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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跨境貸款參與行倍增
包括滙豐渣打中行等10家 下周簽約

首批前海跨境人民幣貸款有望於下周
公布。據傳媒報道，首批簽約的參與銀行
數量將由原定3至5家增至8至10家，包括
工行（01398）、中行（03988）、建行（
00939）、招行（03968）、控（00005
）、恒生（00011）、渣打（02888）、東
亞（00023）等大型銀行均在首批參與行
名單上，而具體簽約事宜及銀行名單可望
下周公布。

本報記者 邵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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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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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異常波動的情況介紹
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股票（簡稱 「深赤灣A、股票代碼000022

）於2013年1月22日、1月23日連續兩個交易日收盤價格漲幅偏離值累計達到20%，根據《深圳證
券交易所交易規則》的規定，屬於股票交易異常波動。

二、公司關注並核實的相關情況
1.經本公司核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補充之處；公司未發現近期公共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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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本公司經營
情況及外部經營環境未發生重大變化。

2.經向公司股東中國南山開發（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南山集團」）、招商局國
際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招國際」）及實際控制人招商局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招商局集
團」）確認：南山集團、招國際和招商局集團均不存在關於本公司的應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
項及處於籌劃階段的重大事項；均未在二級市場買賣本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應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說明
本公司董事會確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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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補
充之處。

四、必要的風險提示
1.公司經自查不存在違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預計2012年度營業收入為17.5億-17.9億，比去年同期增長約3%-5%；2012年度歸屬於

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為4.5億-4.8億，比去年同期下降約5%-10%。公司將於2013年3月27日披露
《2012年年度報告》，相關財務數據以公告為準。

3.公司鄭重提醒廣大投資者：《證券時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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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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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證券報》又引述前海管理局相關負責人表
示，申請跨境人民幣貸款業務的企業較多，首批簽約
的參與銀行數量將增至8至10家。除首批參與名單外
，市場更關注首批跨境貸款的額度。前海管理局局長
鄭宏傑透露，前海首批跨境人民幣貸款沒有規定上限
，具體額度將由央行監管確定。央行深圳市中心支行
此前公布的《前海跨境人民幣貸款管理暫行辦法》提
出，將根據香港人民幣業務發展情況、前海建設發展
需求和國內宏觀調控的需求，對前海企業獲得香港人
民幣貸款實行餘額管理，貸款利率由借貸雙方自主確
定。

具體操作仍未清晰
此外，對於日前有報道指今年前海將啟動大規模

建設，深圳市政府將很快審批前海《土地出讓暫行辦
法》等土地政策，並與 「三大地主」，即招商局集團
、中集（02039）和深圳國際（00152）協商已出讓土
地營運方案，並指目前 「三大地主」擁有三幅土地總
估值高達4700億元人民幣。前海管理局經營發展處處
長兼新聞發言人王錦俠回應指，前海現在進行土地整
備，包括土地形態與性質等方面，區內的部分土地使
用權確實屬一些企業所有，而與企業協商出讓土地使
用權是整備的一部分，但不存在 「三大地主」的說法
，整備結束後會將相關情況對外公布。

永隆銀行司庫鄺國榮表示，相信內地批出前海首
批跨境貸款項目，並觀察市場反應後，很快會再批出
第二批貸款。他指出，現時業界對前海跨境貸款的操
作仍未清晰，相信首批貸款批出後，可釐清有關細節
及貸款規模。近期銀行紛紛下調人民幣存款息率，他
坦言，去年銀行以逾三厘的高息吸納人民幣存款是 「
過火」，認為人民幣定存的合理息率應為2.5厘至3

厘。他續稱，今年以來人民幣資金充裕，未來人民幣
存息走勢，要視乎經濟復蘇的情況及前海貸款規模，
會否刺激貸款需求。

南商續高息搶人幣存款
雖然不少銀行已調低其人民幣存款利率，但南洋

商業銀行仍積極吸納人民幣存款。為迎接2013年，該

行即日起推出 「迎春接福人民幣定期存款」推廣。客
戶只需作2萬元人民幣以上定存，288天的年利率為
2.88厘，338天則為3厘。此外，針對全新 「南商理財
」客戶，南商推出 「南商理財 『金』獎賞定期存款」
，188天定期存款將分三個階段派息，首60天的年利
率為3厘，第61至120天的年利率為3.08厘，第121天
至到期日則高達3.38厘，而平均利率亦達3.16%。

韓三船廠大幅調高訂單目標

【本報記者宋少鐸福州二十三日電】福州港口管理局在
2013年工作會議上透露，今年福州港擬計劃投資26.67億元
在35個項目中，包括建設41個泊位，其中5萬噸級以上泊位
10個，計劃完成貨物吞吐量1.23億噸。

福州港口管理局介紹，在推進港區連片發展方面，重點
推進江陰港區壁頭作業區、羅源灣港區可門作業區。在江陰
港區，將重點推進江陰港區壁頭作業區6至9號泊位4個集裝
箱專用泊位建設，形成江陰港區壁頭作業區連片開發、規模
化經營。同時，全面啟動西部液散碼頭區1至3號泊位（原10
至12號）建設，繼續推進液散碼頭區4號、5號泊位（原13號
A、13號B）的前期工作，力爭今年5個化工碼頭形成連片建
設的局面。

東方海外（00316）日前公布去年營運數據
，獲大行看好。花旗表示，該公司去年業績強勁
，尤其於第四季的營運數據良好，全年純利有機
會達到該行預期3.39億美元（約26.4億港元），
較市場預期高出26%，因下半年較低的燃油成本
抵銷了收入下降。摩根大通則表示，東方海外四
季度業績較弱，但符合預期，大致維持其2012至
2014年盈利預測不變，目標價65元，評級維持 「
增持」。該公司股價昨報56.4港元，跌0.55港元
或0.966%。

花旗稱，由於集團34%的收入和24%的貨櫃
運輸量均來自泛太線，而泛太線上的貿易又與美
國房地產市場掛，加上該行預期美國今年經濟
回暖，因此相信東方海外將從中受惠。

此外，由於去年業績良好、美國經濟復蘇和
於年內交付的低成本船有助減輕運費下降的影響
，該行認為股份將被重新評級；目標價由56元升
至65元，維持 「買入」評級。

摩根大通指出，東方海外高效益船隊及強勁
的收益管理，令其較同業更具長期競爭優勢。該
行表示，該公司全年表現大致合乎預期，2012年
營收按年增7%，主要受亞洲區內航線／澳洲營
收按年增10%驅動。該公司大部分收入源自亞洲
區內航線／澳洲及泛太線貿易，對波動性較大的
亞歐線依賴較少。

該行統計，至2013年1月，全球集裝箱量按
年升6%，行業新船訂單量相當於全球船隊21%，
若一切按計劃交付，此意味行業產能今年將增
11.5%，2014及2015年預料將增5.9%及2.6%。

至於全球乾散貨運輸市場情況，倫敦克拉克
森分析認為，運力過剩是大部分乾散貨運輸企業
去年虧損的主要原因，而今年航運業仍難改悲觀
預測。但挪威券商Pareto則持樂觀態度，認為今年
下半年乾散貨市場的需求增長將超過運力增幅。

該行指出，全球貨運正在復蘇，今年乾散貨
船隊運力將增長6.7%，需求增幅為7.7%。分析師

Jonas Kraft預期海岬型船的日均租金將按年增長50%至1.2萬
美元，巴拿馬型船日均租金將同比增長12.5%至9000美元。

Jonas稱，乾散貨運輸市場經歷多年的低迷，已接近 「
轉折點」。但他預期，短期內，乾散貨運輸市場仍然備受挑
戰，但相信於今年下半年開始復蘇。

韓國造船業連續兩年在全球市場中拔得頭籌。
2012年，該國的新船訂單總量達750萬CGT（修正噸
），佔全球造船訂單量35%，金額則高達299.84億美
元，兩項數據均保持世界第一。中國以710萬CGT排
第二，日本列第三。至於今年目標，現代重工、三星
重工和大宇造船海洋三大巨頭都表現進取，將訂單目
標增加18%至52.3%，其中，各類高附加值的海洋成
套設備或船舶，佔據了相當的比例。

全球經濟仍在衰退，市場對海上運輸的需求減少
，船舶需求隨之下降。據韓國知識經濟部和韓國造船
協會公布的數據，去年，全球的船舶訂單量僅為2130

萬CGT，同比減少了36.8%。儘管如此，韓國造船業
仍以高達750萬CGT的訂單量，及299.84億美元的訂
單總金額，繼續排名世界第一。緊隨其後的是中國，
新船訂單量為710萬CGT，總價值154.5億美元，排第
三位的日本，新船訂單量為290萬CGT，訂單總金額
52.03億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韓國造船業之所以世界領先，很
大程度有賴於韓國現代重工、大宇造船海洋、三星重
工等造船業巨頭，在海上浮式生產儲油裝置（FPSO
）、LNG船舶等高附加值的海洋成套設備或船舶上
，所保持的絕對優勢。

去年全年，韓國船企鑽井船訂單量佔全球市場
67%，LNG船訂單佔全球市場73%，顯示出強勁競爭
力。

韓國知識經濟部認為，隨世界能源需求增加，
海洋資源開發項目活躍發展，海洋成套設備和LNG
等高附加價值船舶的訂單將有望持續增加，因此，韓
國三大船廠將今年的訂單目標定得較為進取，並將籌
碼壓在此類訂單上。

大宇造船海洋今年的訂單目標為130億美元，較
去年增加18%，今年的銷售目標也比去年業績高出
10%。該公司計劃在海洋領域的份額提高至佔整體訂
單73.5%，將領先於全球建造超大型海洋成套設備安
裝船、LNG-FPSO（集天然氣生產、液化、儲存功
能於一體的高科技船舶）等高端海洋設備。為提供技
術支持，該公司還設立了 「全球研發中心」，培養更
為有力的工程力量。

三星重工今年在造船和海洋領域的訂單目標定為
130億美元，比去年實際承攬規模高35%，銷售目標
定為14.9萬億韓圜，與去年持平。該公司將在鑽井船
領域努力保持領先地位，還將集中力量進軍LNG（
液化天然氣）船舶市場。該公司計劃與該國海運公司
韓進海運一同開發可最大減少15%燃料耗費量的 「船
舶整合能源管理系統」。

現代重工將今年的訂單目標高達297億美元，比
去年高出52.3%，銷售目標則定為26.8570萬億韓圜，
比去年高出7.1%。該公司將集中力量發展該行業的新
寵──深海成套設備。

美國第二大航空公司達美航空（DAL）公布，2012財年
純利增長18%至10億美元，每股盈利1.19美元，年度營收增
長4%至366.7億美元。受一次性項目拖累，第四財季純利從
上年同期的4.25億美元，每股盈利50美仙，大幅下滑至700
萬美元，每股盈利1美仙；扣除一次性項目，該公司當季純
利為2.38億美元，每股盈利28美仙，好於分析師平均預期的
27美仙。公司表示，較高的員工費用和燃油費用上升18%是
影響公司收入的主要原因，計劃削減4%的座位運力。

該公司昨日發表聲明稱，將於本月起在國際航線削減
3%至5%的運力投放，其中泛大西洋線削減10%。而區內航
線則減少1%至3%運力。公司預期，期內公司座公里收入將
提升4%至6%。分析認為，此舉能幫助該航空公司在經濟蕭
條的情況下，維持競爭力，並增加在旅遊旺季的議價能力。

達美航空總裁Richard Anderson稱， 「公司在去年的
表現良好，能以更強勁的姿態進入2013年。」該公司上月表
示，今年全年的運力投放保持不變或有些微下跌。投資者和
分析師一般較為喜愛航空公司削減運力，原因是可增加提升
票價的空間和幫助削減成本。去年，該公司股價累升49%。

【本報記者任麗西安二十三日電】記者從陝西省統計局
獲悉，2012年陝西實現生產總值14451.18億元（人民幣，下
同），居全國第16位，比上年增長12.9%，繼天津、重慶、
貴州、雲南之後，位列全國第五位。其中，經濟總量人均生
產總值38557元，約折合6110美元。

問及陝西省GDP增速為12.9%，支撐這個速度的主要因
素。陝西省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副局長張曉光坦言，2012年
，陝西全年經濟總量在全國前進一位，成功實現彎道超車。
首先，12.9%的增速，是圓滿完成全年增長13%左右的目標
任務。2012年一季度和上半年，GDP均保持13%速度，三季
度末增長12.7%，全年回升到12.9%，呈現出 「發展趨穩、穩
中趨好、好中有進」的發展態勢。

其次，經濟總量實現了歷史性跨越，首次位列第16位。
繼2008年以來先後超越廣西、江西和山西之後，再次超越黑
龍江，在全國各省的位次5年前移4個位次，創歷史最好水平
，向中等發達省份行列又靠近一步。同時，人均突破了6000
美元的歷史大關。自2009年人均生產總值突破3000美元後，
連續4年每年增加1000美元，2012年突破了6000美元達6110
美元，已達到中等發達省份水平。

另悉，2012年陝西城鎮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首次突破
2萬元，超越河北，在全國31個省、市（區）排位中居第18
位，增幅居全國第4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居全國第26位
，增幅居全國第10位，增速連續六年高於全國平均水平。

【本報記者羅丹瀋陽二十三日電】遼寧省社會科
學院今日發布消息稱，去年，遼寧進出口總額實現
1040億美元（約合人民幣6552億元），比上年增長
8.4%，其中，出口579億美元（約合人民幣3648億元
），增長13.5%。離岸服務外包增長30%，走出去戰
略成果顯著。

據悉，遼寧私營企業進出口值高於國有企業近10
個百分點。在遼寧主要出口貿易夥伴國中，除對日本

出口下降外，對美國、歐盟、東盟和韓國都保持增長
。其中，船舶、汽車、鋼材、農產品等出口增速放緩
，高新技術產品、成品油等出口下降，而傢具及其零
件、塑料製品等出口倍增。

遼寧省社會科學院WTO研究所所長張天維表示
，今年，遼寧應積極調整和優化出口商品結構，提高
產品科技含量，培育以技術、品牌、質量、服務為核
心競爭力的出口新優勢。要增加高端機電產品、冶金

、石化行業精細產品出口，重點發展高端精密數控機
床產品出口，擴大以IT產品為代表的新一代高科技
產品的出口，還要促進冶金和石化出口產品向精深加
工發展。

日本、美國和歐盟一直是遼寧出口產品的主要市
場。張天維說，今後，遼寧企業應積極尋找新興市場
擴大對外投資規模。通過海外知名企業的併購，引進
成熟且具有創新性的技術、品牌和管理經驗的集團企
業。要發揮遼寧產業、技術優勢，改變單純能源、建
築領域承包合作，逐步向裝備製造業、電力、醫療等
技術優勢領域的對外合作發展，提高遼寧企業的對外
投資合作效益。

達美去年盈利增18%

陝西GDP增12.9%

遼寧去年出口增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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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港投26億建41泊位

南航黑龍江分公
司飛機維修廠航線二

車間副工段長劉建華昨在為飛機除冰。他
在即將起飛的民航飛機旁，手持高壓水槍
，對飛機兩側機翼和機尾噴灑帶有泡
沫的液體。他們這些 「除冰師」，為保障
冬季航班的飛行安全，需要在起飛前為每
架飛機除冰 新華社

◀大宇造船
海洋今年的
訂單目標為
130億美元
，較去年增
加18%

東航 「吉安號」彩繪飛機日前成
功首航，飛機降落在江西省吉安市井

岡山機場。該機機身噴繪井岡山市花杜鵑花及 「吉安」字
樣，以井岡山所在的紅色旅遊勝地吉安市命名，意在助力
吉安，打造全國著名的紅色旅遊目的地 新華社

「吉安號」首航

飛機「除冰師」

消息透露，工行、中行、建行、招行均將參與首批前
海跨境貸款業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