16,678.64

16,678.64

2009年度

121.00
-189.14

13,126.77
13,126.77
13,126.77

13,126.77

13,126.77

基本情況

上市公司名稱

股票簡稱

信息披露
義務人名稱

擁有權益的股份數
量變化

信息披露義務人是
否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東

信息披露義務人是
否對境內、境外其
他上市公司持股5%
以上

權益變動方式
（可多選）

信息披露義務人披
露前擁有權益的股
份數量及佔上市公
司已發行股份比例

本次發生擁有權益
的股份變動的數量
及變動比例

與上市公司之間是
否存在持續關聯交
易

與上市公司之間是
否存在同業競爭

信息披露義務人是
否擬於未來 12 個月
內繼續增持

信息披露義務人前6
個月是否在二級市
場買賣該上市公司
股票

是否存在《收購辦
法》第六條規定的
情形

是否已提供《收購
辦法》第五十條要
求的文件

是否已充分披露資
金來源

是否披露後續計劃
是否聘請財務顧問

本次權益變動是否
需取得批准及批准
進展情況

信息披露義務人是
否聲明放棄行使相
關股份的表決權

深圳赤灣港航股份
有限公司

深赤灣A、深赤灣B

碼來倉儲（深圳）
有限公司

增加 
不變，但持股人發
生變化 □

是 □ 否 

是 □ 否 
回答 「是」，請註
明公司家數

通過證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協議轉讓 
國有股行政劃轉或變更 □ 間接方式轉讓 □
取得上市公司發行的新股 □ 執行法院裁定 □
繼承 □ 贈與 □ 其他 □（請註明）

持股數量： 0
持股比例： 0%

變動數量： 161,190,933股
變動比例： 25%

是 □ 否 
根據財務報表等資料，碼來倉儲與上市公司不存在持續關聯
交易。

是  否 □
碼來倉儲間接控股股東招商局國際與上市公司之間存在同業
競爭，招商局國際已出具承諾函。

是  否 □
截至本報告簽署日，碼來倉儲不排除在未來12個月內增持深
赤灣股份的計劃。

是 □ 否 
根據碼來倉儲自查，碼來倉儲前6個月未在二級市場買賣該
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根據碼來倉儲的說明及適當核查，碼來倉儲不存在《收購辦
法》第六條規定的情形。

是  否 □

是  否 □

是  否 □
是  否 □

是  否 □
尚需取得國務院國資委及商務部批覆

是 □ 否 
碼來倉儲未放棄行使相關股份表決權。

上市公司所在地

股票代碼

信息披露義務人
註冊地

有無一致行動人

信息披露義務人是
否為上市公司實際
控制人

信息披露義務人是
否擁有境內、外兩
個以上上市公司的
控制權

深圳證券交易所

000022、200022

深圳市南山區臨海
大道海運中心口岸
樓607房

有 □
無 
南山集團和碼來倉
儲實際控制人均為
招商局集團，本次
交易前後，招商局
集團子公司招商局
國際控制深赤灣權
益比例不發生變化
，均為控制深赤灣
66.10%權益

是 □
否 

是 □
否 
回答 「是」，請註
明公司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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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油購尼克森料下季完成

BDI今年大跌逾五成

中海油（00883）海外併購又遇阻滯
，公司估計，以151億美元（約為1178億
港元）收購加拿大尼克森（Nexen）的交
易，估計要推遲至明年首季度完成。交易
原訂今年第四季度完成，但目前仍等待海
外監管機構批准。中海油昨收報16.84元，
上升0.597%，成交量2500萬股，成交金額
4.2億元。

本報記者 房宜萍

招商局國際（00144）宣布，旗下全資子公司碼來倉儲（深圳
）公司與中國南山開發（集團）股份公司（簡稱 「南山集團」）
於本月27日簽署協議，碼來倉儲收購南山集團所持有的深圳赤灣
港航股份公司25%的A股股份，收購對價為17.87億元人民幣，即每
股人民幣11.088元，以現金支付。

公司表示，自協議簽署之日起5個工作日內，公司須支付轉讓
價款的30%，剩餘70%的轉讓價款將於取得審批機關的正式批文及
其他有權主管部門的核准或同意之日起10個工作日之內支付。本

次交易前，碼來倉儲未持有深赤灣權益，交易交割完成後，碼來
倉儲將直接持有深赤灣約1.61億股A股流通股股份，佔其總股本的
25%。

本次交易後，南山集團持有深赤灣持股比例為32.52%，持股
比例將降低，碼來倉儲將持有深赤灣25%股份，南山集團持有的
32.52%股份將繼續託管給招商局國際代為管理。

本次交易前，招商局國際除通過託管南山集團持有深赤灣約
3.7億股的A股股份（持股比例約58%）外，還通過全資公司景鋒企

業間接持有深赤灣5531.42萬股的B股股份（持股比例約9%），從
而控制深赤灣約66.1%的權益。

交易後，招商局國際通過託管南山集團持有剩餘的深赤灣約
2.09億股的A股股份（持股比例約33%），還通過全資公司景鋒企
業間接持有深赤灣5531.42萬股的B股股份（持股比例約9%），通
過全資公司碼來倉儲間接持有深赤灣約1.61億股A股股份（持股比
例25%），招商局國際控制深赤灣的權益未發生變化，仍為66.1%
。

招商局國際稱，深圳西部港區作為公司的母港，此項交易將
加強對深圳西部港區的統一管理和營運，進一步加強深圳西部港
區一體化及深港合作，提升西部港區的競爭力，增強公司的戰略
協同效應，提升公司在深圳港的核心地位，為股東創造更高的投
資回報。

碼來倉儲18億購深赤灣25%

波羅的海乾散貨綜合運費指數
（BDI）本年最後一個交易日（24
日）報699點，全年大跌925點，跌
幅56.9%。在全球經濟持續低迷，貿
易量下跌，船舶供應過剩和燃油價
格高企的情況下，該指數於今年2月
3日跌至歷史低位647點後，始終在
低位徘徊，雖然其後四度重回千點
大關，但最終後繼不足，失守700點
，再次逼近歷史低點。縱觀全年走
勢，乾散貨運輸市場一蹶不振，船
東苦苦掙扎。

在最後的短短一個月內，BDI
從11月28日的1104點急跌39.4%，至
699點。三大船型指數全年表現，即
對比今年首日市報價，海岬型船運
費指數（BCI）今年收報1235點，
累跌1720點，跌幅達58%。現貨日
均租金為4895美元，重挫19096美元
。巴拿馬型船運費指數（BPI）報
699點，累跌920點或56.8%。現貨日
租金為5536美元，跌7391美元或
57%。超靈便型船運費指數（BSI）
報728點，累跌430點或37%。現貨
日均租金為7607美元，跌4504美
元。

乾散貨海運市場在今年開市即
在2月3日跌至歷史低位，隨後於5月
8日爬回1165點，但後勁不足，又於
9月14日跌至接近歷史低位的662點
。在今年9至11月的行業旺季的帶動

下，該指數曾兩度升回千點心理關
口，但最終依然難逃下跌的命運，
以跌破700點收官。

在今年最後兩個月，中國粗鋼
產量在維持相對較低且平穩的情況
下出現了進口礦石庫存快速下降現
象。分析師認為，由於擔心市場風
險，進口到貨不積極，國內大多港
口鐵礦石庫存開始出現大幅度下降
，目前鐵礦石已經出現了過度去庫
存的傾向，近期鐵礦石到岸價格出
現跳漲。他稱， 「最近鐵礦石的供
給不足，造成礦價較高，導致很多
貿易商不得不消耗港口庫存。但
BDI的此次逼近低點依舊是暫時的
，因缺乏需求，鐵礦石價格終究要
有所回落，而回落之後仍舊需要補
庫存，預計明年2、3月份會出現反
彈。」

對此，有市場人士持相反意見
，認為儘管BDI或會隨鐵礦石需求
增加有所反彈，但整個乾散貨市場
依舊是萎靡不振，目前來看，2013
年難言好轉。他續說， 「短期來看
，預計運價仍將保持弱勢，但由於
目前運價已處歷史低位，進一步下
跌空間不大，預計未來將維持低位
震盪態勢。長期來看，2013年運力
過剩狀況或有望逐步好轉，但乾散
貨市場周期拐點的到來有賴於需求
端的改善。」

國信證券指出，
過去4年航運業景氣
持續下行，行業產能
利用率已降至歷史低
位。雖然短期需求波
動仍會帶動運價漲跌
，但運價波動中樞已
降至行業平均盈虧平
衡線以下；同時，運
價波動彈性亦如同 「
泄了氣的皮球」，逐
漸衰減。

博士蛙（01698）預期，集團截至今年11月30日止11個
月稅後利潤相較去年同期或會大幅下降。董事會認為，集團
稅後利潤預期下降乃主要因中國整體經濟環境不佳，集團營
業收入下降及集團管理費用及經營成本持續高企所致。

成本高企 博士蛙發盈警

新礦資源（01231）發盈警，集團預期將於截至2012年
12月31日止年度錄得虧損。主要歸因於於自去年10月至2012
年11月，閻家莊鐵礦暫停鐵精粉生產；及於今年並無2011年
同期因人民幣相對港元及美元升值而錄得的外匯收益。公司
昨天收報0.9元，上升1.124%。

此外，公司亦宣布，已經恢復剝岩活動及開始試運行1
號乾磁分選系統及1號洗選設施，並已於今年11月底於閻家
莊鐵礦進行試產。集團將繼續監控試產進度，令閻家莊鐵礦
之生產及營運更順暢。董事會預期集團可於2013年上半年開
展輝綠岩產品的正常生產。

子礦停產 新礦資源預虧
中海油月初終獲加拿大工業部正式批准併購尼克

森的申請，算是掃除併購的最大障礙，怎料美國外資
審議委員會（CFIUS）遲遲未有裁決，中海油投資關
係部門的一位高層表示，完成交易的日期與美國審批
結果密切相關，現時看來期望年底前結束是不切實際
的，所以預計最早會在明年第一季。

交易涉及151億美元，有望成為中資企業歷來最
大的海外收購，吸引市場關注。資料顯示，尼克森自
2005年起一直保持盈利，最近一財政年度實現淨收益
7.05億美元。若計入尼克森的盈利貢獻，中海油去年
的每股盈利可增加0.1元。有分析指出，收購後中海
油的油氣產量將增加兩成，另據公司通函披露，收購
有助集團增加約30%的淨證實儲量和約20%的淨產量
，以及總資產將從約4142億元人民幣（下同）增至約
5500億元，但其總負債將由1300億元增至2662億元，
總資產負債比率將從31.4%大幅增至48.4%。

巴克萊研究報告指出，加拿大工業部部長強調，
中海油已向加拿大承諾會做好企業管治、業務透明度

等方面。該行預期，有關交易有助中海油於海外業務
的企業形象重新定位，並維持長遠業務增長；該行重
申其 「增持」評級，目標價21港元。中海油已得加拿
大方面首肯，現只差美國監管機構同意交易。

另外，中海油昨宣布，位於南海珠江口盆地的番
禺4-2/5-1油田調整項目及流花4-1油田成功投產。

番禺4-2/5-1油田平均水深約為100米。

南海兩油田成功投產
該公司指出，該調整項目充分利用已有的生產設

施，更加合理、有效地開發番禺4-2/5-1油田，預計
調整項目將於2014年達到高峰產量。中海油擁有番禺
4-2/5-1油田75.5%的權益，任作業者；合作夥伴為
柏靈頓資源中國，擁有其餘24.5%的權益。而流花
4-1油田平均水深約268米，該公司表示，結合該油
田特點，採用新建水下生產系統，同時依託周邊已有
相關設施進行開發，預計油田將於2013年達到高峰產
量。流花4-1油田為自營油田，中海油擁有100%的權
益，並擔任作業者。

伯明翰環球（02309）仍與多名
潛在買家洽售伯明翰俱樂部，惟未
訂立具約束力協議，股份繼續停牌
。另外，本月7日該公司秘書葉泳倫
辭任，同日周曉東接任上述職位；
同時，該公司已委任晉華會計師事

務所為新核數師，而馬瑞昌亦獲委
任進入公司董事會。

該公司曾透露，有2名港商及1
名英商洽購伯球隊，其股份自2011
年6月30日上午9時起停止交易至今
，停牌近18個月。

晨訊科技（02000）兩供一獲超額認購2.8倍，公司共接
獲2380份有效發售股份申請，涉及合共約32.55億股發售股
份，較總數8.52億股，超額認購2.8倍。該公司預期，供股股
份將於明年1月7日起買賣。

晨訊供股超購2.8倍

綠色食品（00904）公布，截至今年10月31日止中期業
績，純利跌48.6%至1.5億元（人民幣，下同），每股盈利17
分，不派息。期內，集團之營業額按年跌4.2%至12.356億元
，毛利率由50.4%降至39.4%，毛利率減少主要由於集團對原
材料（白砂糖及穀物）所承受之通脹壓力，加上業務重心由
農產品出口業務轉為毛利率相對較低之內地業務。

綠色食品賺1.5億跌48%

中交建（01800）宣布，昨天董
事會決議提交有關建議發行總額不
超過150億元人民幣，期限最多為
270日的超短期融資券的決議案，以
供股東於明年2月21日將舉行的特別
股東大會上考慮，及以特別決議案
的方式批准。

所得之款項，將用於補充公司
的流動資金，償還金融機構借款及
緩解資金周轉的壓力，以確保公司

生產及營運活動順利進行。

中集發6億美元票據
中集集團（02039）宣布，公司

聯同全資子公司中國國際海運集裝
箱（香港）與中國銀行（03988）、
美銀美林在深圳舉行在美國發行6億
美元商業票據項目，將用於調整集
團債務結構。該商業票據項目融資
期限3年。

中海油收購事件簿
7月23日

7月27日

7月28日

7月30日

8月6日

9月4日

10月4日

11月2日

11月12日

11月20日

11月28日

12月6日

12月8日

中海油提出以151億美元收購Nexen

美國參議員提倡以中國須確保美國企業
互惠待遇作為通過條件

熔盛前主席張志熔捲入內幕交易醜聞

傳美國考慮以內幕交易事件叫停收購

中海油籌組50億美元銀團應付交易

傳中紀委介入向張志熔展開調查，為中
海油收購拆彈

加國政府向中海油提出嚴苛條件及承諾

加拿大政府宣布審查期延長至12月10日

張志熔與美國證交會和解，涉資1.1億
元

傳中海油接納加國多項苛刻條款

Nexen向加國提交中海油新收購建議

加拿大工業部表示，審批期可能進一步
押後

加拿大總理宣布批准收購

伯明翰洽售俱樂部資產

中交建發150億元短債

中海油併購尼克森若成事
將令產量增兩成 彭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