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證券簡稱：閩燦坤B 證券代碼：200512 公告編號：2013-002

廈門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異常波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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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異常情況：

本公司股票 「閩燦坤B」（證券代碼：200512），已連續兩個交易日（2012年
1月8日和2013年1月9日）收盤價格漲幅偏離值累計達到20%以上，屬於股票交易異
常波動。
二、關注、核實情況說明：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補充之處；
2、除2013年1月8日同時披露在《證券時報》、香港《大公報》和巨潮資訊網

的《股票交易異常波動》所披露事項外，公司未發現其他近期公共傳媒報道了可
能或已經對本公司股票交易價格產生較大影響的未公開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生產經營情況正常，內外部經營環境未發生重大變化；
4、經查詢，公司、控股股東和實際控制人不存在關於本公司的應披露而未披

露的重大事項，或處於籌劃階段的重大事項。
5、本公司三大控股股東之一的僑民投資有限公司擬有條件增持公司股份，具

體內容詳見公司於2012年12月31日披露的《關於控股股東擬增持本公司股份的公
告》，在本公司股票交易異常波動期間，由於未達增持條件，僑民投資有限公司
未進行增持，公司其他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未買賣本公司股票。
三、不存在應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聲明：

本公司董事會確認，除2013年1月8日同時披露在《證券時報》、香港《大公
報》和巨潮資訊網的《股票交易異常波動》所披露事項外，本公司目前沒有任何
根據《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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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該事項有關的籌劃、商談、意向、協議等；董事會也未獲悉本公司有根據《深
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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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其衍生品種交易價格產生較大影響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
正、補充之處。
四、風險提示：

1、除以上說明外，公司、控股股東和實際控制人承諾至少三個月內不存在籌
劃其他重大資產重組、收購、發行股份等事項。

2、經自查，公司不存在違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3、公司於2012年12月27日披露了《2012年年度業績預告》，具體財務數據將

在公司2012年年度報告中予以披露。
4、公司鄭重提醒廣大投資者： 「《證券時報》、香港《大公報》和巨潮資訊

網（www.cninfo.com.cn）為公司選定的信息披露媒體，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媒體刊登的信息為準，請廣大投資者理性投資，注意風險。」

特此公告。

廈門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13年1月10日

證券簡稱：*ST武鍋B 證券代碼：200770 公告編號：2013－001

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關於恢復上市的進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內容的真實、準確

、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因公司2007年、2008年、2009年連續三年虧損，根據《深圳

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14.1.1條、14.1.3條的規定，深圳證
券交易所決定公司股票自2010年4月9日起暫停上市。該公告刊
登於2010年4月2日的《證券時報》、《大公報》上，公告編號
：2010－017。

因公司2010年度實現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為
8,535,924.33元，眾環海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出具了標準無
保留意見的審計報告。2011年5月4日，公司向深圳證券交易所
遞交了《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恢復上市申請書》及相關申請
文件。《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關於向深圳證券交易所提交恢
復上市申請的公告》刊登於2011年5月5日的《證券時報》、《
大公報》上，公告編號：2011－017。

2011年5月9日公司收到深圳證券交易所《關於同意受理武漢
鍋爐股份有限公司恢復上市申請的函》，深圳證券交易所同意
受理公司恢復上市申請，並要求公司補充提供相關材料。《武
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關於深圳證券交易所同意受理公司恢復上
市申請的公告》刊登於2011年5月11日的《證券時報》、《大公
報》上，公告編號：2011－020。公司已於2012年12月14日向深
圳證券交易所遞交了相關的補充資料。

2012年12月31日，公司收到深圳證券交易所《關於同意武漢
鍋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恢復上市的決定》（深證上【2012】476
號），決定核准本公司股票恢復上市。公司將按照相關規定，
做好股票恢復上市的有關工作，並在股票恢復上市五個交易日
前披露股票恢復上市公告。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國內外訂單的生產正有序進行。公
司將繼續抓好國內外訂單的生產和國內訂單的投標工作，加強
內部管理，嚴控成本，努力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在公司股票未恢復上市期間，仍將嚴格按照《公司法》、《
證券法》、《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的有關規定，認
真履行信息披露義務。

《證券時報》、《大公報》和巨潮資訊網（www.cninfo.
com.cn）是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報紙和網站。

特此公告。

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13年1月10日

瑞房擬向新天地注680億資產

預期亞洲新興經濟體增長持續

新年伊始，市場期望環球經濟由谷底反
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料，全球
經濟復蘇步伐仍然緩慢，今年經濟增長有
3%以上；惟渣打香港行政總裁洪丕正則料
，美國提早加息風險增加，今年全球經濟增
長最多2.8%，而本港樓巿交投會維持較低
水平。

本報記者 湯夢儀

■港華燃氣配股折讓最多8%

簡訊

港華燃氣（01083）昨日中午發出短暫停牌公布，
以待可能發出涉及該公司的內幕消息公告。而根據其後
市場消息引述銷售文件，該公司擬按每股6.24元至6.31
元的作價配售1.5億股，集資最多9.465億元。該股配售
價相當於中午收市、停牌前價格6.78元折讓6.9%至8%。
銷售文件顯示，該公司配股所得資金擬用於未來投資（
包括潛在收購），以及一般企業用途。股份有90日禁售
期。瑞銀及豐為安排行。該股昨日停牌前急升3%，
中午收報6.78元。

茂業（00848）昨宣布，旗下茂業商廈昨日在內地
完成發行第一期票據，票據年期為3年，發行本金額為8
億元人民幣，息率為每年5.52厘。

■茂業旗下發行3年票據

申洲（02313）昨宣布，主席馬建榮及執行董事兼
副總經理馬仁和，以每股16.52元，配售最多4800萬股
，佔已發行股本3.61%，套現7.93億元。完成後，馬建
榮持股由58.37%降至56.42%，而馬仁和由8.36%降至
6.71%，並設有180天禁售期。公告指出，配售價較上日
收市17.76元折讓6.98%，股價昨日開市後即時受壓，昨
收報16.66元，單日急跌6.2%，全日成交8.71億元。

■新機組投產 華電發電量升4%
華電國際（01071）昨公布，去年發電量錄得

156.94百萬兆瓦時，同比增長約4.10%；上網電量為
146.72百萬兆瓦時，同比增長約4.18%。集團表示，發
電量增長主要受惠新投產機組的電量貢獻。

■裕元工業上月收入51億
裕元工業（00551）昨公布去年12月收益，12月收

入為6.64億美元（約51.792億港元），按月升0.3%，去
年全年收入則為72.8億美元，按年升0.31%。該公司12
月由寶成工業（控股公司）所得的收入為77.1萬美元，
佔該公司收入0.12%；而控股公司由裕元工業所得的收
入為24.9萬美元，佔控股公司收入0.73%。

■申洲高層配股涉近8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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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賀鵬飛南京報道】雨潤集團
董事局主席祝義材昨透露，去年集團銷售收
入突破1000億人民幣大關，同比增長一成七
。旗下雨潤食品（01068）生豬屠宰產能達
到5500萬頭，連續三年穩居全球第一。

祝義材坦言，剛剛過去的一年，國際及
國內經濟形勢異常複雜。從國際上來看，世
界經濟增長放緩，國際貿易增速回落，國際
金融市場劇烈動盪，歐債危機不斷加劇，各
類風險明顯增加。從國內來看，2012年是中
國經濟 「在持續回落中逐步趨穩」的一年，

也是十分複雜的一年，他個人認為甚至比
2008年更具挑戰性。

祝義材指出，雨潤集團能於去年銷售收
入錄得1061億元歷史新高。其中除食品主業
繼續做大做強外，物流產業也破繭成蝶，西
安、成都兩大投資超百億元的全球採購中心
正式營業。同時，雨潤集團的現代商業綜合
體強勢推進，遍布省內外近二十個重點城市
，地產、酒店、金融保險和建築等產業也穩
步擴張、穩中有進。集團位列中國企業500
強第118位，中國民營企業500強第8位。

雨潤去年收入破千億

瑞房股價近期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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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多媒體（01070）公布，在美國拉
斯維加斯舉行的國際消費電子展上，與半導
體晶片生產商Marvell聯合推出Google超智能
電 視 「MoVo」 ， 成 為 內 地 首 家 推 出
Google TV一體機的電視企業。

在2010年，TCL多媒體在內地推出首款
以Android作業系統為基礎的互聯網液晶電
視。主席李東生表示，與Marvell合作，有利
雙方優勢互補，提高產品核心競爭力及實現
共贏。

另外，同系的TCL通訊（02618）公布
，2012年全年手機銷量約4260.8萬台，按年
下跌2%，來自智能手機銷售勁升近3.8倍至
652萬台。其中，中國市場銷售佔577.45萬
台，同比增長13%，海外銷售減少4%至約
3683萬台。

單計12月份，手機及其他產品總銷量接
近412.7萬台，按年下降8%，其中智能終端
銷售量急增1.34倍至63.9萬台，佔集團總銷
量15%。

TCL首推Google智能電視

復星國際（00656）近來大力發展保
險業務。繼與保誠合作成立合資人壽保險
公司後，復星再與國際金融公司（IFC）
合作進軍再保險市場。兩者分別斥資4.68
億美元及8195萬美元，即合共5.5億美元（
約42.9億港元）成立鼎睿再保險，主力拓
展亞洲區的再保險業務。而公司昨宣布，
已獲保監處正式授權，在香港經營承保業
務。

夥IFC組鼎睿再保險
復 星 國 際 及 IFC 各 佔 鼎 睿 85.1% 及

14.9%股權，被問及未來會否增資，復星
國際總裁及鼎睿再保險董事長汪群斌及
IFC亞洲金融市場局局長杜書集均表示，
絕對支持鼎睿的發展，指現時的投資規模
合適，將來如有需要會考慮增資，但現時
並無計劃。汪群斌續稱，復星對保險業的
投入是長線的，非常看好保險業務，相信
鼎睿的投資將為集團帶來重要的保險收入
，並支持集團的投資活動，有助集團於未來
5至10年間轉型為世界一流的投資集團。

鼎睿再保險首席執行官韓潤南表示，
集團未來5年目標打入新興市場，如印度
、印尼及中國等。他指出，亞太區整體再
保險滲透率偏低，2011年的自然災害，如
泰國水災、日本東北大地震等，受保比率
只有22%，因此認為亞太區，特別是內地

的再保險業務有很大發展空間。他續稱，太保已成為
其首名客戶，公司未來將從兩個方向發展，一是自然
增長，二是透過策略性併購。

復星國際旗下復星集團早前與美國保誠合組復星
保德信人壽保險公司，於去年11月在上海舉行開業慶
典，這是內地近三年來獲准成立的第一家合資人壽保
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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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駐香港特區分處代表Andre Meier昨出席亞
洲金融論壇記者會時表示，亞洲去年經濟表現跑贏市
場，但亦難免受其他國家拖累，而今年會繼續為全球
經濟亮點。他相信，亞洲新興市場今年經濟增長勢頭
將持續，但在出口增長上仍面對挑戰，內地方面要同
時兼顧經濟發展平衡，重點轉向發展內需。

內地重點轉向發展內需
環球經濟方面，他認為回復環球經濟增長仍然是

主要挑戰。IMF預期，去年全球經濟增長為3%，料今
年增幅會較大。但Meier補充，今年在政治方面的不確
定性仍有不少，如歐央行推出解決方案以爭取時間拖
延歐債問題；日本的財政問題；以及美國 「財政懸崖
」問題，美國要削減開支，同時又不能打擊經濟復蘇
步伐。總括而言，他對環球經濟持審慎樂觀態度。

同場的渣打香港行政總裁洪丕正對全球經濟增長
預期明顯比IMF保守，表示預計今年環球經濟增長為
2.6%，最多增長2.8%，但他亦同樣認為今年環球經濟
傾向樂觀，增長會高於去年。他指，美國經濟料見底
，整體外圍經濟略見復蘇，但如何回復經濟增長仍值
得關注，如歐元區仍面對財政緊縮的挑戰；美國則需
提升經濟增長及改善失業率。

洪丕正料最多增長2.8%
他續指，美國暫時化解財政懸崖問題，但短期仍

要解決放寬債務上限的問題，而早前美聯儲表明加息
時間表與通脹及失業率掛後，令美國提早加息的風
險加大，建議投資者要小心加息周期提早展開。但他
補充，即使進入加息周期，息率提升幅度亦不會太大
。另外，他相信未來二十年，亞洲會是全球增長引擎
，拉動逾半全球經濟增長，亞太區的國際地位會隨之
提升。

洪丕正估計，隨美國經濟復蘇及歐洲債務問題

趨平穩，今年內地出口會有改善。貨幣政策方面，料
人行最快於今年第三季加息，並會繼續透過債券逆回
購等手段，增加市場流動性，以刺激經濟，本港出口
會因而受惠。對於今年新股市場表現展望，他表示，
新股表現需視乎股市的活躍程度，過去兩個月環球股
市氣氛改善，但仍需關注持續性；另多個國家推出量
寬，資金流入亞洲，有利新股市場，今年新股市場可
望好轉。

新一份施政報告於下周三（16日）出爐，市場關
注政府會否再推樓市辣招，洪丕正表示，樓市問題需
透過增加供應來處理，希望政府能夠增加土地供應，
亦歡迎推新措施以穩定樓市。他指出，自政府去年推
出穩定樓市措施後，交投量已有調整，本港上月交投
量按月減半，相信今年仍然維持較低水平。

IMF料全球經濟升逾3%

【本報記者楊楠上海報道】由瑞安房地產（
00272）分拆的中國新天地，將於今年3月1日起正式
投入營運，早前已向港交所遞交上市申請，目前正待
審批中。瑞房稍後將會分批向中國新天地注入商業項
目資產，總值高達680億元人民幣，下一步再在內地
進行併購，而瑞房將專注發展中小型項目。

瑞房昨日在港交所發布公告，宣布瑞房董事會主
席羅康瑞圖）將領導 「中國新天地有限公司（瑞房全
資附屬公司）」的成立及定位。中國新天地計劃於3
月起開始營運，將主要集中於中國城市（不包括港澳
台）的繁華地段管理、設計、租賃、營銷、提升高端
零售、辦公樓、娛樂及酒店物業。

瑞安房地產昨日下午在位於上海市淮海中路333
號瑞安廣場26樓的總部舉行記者會，羅康瑞及瑞房董
事總經理兼行政總裁李進港出席。羅康瑞在會上表示
黎永昌、曾國泰、黃至剛（香港賽馬會前行政總裁）
將獲委任為中國新天地的獨立非執行董事。

分拆加快資金周轉
根據計劃，中國新天地未來將專注於商業地產的

管理，瑞房將首先注入旗下優質商業項目。李進港介
紹指，現時瑞房持有已竣工的商業項目總面積達63萬
平方米，總價值約280億元人民幣；另有99萬平方米
商業項目在建，預計1至2年內可完成，總價值將達
400億元人民幣，這些均有可能被注入中國新天地。

羅康瑞補充，瑞房旗下的商業地產板塊，未來將
分拆給中國新天地，即後者動用上市所得資金，向瑞
房購買並持有和經營優質物業。他表明： 「上海新天
地、企業天地、虹橋天地，以及瑞房在武漢、重慶等
最好的物業都會放進去。」雖然分拆將會是一項較複
雜工作，現已由會計師事務所及律師行加快推進，但

成功分拆及上市後，對業績貢獻很大。將來瑞房開發
的商業和辦公樓項目，一建好就會賣給中國新天地，
而瑞房資金周轉加快，開發速度亦會提高。

同時，中國新天地亦會主動出擊，在內地收購其
他辦公樓和酒店項目。羅康瑞指出，內地商業地產將
進入一段相對的困難期，因為目前商業項目建設一擁
而上，令整個市場太多太雜，個別項目的經營管理很
差，這些將是中國新天地未來收購目標。

已提交港上市申請
據了解，未來瑞房將是中國新天地的大股東，預

計持股比例50%左右，時下也有一些大的機構在與瑞
房接觸。羅康瑞表示，瑞房正積極爭取將中國新天地
在港交所上市，並已經提交申請，現時正在審批中，
具體上市時間需視乎市場條件，以體現公司的價值。

至於瑞房方面，在目前的市場背景下，瑞房未來
亦將多做一些中小型項目，基於現有經驗和團隊，將
依然面向較高端人群，不會定位在並不熟悉的大眾化
市場，而住宅項目也會延續一貫做法，都是全裝修項

目。羅康瑞指出，瑞房接下來不會再做比較大的項目
，但是目前正在開發的一些大型項目將按計劃繼續推
進。

到目前為止，瑞房在上海、武漢、重慶、佛山、
大連的中心地段有8個處於不同開發階段的項目，總
土地儲備約1330萬平方米。羅康瑞表示，瑞房過去數
年花了百億資金在做動遷，今年將迎來收穫的季節。

IMF與渣打主要觀點
IMF駐港分處代表Andre Meier：
．料去年全球經濟增長為3%，今年增幅會較
大
．對環球經濟持審慎樂觀態度
．亞洲去年經濟表現跑贏市場，今年經濟增
長勢頭將持續
渣打香港行政總裁洪丕正：
．預計今年環球經濟增長為2.6%，最多增長
2.8%
．今年環球經濟傾向樂觀
．亞洲會拉動逾半全球經濟增長
．美聯儲表明加息時間表與通脹及失業率掛
後，令美國提早加息的風險加大
．內地出口會有改善，料人行最快於今年第
三季加息
．今年本港新股市場可望好轉
．本港上月交投量按月減半，今年仍然維持
較低水平

▲左起：鼎睿再保險首席核保管羅克勤、鼎睿再保
險首席執行管韓潤南、復星總裁兼鼎睿再保險董事
長汪群斌及IFC亞洲金融市場局局長杜書集

▲IMF預料，全球經濟復蘇步伐仍然緩慢，今年經
濟增長有3%以上；同時，亞洲新興市場今年經濟
增長勢頭將持續，但在出口增長上仍面對挑戰

▲羅康瑞在滬表示，瑞房正積極爭取將 「中國新
天地」 在港交所上市，申請已提交正待審批

本報記者楊楠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