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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屆董事會2013年度
第二次臨時會議決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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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會會議召開情況
1.董事會會議通知的時間和方式
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於2013年1月8日以專人送達和E-mail的方式發出

第七屆董事會2013年度第二次臨時會議的書面會議通知。
2.董事會會議的時間、地點和方式
會議於2013年1月11日召開，採取通訊方式進行並做出決議。
3.董事會會議董事出席情況
會議應參加董事九人，共有九人參與通訊表決。
4.會議的召開符合有關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規範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規定。
二、董事會會議審議情況
以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的表決結果，《關於2013年度第一次臨時股

東大會會期及議程安排的議案》，並授權秘書處負責股東大會相關籌備工作。
三、備查文件
經與會董事簽字的第七屆董事會2013年度第二次臨時會議決議。
特此公告。

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二○一三年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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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召開2013年度

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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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會議基本情況

1.股東大會屆次：2013年度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
2.召集人：公司董事會。（2013年1月11日召開的公司第七屆董事會2013年

度第二次臨時會議審議並全票通過了《關於2013年度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會期
及議程安排的報告》）

3.合法合規性：會議的召開符合相關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規範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

4.召開會議日期和時間：2013年1月30日（星期三）上午9：30（參加會議的
股東請於會前半小時到達開會地點，辦理登記手續）

5.召開方式：現場會議
6.出席對象：
（1）截止2013年1月21日（星期一）下午收市時在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

責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記在冊的本公司全體股東或其授權委託的代理人（該代
理人可以不必是公司的股東）；

（2）本公司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
（3）本公司聘請的律師。
7.地點：深圳市赤灣石油大廈11樓第六會議室。

二、會議審議事項
1.會議審議事項符合相關法律法規和《公司章程》的規定，審議事項合法完

備。
2.會議審議的議題如下：
（1）《關於更換董事的議案》（將採用累積投票制選舉）
（2）《關於更換監事的議案》（將採用累積投票制選舉）
上述提案內容詳見2013年1月8日公告的第七屆董事會2013年度第一次臨時會

議決議公告和第七屆監事會2013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決議公告及巨潮資訊網上
相關內容，候選董事及監事履歷詳見附件1。
三、會議登記方法

1.登記時間及地點：2013年1月24日-2013年1月29日，每個工作日上午9:00-
下午17:00，深圳市赤灣石油大廈8樓。

2.登記方式：
（1）個人股東持身份證原件和股票帳戶卡；代理人出席會議還應提交授權

委託書原件和個人身份證原件。
（2）法人股股東需持加蓋公章的營業執照複印件、加蓋公章的法人授權委

託書、股票帳戶卡和出席人身份證原件辦理登記。
（3）股東可用信函或傳真方式登記。信函、傳真均以2013年1月29日下午5:

00以前收到為準。
四、其他事項

1.會議聯繫方式：
聯繫人：胡靜競、陳丹、于婷婷
聯繫電話：86-755-26694222 轉秘書處
聯繫傳真：86-755-26684117（傳真請註明：股東大會登記）
聯繫地址：深圳市赤灣石油大廈8樓
郵編：518067
2.會議費用：本次股東大會會期半天，與會股東食宿及交通費自理。

五、授權委託書（見附件2）
特此公告。

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二○一三年一月十四日

附件1：
1.候選董事履歷：
1） 張日忠先生個人履歷

張日忠先生，1968年8月出生，畢業於中國中央財經大學和英國威斯敏斯特
大學，獲得經濟學學士學位和工商管理碩士學位，英國特許會計師公會會員。
從事財務會計工作已超過二十年，具有豐富的財務管理經驗。歷任招商局集團
有限公司財務部副總經理，招商局控股（英國）有限公司財務總監。2005年加
入招商局國際有限公司，現任招商局國際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兼財務總監。

截至2013年1月7日，張日忠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過中國證監會及其
他有關部門的處罰和深圳證券交易所懲戒；符合《公司法》等相關法律法規要
求的任職條件。

2） 鄧偉棟先生個人履歷
鄧偉棟先生，1967年7月出生，1994年畢業於南京大學自然地理專業，取得

博士學位，2002年9月於加拿大Dalhousie大學海洋管理系獲得碩士學位。擁有豐
富的港口經營和管理經驗。曾任職海南省洋浦經濟開發區管理局，並歷任中國
南山開發（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發展部總經理、赤灣集裝箱碼頭有限公司副總
經理、深圳媽灣港務有限公司總經理及深圳媽港倉碼有限公司總經理。2009年7
月加入招商局國際有限公司，現任招商局國際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截至2013年1月7日，鄧偉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過中國證監會及其
他有關部門的處罰和深圳證券交易所懲戒；符合《公司法》等相關法律法規要
求的任職條件。

3） 王志賢先生個人履歷
王志賢先生，1965年3月出生，畢業於天津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獲工學碩

士學位，後獲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工商管理碩士學位。擁有豐富的港航業管
理經驗。1992年7月加入招商局國際有限公司，歷任招商局國際有限公司工業管
理部副總經理、企業規劃部總經理、深圳媽灣港務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寧波大
榭招商國際碼頭有限公司董事長兼CEO、招商港務（深圳）有限公司及深圳海
星港口發展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現任招商局國際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截至2013年1月7日，王志賢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過中國證監會及其
他有關部門的處罰和深圳證券交易所懲戒；符合《公司法》等相關法律法規要
求的任職條件。

4） 李玉彬先生個人履歷
李玉彬先生，1972年2月出生，畢業於天津大學，獲港口及航道工程學士學

位及工程管理碩士學位，於2007年獲香港大學頒發房地產與建設博士學位，擁
有豐富的港口和物流管理經驗。2007年加入招商局國際有限公司，歷任招商局
國際有限公司企劃與商務部總經理助理及深圳海運物流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現
任招商局國際有限公司企劃與商務部總經理。

截至2013年1月7日，李玉彬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過中國證監會及其
他有關部門的處罰和深圳證券交易所懲戒；符合《公司法》等相關法律法規要
求的任職條件。

5） 張建國先生個人履歷
張建國先生，1964年9月出生，畢業於山西財經學院會計學專業，獲經濟學

學士學位。1997年起擔任本公司財務部經理，1999年9月至2012年12月31日任本
公司財務總監，2011年2月至2012年12月31日任本公司副總經理，現任中國南山
開發（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財務總監。

截至2013年1月7日，張建國先生持有公司股份98,782股；未受過中國證監會
及其他有關部門的處罰和深圳證券交易所懲戒；符合《公司法》等相關法律法
規要求的任職條件。

2.候選監事履歷：
1） 溫翎女士個人履歷
溫翎女士，1965年2月出生，畢業於西南財經大學，研究生學歷，歷任招商

港務（深圳）有限公司財務部副經理、深圳媽灣港務有限公司財務部經理、招
商局國際有限公司財務部副總經理。2004年加入招商局國際有限公司，現任招
商局國際有限公司財務部資深副總經理。

截至2013年1月7日，溫翎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過中國證監會及其他
有關部門的處罰和深圳證券交易所懲戒；符合《公司法》等相關法律法規要求
的任職條件。

2） 趙建莉女士個人履歷
趙建莉女士，1963年12月出生，畢業于西安公路學院，獲得管理工程學學

士及財務管理學碩士。歷任招商局國際有限公司內控與審計部經理、總經理助
理、副總經理。2003年9月加入招商局國際有限公司，現任招商局國際有限公司
內控與審計部總經理。

截至2013年1月7日，趙建莉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過中國證監會及其
他有關部門的處罰和深圳證券交易所懲戒；符合《公司法》等相關法律法規要
求的任職條件。

附件2：
授權委託書

茲委託 女士/先生代表本人/公司參加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
公司2013年度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並對全部議案行使表決權。
委託人姓名：___________ 委託人身份證號碼：___________
委託人股東帳號：_______ 委託人持股數：A/B股__________股
受託代理人姓名：___________
受託代理人身份證號碼：___________
委託時間：2013年 月 日
有效期限：
委託人簽字：___________ 受託代理人簽字：___________
委託人對下述議案表決如下（請在相應的表決意見項下劃 「」）：

議案
序號

1

1.1
1.2
1.3
1.4
1.5

2

2.1
2.2

議 案 名 稱

《關於更換董事的議案》

董事候選人張日忠
董事候選人鄧偉棟
董事候選人王志賢
董事候選人李玉彬
董事候選人張建國

《關於更換監事的議案》

監事候選人溫翎
監事候選人趙建莉

表決意見
同意

本議案實施累積投票，請填票數（如果直接
打勾，代表將擁有的表決票總數平均分配給
打勾的候選人）；選舉非獨立董事的選票數
＝股東所持有的股份數額×5

本議案實施累積投票，請填票數（如果直接
打勾，代表將擁有的表決票總數平均分配給
打勾的候選人）；選舉監事的選票數＝股東
所持有的股份數額×2

反對 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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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編輯：劉國光

澳洲財長韋恩（Wayne Swan）
表示，中國經濟恢復，顯示今年全球
需求會增長。韋恩將於今日參加本港
舉行的亞洲金融論壇，他昨日在經濟
周報中指出，今年全球經濟有望好轉
。他表示雖然去年中國經濟放緩，但
是近期已有穩定跡象，這是他對前景
樂觀的原因之一。

澳洲財政韋恩昨表示，由於中國
經濟近期有回升跡象，相信可以帶動
全球經濟增長。內地早前公布的12月
出口數據增長超過預期，而廣義貸款
飆升28%，顯示內地經濟正重拾升軌
。早前內地經濟連續7個月放緩，現在新領導層正尋求
促進經濟增長。

據彭博綜合經濟學家預測中位數，去年第四季，內
地經濟增長達7.8%，而去年第三季，內地經濟增幅7.4%
，是三年以來最低。

韋恩表示，現在全球經濟的兩大威脅是美國的財政
狀況和歐洲的債務危機。不過，大西洋兩岸近期都取得

一定進展，令人鼓舞。他續指，雖然美
國前景仍不明朗，如債務上限、削減赤
字、維持預算等都沒有達成共識，要為
國家的長遠打算，恢復投資者信心，美
國政府也任重道遠。他表示，過去政客
們爭拗不斷，已經造成危害，而現實如
果他們不達成一整套解決方案，必然會
對全球經濟造成長遠的負面影響。此外
，歐洲也急待刺激就業和經濟增長。

至於澳洲方面，受惠於資源投資熱
潮，該國已經連續21年維持經濟增長，
不過外界預測投資很快會見頂，該國也
依賴全球經濟恢復來維持出口。韋恩上

月表示，由於增長減弱，澳元走強減少稅收，本財年該
國財政盈餘無法達成預期目標。

韋恩指出，隨全球經濟重心逐漸轉向亞洲，雖然
澳洲有一定優勢，但也不能假設無所作為，就會有美好
未來。今日在本港，他會拜會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其他
投資者和歐洲商界領袖。他早前也表示，會推廣人民幣
在全球貿易及金融中，發揮更大作用。

不錯，格羅斯與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聯席投資總監埃利安成功預
測到全球經濟從2009年開始增長停滯，以美國為例，去年全年增長
2.2%，較金融海嘯爆發前10年的平均增長率3.2%低，但說到金融資產
方面，卻非他們所預期的呆滯不前，主因出在全球央行寬鬆措施推高
了投資者對股票和證券的需求。全球固定收益證券在去年的回報率比
起此前16年的為高，而全球股市去年市值上升6.5萬億美元，主要反
映出大摩全球指數去年上升了一成三。

猜對實體經濟走向
業內人士認為，格羅斯和埃利安低估了市場對央行救市措施的熱

烈反應，以及這種措施為金融市場帶來的正面刺激作用。所以只可以
說，格羅斯和埃利安對實體經濟的預測是對了，但金融資產價格的預
測則失準。

現年68歲的格羅斯掌管全球最大債券基金，而埃利安則是該基金
公司的行政總裁。2009年10月份，格羅斯在一個報告中提到，全球經
濟將會進入新常態時期，去槓桿化、恢復監管和去全球化在將來將限
制全球經濟增長，而且可能成為可見將來的新模式。他們又預測，
資產價格的回報將只及過去20年平均回報率的一半。

但是他們未估計到，全球央行將會採取怎樣的救市措施。從美國
的聯儲局至中國的人民銀行共投入了超過6萬億美元的資金，買入各
種各類的證券，從美國國庫券到金邊債券，令他們的資產負債表由
2006年5月份的4.99萬億美元，大幅攀升至2012年6月份的14.09萬億美
元。同時，全球央行更繼續把利率降至紀錄低位，因而刺激到投資者
紛紛買入風險資產，包括股票、垃圾債券和按揭債券等。

華爾街估市亦失準
不過，太平洋資產重置策略部聯席主管Saumil Parikh相信，這

種扭曲的措施不能永遠持續，所以他認為，今年經濟和金融市場將會
回到新常態時期。格羅斯也憂慮，曾刺激全球資產價格大升的救市措
施，將會是資產價格急跌的元兇。格羅斯在本月一份報告中表示，投
資者應提防長期通脹風險等問題。但他估計今年內不會出事。

事實上，不僅格羅斯的新常態預測失準，華爾街多位著名人士和
機構去年亦大跌眼鏡： 「對沖之王」保爾森曾估計歐元區崩潰、摩根
士丹利則警告去年美股會下跌，而最大家的銀行和最成功的投資者，
亦算錯了全球政府救市行動所起到的重大刺激作用。

●去槓桿化、恢復監管和去
全球化在將來將限制全
球經濟增長

●資產價格的回報將只及過
去20年平均回報率的一半

●工業國家的經濟幾乎無增
長，並伴隨高失業率

●對於公共財政的憂慮明顯
增加

●發達國家與新興市場間的
經濟增長和財富轉移將會
加速

澳財長：今年全球經濟好轉

絕緣防範和量化寬鬆，是西方國家用來應付次按危機所引發的金融海嘯的
絕招。直至現在，這兩招仍然被認為用得恰當。不過，有分析指出，絕緣防範
和量寬所引發的危機將隨時爆發。

所謂絕緣防範，主要目的在於隔絕銀行的風險投資活動，例如交易，令存
戶不至因為銀行的投資業務虧損而受牽連。至於量寬，則主要是中央銀行透過
大印銀紙來振興經濟，這做法其實嚴重影響到正常的生產力。絕緣防範亦是一
個值得詬病的措施，因為銀行只透過不沾手交易賭博來避險，完全忽略了根本
性重組和改革業務的需要，令人感到有點兒 「斬腳趾避沙蟲」。

假如沒有了像《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條例，把銀行業務與投資銀行
業務分拆為兩部分，我們只可以光眼等待另一次金融危機的到來。雖然最近
美國通過的沃爾克法案防止擁有客戶存款業務的銀行用自己戶口進行交易，但
是由於法案容許銀行可代客戶交易，令華爾街交易員有機會找出具創意性的方
法逃過規管，所以法案可謂形同虛設。

量寬的主要作用只是透過刺激資產價格，令銀行不用進行必要的減值虧損
和強迫性的重組業務，仍可以渡過難關。事實上，自從2008年的金融海嘯爆發
以來，全球政府和資產市場一直依賴主要經濟體所作出的非常措施，而全球央
行官員甚至已不再考慮如何能真正解決到問題。

不過，當量寬持續推高資產價格，包括石油等價格，令食物價格亦一同大
漲，通脹率一發不可收拾時，全球資產泡沫將會大爆破，價格將會崩潰。

新
常
態
模
式
概
況

20092009年年，，
全球經濟和股全球經濟和股
市從大跌中慢市從大跌中慢
慢穩定下來之際慢穩定下來之際
，，有有 「「債券大王債券大王」」 之稱之稱
的格羅斯推斷的格羅斯推斷，，今後數年的經濟今後數年的經濟
和金融市場將進入持續的低增長時期和金融市場將進入持續的低增長時期，，即所謂新常態即所謂新常態（（
NNew Normew Normalal）。）。時至今日回頭再看時至今日回頭再看，，他的預測只對了他的預測只對了
一半一半，，另外一半卻證實是錯的另外一半卻證實是錯的，，因為他低估了全球央行因為他低估了全球央行
寬鬆措施的效力寬鬆措施的效力。。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李耀華李耀華

誤判量寬威力估市跌眼鏡

新常態預測新常態預測半錯半對半錯半對

應對海嘯兩絕招暗藏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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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近年經濟走勢

▶埃利安
看錯市

▲格羅斯成功預
測全球經濟增長
停滯

▲韋恩今天出席亞洲金融論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