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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雷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債務重組進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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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
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2012年12月28日本公司及全資子公司普寧市天和織造製衣廠有限公
司（以下簡稱 「普寧天和」）與普寧市農村信用合作聯社流沙西信用社
（以下簡稱 「流沙西信用社」）簽署《減免利息協議》（詳見公司於
2012年12月29日登載在《證券時報》、香港《大公報》及巨潮資訊網（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廣東雷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債務重
組公告》，公告編號：2012-059）。依照《減免利息協議》的約定，本
公司及普寧天和已於2012年12月31日前償還流沙西信用社全部貸款。

2013年1月7日本公司收到流沙西信用社依照《減免利息協議》的約
定向本公司出具《減免利息通知單》。流沙西信用社免除本公司及普寧
天和結清貸款對應的全部貸款利息共計人民幣34,198,389.90元。流沙西
信用社對本公司的免息將計入2012年度債務重組收益。

特此公告！

廣東雷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二○一三年一月八日

證券簡稱：沙隆達A（B） 證券代碼：000553（200553） 公告編號：2013-5號

湖北沙隆達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業績預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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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業績預計情況
1.業績預告期間：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
2.預計的業績：同向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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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要產品產銷量及銷售價格與去年同期相比均有所上升所致。
四、其他相關說明
1、本次業績預告是經公司財務部門初步預測的結果，2012年度經營業績的具

體數據以公司披露的2012年年度報告為準。
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體為《中國證券報》、《證券時報》、《大公報》

和巨潮資訊網（www.cninfo.com.cn）。敬請廣大投資者關注且注意投資風險。
特此公告。

湖北沙隆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3年1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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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

比上年同期增長：70%-100%
盈利：8986.9萬元–10572.8萬元
盈利：約0.151-0.178元

上年同期
2011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

盈利：5286.4萬元

盈利：0.089元

護苗基金
賣旗籌款日收支帳

（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三日舉行）

港元
收入
賣旗籌款日募捐款項 582,126
其他捐款 202,870
籌募捐款總額 784,996
支出
文具及印刷 9,661
廣告費 5,000
運輸費 4,737
募捐旗袋 2,619
保險 2,170
交通費 863
雜項 602
郵費 147
支出總額 25,799

收入扣除支出淨額 759,197

審閱報告書
致護苗基金 ( 「基金」 ) 執行委員會

我們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實務說明第
850號 「賣旗日帳目之審閱」進行雙方協定程
序，並審閱隨附基金於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三日
舉行的慈善賣旗籌款活動的收支帳（以下簡稱
「收支帳」）。我們僅就上述慈善籌款活動出

具本報告書，其與基金其他事務無關。我們已
進行的雙方協定程序和審閱，並不等同核數，
因此，絕不可期望確信程度與核數相同。

本報告書的用途
本報告書只供基金用以履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社會福利署公開籌款許可證內所載的條件。

審閱結論
根據已進行的雙方協定程序之結果：

（甲）我們認為：
(1)隨附的收支帳是根據基金向我們提

供的帳簿和紀錄適當地編製；和
(2)隨附的收支帳所反映之慈善賣旗籌款

活動籌得的款項總額，已悉數存入基
金名下的銀行帳戶內；和

（乙）我們並沒察覺任何事項，足以顯示隨附的
收支帳沒有完全反映上述慈善籌款活動所
收集的所有款項和從中扣除的支出。

謝平廣會計師事務所
香港執業會計師
香港
二零一三年一月四日

惠譽六成機會下調中國評級

佔全球交易量0.56%創新高
全球付款貨幣榜 人幣排14
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持續，更多交易採用

人幣結算，人幣付款交易量去年10月至11月
期間增加24%，令人幣在全球付款貨幣排名
上連升兩級至第14位，佔全球付款交易量
0.56%，創歷史新高。

本報記者 湯夢儀

二〇一三年一月九日 星期三B2經濟責任編輯：孫紹豪

信貸評級機構惠譽表示，有六成機會下調中國主
權評級至 「A+」，目前給予中國主權評級為 「AA-
」，展望為負面，主要由於國內債務問題持續升溫。
該行預測，內地今明兩年經濟增長分別為8%及7.5%，
比其他大行為保守。

惠譽國際亞太區主權評級主管高翰德（Andrew
Colquhoun）於亞太區主權評級電話會議中表示，亞
洲新興市場國家的評級展望大致為穩定，該行給予中
國主權評級為 「AA-」，展望為負面；中國外幣發行
人違約評級為 「A+」，展望為穩定。他指，中國主
權評級仍有六成機會下調至 「A+」，主要由於國內
債務問題持續升溫，問題有待新一屆政府解決，能否
解決貸款問題是該行考慮是否重新評級的一項推

動力。

信貸總額佔GDP增至190%
該行預計，今年中國信貸總額佔GDP比例會由

2008年的120%升至190%，銀行資產負債表膨脹15%。
他又指，目前內地影子銀行缺乏透明度是一關鍵問題
，備受市場關注，但目前暫未構成影響該行評級的因
素。

高翰德續指，中國經濟可避免硬陸，惟經濟會
面臨長期挑戰，經濟增長動力將由投資轉為消費主導
。該行預計，內地今年及明年經濟增長分別為8%及
7.5%，並相信內地不會再以雙位數增長為目標，該行
對內地今年經濟增長的預期8%比普遍大行的8.5%

為低。

亞太區經濟料增長6.4%
亞洲區方面，惠譽預計今年亞太區經濟增長6.4%

，高於去年的6%，其中發展中國家增速最高；本港評
級則維持 「AA+」，展望穩定，預計未來12至24個月
內不會改變評級，其中影響評級的因素包括本港公共
金融系統的穩定性及健康性。他表示，本港金融系統
一直呈穩健發展趨勢，儘管近期熱錢持續湧入本港股
市及樓市，但相關機構應對得宜。

惠譽對其他地區的經濟預測包括，日本今年經濟
預期增長3%至4%，美國及歐洲則為1%至2%。高翰德
提到，不會因日本自民黨競選承諾而改變該行對日本

主權評級，並稱若自民
黨能夠實現GDP增長
，將有助改善評級。該
行於去年5月將日本長
期主權信貸評級連降兩
級至 「A+」，理由為
政府解決債務問題態度
散漫，削減公共負債成
效有限。

另外，該行12月曾
警告，美國若無法達成
協議避免財政懸崖，危
及中期成長潛力與金融
穩定，恐喪失 「AAA
」頂級主權信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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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地股價近期走勢

2012年10月29日
曾低見106.1元

2013年1月7日
曾高見121.3元

昨日收報
120.6元

TCL通訊（02618）發盈警，表示面對智能手機市
場競爭激烈，拖累低端功能手機的平均售價及毛利率，
加上入門級智能手機產品同質化嚴重，同時為加強對產
品研發和品牌建設的投入，令研發及銷售費用增加，預
期2012年全年業績將錄得虧損。

優派能源（00307）昨宣布，向凱順能源（08203）
收購位於塔吉克斯坦一項礦產，Kaftar Hona礦床權益
，代價3.95億元，其中1.97億元以股份支付，餘額部分
以現金應付。

公告指出，優派能源以每股2元，發行9866.22萬股
代價股，作價較停牌1.1元溢價高達81.8%，而代價股佔
擴大後股本約5.49%。公司認為，由於塔吉克斯坦相對
接近新疆，收購事項將可讓集團擴大煤炭儲量及開採業
務，進一步鞏固其作為中國西北地區其中一個最具規模
的一體化綜合能源集團的機會。

優派能源4億購塔國煤礦

TCL通訊料全年業績虧損

去年底以來新股熱潮不斷升溫，以
致今年第一隻新股的公開發售超購倍數
，快將打破去年 「超購王」紀錄。據市
場消息，於昨日截止公開發售的迅捷環
球（00540）初步已錄得逾400倍超額認
購；而同期招股的金輪天地（01232）
，公開發售也初步錄得80倍超額認購。
市場回暖，其他新股也蠢蠢欲動，市傳
多家企業擬在近期上市。

金輪天地超購逾80倍
據市場消息，今年首隻掛牌新股迅

捷環球，初步錄得公開發售超額逾400
倍，是2011年5月米蘭站（01150）之後
，超購倍數最高的新股。該股擬於本月
15日掛牌，很大機會以上限0.82元定價
，集資1.23億元。公開發售超額認購約
80倍凍結資金逾50億元，超購倍數是自
2011年5月米蘭站（01150）上市，即近
20個月以來最大的新股。而同期招股的
內房金輪天地（01232），市傳公開發
售超額認購約80倍，凍結資金63億元，
料也會以接近上限1.72元定價，該股擬
於本月16日掛牌。

中石化煉化工程擬分拆
市場回暖，一眾新股蠢蠢欲動，據

湯森路透旗下《IFR》報道，中石化（
00386）母公司中石化集團分拆的石油
工程公司中石化煉化工程已向港交所遞
交了上市申請，擬募集15億美元（約
117億港元），很可能在第二季掛牌。
中國鐵路物資亦計劃近期赴港上市集資
20億美元（約156億港元）。

市場消息指，中鋁礦業國際擬於下
周二起公開招股，集資約23.4至31.2億
港元。而小型新股則有內地手表產銷商

時計寶，擬本月底前公開招股，初步擬集資1億美元（
約7.8億港元），冀2月初上市。鋁材商Pan Asia，亦正
研究於本月招股，集資介乎1至2億美元（約7.8-15.6億
港元）。

此外，昨日新華網消息指，近期 「B轉H」熱情高
，內地證監會正研究制定相關規範政策。市場消息透露
，內房龍頭萬科擬仿效中集（02039），以介紹形式把
13.15億股B股全部轉板至H股交易，其中機構投資者持
7.02億股。以停牌前每股12.5港元計，萬科該批B股股
份市值約164億港元。而交易若完成，萬科可在本港融
資，預料融資成本由10%降至7%以下。該公司已聘請中
信證券（06030）負責上述交易。

貴州在港介紹七家公司
貴州．香港金融招商會對7家擬上市公司進行了推

介。其中，貴州盤江煤層氣開發利用有限公司計劃於今
年在香港上市，貴陽高原礦山機械有限公司則計劃今年
在A股上市。此外，貴州茅台酒廠（集團）習酒有限公
司也擬上市，但未提及具體上市時間。該公司副總經理
胡波介紹稱，去年公司計劃銷售30意元， 「十二五」期
末，規劃實現醬香總產能3萬噸、濃香總產能1萬噸，力
爭實現年銷售90億元，利潤21.6億元，屆時公司資產總
額將達到58.6億元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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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市昨日回落，但絲毫不影響地產股繼續狂 「抽水」
。市場消息表示，近日大賣樓盤的新地（00016）繼日前計
劃發行2023年到期的優先無擔保票據後，昨日再傳出擬融
資50億港元，並已向合作關係密切的銀行，發貸款條件協
議書，受邀銀行最低承貸額為5億港元，貸款為5年期，包
含定期貸款和循環信貸兩部分，綜合收益為158個點子。

消息人士透露，新地早於去年10月已開始向銀行就事
宜進行磋商。評級機構穆迪予新地擬發行的2023年到期之
美元優先無擔保票據 「A1」評級；該行指，有關票據的發
行將延長新地債務到期期限，並進一步強化其資金流； 「
A1」級別反映新地投資物業租金強勁、財務彈性高、港物
業營運紀錄良好，以及有效財務管理等因素。據稱，新地
計劃發行的10年期票據，年利率為T+195點子，相當於
2.087%，惟最終集資規模須視乎市場而定，德銀、豐及

渣打為承銷商，集資所得將用於一般營運支出以及為到期
債務提供再融資。

合生創展擬發優先票據
另內房股近日亦頻頻 「抽水」，繼佳兆業（01638）、

碧桂園（02007）和世茂房地產（00813）陸續公布 「抽水
」後，連日來股價大升的合生創展（00754）亦公布，建議
發行2018年到期的美元優先票據，但新票據的金額、票息
及年期等條款仍未落實。集資所得款項淨額，將對現有債
務再融資，資助項目的建設或改善成本，及作一般企業用
途。公司預料，有關發行除可取得國際投資者長期融資外
，亦可改善公司的資本架構。瑞銀及工銀亞洲為聯席帳簿
管理人及牽頭經辦人。新交所已原則上批准票據上市。該
股昨日終回吐2.35%，收報16.66元，成交1.13億元。

新地傳銀團貸款50億

去年11月全球付款交易量佔比
貨幣
歐元
美元
英鎊
日圓
澳元

挪威克朗
加拿大元
瑞士法郎
港元

新加坡元
瑞典克朗
泰國銖

俄羅斯盧布
人民幣

註：只標示排名頭14隻貨幣

佔比
40.89%
31.06%
8.59%
2.44%
2.35%
2.26%
1.88%
1.77%
1.03%
1.01%
0.99%
0.98%
0.64%
0.56%

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WIFT）發表12月
份報告指，人民幣付款交易量去年10月至11月間增加
24%，期內所有貨幣付款交易量平均值下跌7%，可見
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理想。去年一月人民幣在全球付款
貨幣排名為20位，11月升至14位，10月則為16位，單
月連升兩級。根據SWIFT過往的人幣追蹤報告，去
年11月人幣佔全球付款交易量0.56%，佔比為歷來最
高，比去年同期的0.29%升27個點子，與去年10月的
0.42%比較則升14點子。

人幣去年佔全球付款交易量的排名一直於首20位
，而歐元、美元及英鎊則一直佔據頭3位，合共包辦
超過八成全球付款交易；亞洲貨幣佔比最多的是日圓
，長居第四，佔比約2至2.5%。最新報告顯示，11月
歐元、美元、英鎊及日圓的佔比分別為40.89%、
31.06%、8.59%及2.44%（詳情見表）。

澳洲近期大量增加以人民幣付款，交易量在去年
8月前相對較低，但自8月起大幅飆升，升勢最初主要
由人民幣流出所帶動，但現時人民幣流入的影響亦同
等重要。早前有本港媒體報道，現時澳洲最大的貿易
夥伴是內地，過去10年澳洲輸往內地之出口總額，增
加14倍至830億美元；而澳洲從內地進口的貨品，亦
增達8倍至340億美元；兩地的直接投資額升至約20億
美元，故澳洲使用人民幣進行貿易的誘因極大。

澳加速發展人幣業務
去年三月，澳洲儲備銀行已與人民銀行簽署200

億元人民幣雙邊貨幣互換協議，透過以美元釐定價，
為澳洲企業提供更多人民幣流動性。澳洲副總理兼財
長韋恩表示，未來澳洲將會朝與內地直接兌換人民
幣的方向研究，取消透過美元定價的機制，進一步降
低澳洲與內地之間的貿易成本。而澳洲為加速發展人
民幣業務，財政部、澳洲儲備銀行與本港金管局建立

對話平台，並訂下今年於悉尼舉行首次對話會議，商
討兩地於人民幣業務的合作，鼓勵澳洲私營機構來港
發人民幣債券及融資等。

SWIFT去年9月份報告指，雖然去年9月與香港及
中國進行人民幣付款交易的國家接近100個，但高達
九成的交易僅集中在10個國家進行，除內地及香港地
區外，英國排榜首，佔28%，比去年1月的25%增加3
個百分點，超越新加坡；新加坡佔26%，排行第二，
年初佔比為34%。

本港方面，金管局早前發表的統計數字顯示，跨
境貿易結算的人民幣匯款總額於去年11月份為2430億
元人民幣，10月則為1954億元人民幣，按月大升
24.4%，市場人士解釋，主要因為季節性因素，去年
11月的按月升幅亦達15%。

▲人幣付款交易量去年10月至11月期間增加24%
，令人幣在全球付款貨幣排名上連升兩級至第14
位

▲惠譽表示，有六成機會下調中國主權評級至 「A+」 ，目前給予中國主權評級為 「
AA-」

中國罕王（03788）宣布，斥資2250萬澳元（折合
約1.83億港元），在澳洲收購一個金礦項目。行政總裁
潘國成認為，是次為公司繼在印尼收購紅土鎳礦資產之
後，另一項重大進展，公司在中國鐵礦核心資產之上的
礦種多元化和區域多元化戰略，並為公司成為一家國際
礦業運營商奠定堅實基礎。

罕王1.83億購澳洲金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