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華能國電料盈利大增三倍
華能國電（00902）發盈喜，按中國會計準則及公司初步測算，預計公

司2012年度股東應佔溢利按年將增長340%以上，主因2011年電價調整的翹
尾影響、2012年市場煤價下降以及公司成本控制有效。2011年錄得純利約
12.68億元人民幣。

■晶門看好電子標籤潛力
晶門科技（02878）去年底曾發出盈警，該公司行政總裁兼董事總經理

梁廣偉近日在傳媒午宴上表示，非常看好電子標籤未來在全球的發展潛力，
同時對智能手機及平板電腦周邊產品的市場也很有信心。

梁廣偉表示，2012年公司產品付運量與上年度相若，包括OLED顯示及
新型顯示芯片在內的先進顯示業務產品，佔全年付運量一半以上；而移動顯
示業務部門，包括LCD驅動芯片、MIPI顯示接口控制器及觸摸屏芯片，佔
全年付運量則有約25%；大型顯示驅動器付運量有搶先增長，約佔15%至
16%；此外，顯示系統解決方案和環保能源業務，付運量佔比分別為不高於
10%和不高於1%。

■東風汽車117購商用車業務
東風集團（00489）公布，由公司、日產自動車株式會社、日產（中國

）投資與公司擁有50%權益的共同控制實體東風汽車，日前訂立框架協定，
據此，公司及或附屬東風商用車公司／東風進出口，將收購東風汽車的商用
車等業務，代價約117.12億元人民幣（下同）。

與此同時，公司與沃爾沃（AB Volvo）訂立合作主協議，據此，公司
向沃爾沃出售公司所持商用車公司45%股本權益，代價約56.08億元，並約定
有調整機制。完成後，商用車公司的註冊資本為92億元，公司及沃爾沃分別
持有55及45%股本權益；同時根據作為附件的合資合同，約定公司與沃爾沃
於合資公司的權利及責任。商用車合資公司旨在通過公司與沃爾沃合資及協
同合作，開發 「東風」品牌中重型商用車，提高 「東風」品牌價值及地位。

期爆發破頂潮的沙田區，樓價 「一日
千里」，二手業主不忿賣平樓，不惜
撻訂重售。美聯物業首席高級營業經
理陳國良表示，希爾頓中心C座中層5

室，上周以260萬元沽出，因市況轉旺，該名
業主決定撻訂重售，日前開價300萬元放盤，
在短短約3小時內即獲承接，短短1周賣貴40萬
元，若以業主賠訂連佣金開支約20萬元計算，
今次撻訂帳面多賺20萬元。據了解，該單位實
用率只得約63%，實用面積274方呎，建築面積
437方呎，折合實用呎價達10949元，原業主於
2011年以198萬元入市，帳面大賺102萬元。

第一城買賣大跌七成
樓價愈遏愈升，昔日被視為上車屋苑的沙

田第一城，其細3房單位亦被搶至500萬元以上
，絕非 「平易近人」。美聯高級物業顧問何智
豪表示，沙田第一城22座中低層C室，實用面
積484方呎，建築面積601方呎，以510萬元獲
本地用家承接，為屋苑首宗細3房單位造價衝
破500萬元，實用及建築呎價分別達10537及
8486元。據了解，原業主持貨19年帳面賺234
萬元。同時，沙田第一城45座高層D室，實用
304方呎，建築410方呎，以349萬元獲本地用

家購入，實用呎價11480元，創410方呎單位新
高。原業主持貨剛滿2年，帳面勁賺近130萬元
。不過，受價格高企拖累，沙田第一城於過去
周末只錄約3宗買賣，按周急挫70%。

祥益潘鈺恒稱，天水圍嘉湖山莊6期8座高
層A室，建築面積825方呎，實用629方呎，睇
樓前業主開價380萬元，最終反價5萬元以385
萬元成交。

港運城2房830萬破頂
港島區2房單位亦升幅驚人，世紀21日昇

執行董事黃文龍表示，北角港運城3座高層D室
，實用540方呎，建築691方呎，以830萬元成
交，實用呎價15370元，無論呎價或造價均創

港運城歷史新高。此外，消息盛傳，魚涌南
豐新10座高層D室2房戶以500萬元易手，打
破歷史紀錄。

樓價愈搶愈貴，嚇窒不少用家，導致二手
交投掉頭下跌。據中原地產統計，剛過去的周
六、日，十大屋苑只錄27宗成交，按周急挫
41%，受天晉Ⅱ帶挈近期呎價急速上飆的新都
城，過去2日只錄1宗成交，按周急挫6宗或86%
，為十大屋苑跌幅最大。

中原地產亞太區住宅部總裁陳永傑表示，
樓市早前氣氛暢旺，各區二手成交急增，惟隨
二手業主紛紛反價封盤，部分叫價過分進取
，窒礙買家入市。

近

觀望氣氛濃 恒指料整固

業主狂反價嚇窒買家 兩日僅27宗交易

十大屋苑買賣暴跌四成
全城反價嚇窒用家，沙田區樓價

升勢最為誇張，實用率低見62%的希
爾頓中心，在旺市下亦有業主大膽 「
撻訂」 再反價，該屋苑1伙迷你2房戶
上周以260萬元賣出後，日前撻訂重
售，僅3小時即以300萬元賣出，短短
一周賣貴40萬元；而同區另一迷你盤
沙田第一城的細3房單位，昨日造價
亦首次衝破500萬元，入場門檻已非
上車客胃納。受樓價太癲拖累，用家
承接乏力，十大屋苑於過去2日只錄
27宗買賣，按周暴瀉40%。

本報記者 林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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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屆第二十三次董事會決議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不存在虛假記載、誤
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
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本公司第七屆第二十三次董事會會議於2013年1月25日在公司
會議室以現場結合通訊方式召開，李維艱董事長主持了本次會議
。公司10名董事參加會議並行使了表決權，本次會議以10票同意
、0票反對、0票棄權審議通過了以下議案：

1、《關於李維艱先生不再擔任公司董事、董事長職務的議
案》

根據工作需要，公司董事會同意李維艱先生不再擔任本公司
董事、董事長職務。

2、《關於提名李小龍先生為公司董事的議案》
公司董事會提名李小龍先生為本公司第七屆董事會董事（李

小龍先生的簡歷附後），並提交2013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
。

3、《關於任免總裁的議案》
根據工作需要，公司董事會同意李維艱先生不再擔任本公司

總裁職務，決定聘任陳雪峰先生為本公司總裁（陳雪峰先生的簡
歷附後），任期自本次董事會通過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屆董事會任
期結束之日止。

4、《關於召開公司2013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的議案》
本公司董事會經過研究，決定提議召開公司2013年第一次臨

時股東大會，詳細內容請參閱臨2013-006號公告。
以上特此公告，並提醒投資者注意。

天津市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13年1月28日

（個人簡歷：
李小龍，男，46歲，復旦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1990年至1997
年分別在中外運總公司綜合部、班輪二部工作，1998年1月至2007
年7月任中外運集裝箱運輸有限公司總經理，2007年8月至2009年1
月任大新華物流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副總裁，2009年2月至2012
年7月任大新華輪船（煙台）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自2012年
7月至2012年11月任本公司董事、副董事長、代總裁。現任大新華
輪船（煙台）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

陳雪峰，男，44歲，上海海事大學碩士學位，1991年7月至1994年
7月在廣州遠洋運輸公司工作，1994年7月至2001年6月任中遠集裝
箱運輸有限公司部門經理，2001年7月至2005年6月任中遠美洲公
司碼頭公司負責人，2005年7月至2011年4月任上海中遠集裝箱綜
合發展有限公司副總經理，2011年4月至2012年9月任大新華輪船
（煙台）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自2012年6月任海航物流有限公司海
運業務管理部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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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召開2013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
、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
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一、召開會議基本情況
本次股東大會為天津市海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

」）2013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會議由公司董事會召集。
●會議召開時間：2013年2月20日（星期三）上午10：00，預

計會期半天。
●會議召開地點：天津空港經濟區中心大道華盈大廈八層會

議室。
●召開方式：現場投票方式。
二、會議審議事項
提請本次股東大會審議的議案為《關於李維艱先生不再擔任

公司董事職務的議案》、《關於選舉李小龍先生為公司董事的議
案》。

三、會議出席對象
2013年2月6日收市後在中國證券登記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

記在冊的公司所有A股股東、B股股東或其委託代理人。A股股東
的股權登記日為2013年2月6日（因股權分置改革工作，公司A股
股票至股權登記日可能處於停牌狀態），B股股東的最後交易日
為2013年2月6日、股權登記日為2013年2月18日。公司董事、監事
和高級管理人員以及上述股權登記日在冊的全體股東均有權出席
股東大會，並可以書面委託代理人出席會議和參加表決。

四、登記辦法
擬出席會議的股東代表請持股東賬戶卡，本人身份證，授權

委託書，於2013年2月19日下午17：00前到公司董事會秘書室辦理
登記手續，亦可用信函或傳真方式進行登記。

五、聯繫方式及其他
聯繫人：姜濤 閻宏剛
聯繫方式：電話：022-58679088 傳真：022-58679130
地址：天津空港物流經濟區中心大道華盈大廈八層
郵編：300380
會期半天，出席會議股東代表的食宿及交通費自理。
六、授權委託書格式

授權委託書
委託人（簽名）： 身份證號碼：
持有股數： 股東代碼：
受委託人（簽名）： 身份證號碼：
委託日期：
授權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參加天

津市海運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並代為行使
表決權，其行使表決權的後果均由本公司（本人）承擔。

以上特此公告，並提醒投資者注意。

天津市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13年1月28日

【本報記者丁春麗濟南
27日電】正在濟南參加 「山
東兩會」的濱州市濱城區區長
焦本強告訴記者，當地知名企
業亞光家紡將於今年登陸香港
資本市場，實現紅籌上市。

亞光家紡是中國最大毛巾
產品出口商及主要毛巾產品製
造商之一，提供多種毛巾產品
，包括洗浴類毛巾、沙灘巾、
廚 房 巾 及 產 品 組 合 。 根 據
Frost & Sullivan的統計資料顯
示，按出口銷售收益計，亞光
家紡2011年在中國毛巾製造業
中排名第二，在中國高端毛巾
出口市場分部中排名第二；按
銷售額計，該公司於2011年在
內地高端毛巾市場排名第五，

內地毛巾市場排名第六。其自
主「LOFTEX」商標在美國、加
拿大、日本、歐盟、東南亞、
香港等國家和地區進行了國際
註冊。

亞光家紡董事長王延平告
訴記者，目前還未有具體的上
市時間表。據其介紹，在去年
嚴峻形勢之下，亞光家紡仍然
取得了較好的成績。

雖然美股上周五造好，但本周中美將有多項重要經濟數據
公布，如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美國聯儲局議息
結果及公布失業率等，投資者抱觀望態度。證券業界指，港股
缺乏新的利好消息，加上近期集資活動頻繁，限制恒指升幅。
業界預期，恒指將於高位整固，於23000點至23600點上落，小
心個別 「炒過火」的板塊。

美國企業盈利優於預期，美股三大指數全線造好，帶動港
股ADR較港股上周五收市價高出106點。雖然美股表現理想，
但A股表現疲弱，令港股走勢欠缺上升動力。上周五港股一度
高開，但最終跟隨內地股市走低，收市跌18點報23580點，全周
累跌21點。至於國企指則收報12001點，跌93點，全周跌104點。

中國銀盛財富管理首席策略師郭家耀預期，港股本周大致
於高位徘徊，於23200點至23400點上落。他指出，大市缺乏新
的利好消息，加上近期集資活動頻繁，限制恒指向上動力，不
足以突破24000點。他續稱，最近的配股反應不理想，將觸及獲
利回吐，一旦外圍逆轉港股有調整壓力。他表示，內地最近就
電訊、內險等行業作一系列開放政策，影響有關板塊表示，但
控（00005）及本港地產股股價繼續硬淨。

信達國際研究部高級分析員趙晞文亦認為，恒指本周將高
位整固。他指出，近期市場缺乏利好消息，美國將於本周四（
31日）議息，投資者觀望議息後的會議聲明，看會否透露未來

經濟及政策走向。此外，近期集資活動頻繁，亦限制港股上落
。他估計，恒指本周將於23000點至23600點上落。他提醒投資
者小心早前一些 「炒過火」的板塊，如新能源、太陽能及風電
等，而基本因素不佳的行業，如體育用品股亦要小心。事實上
，環保、新能源股近期成為大市的重災區，股價較高峰時急跌
逾一成。

亞光家紡擬今年來港上市

中美本周公布的經濟數據
時間

01月29日

01月31日

02月01日

02月03日

經濟數據

美國公布消費者信心指數

美國聯儲局議息會議

首次申請失業救濟金人數

連續申請失業救濟金人數

芝加哥採購經理人指數

中國公布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

美國公布非農業就業人口變動、製造業就業人
口變動及失業率

中國公布非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

近期內房企 「抽水」不斷，奧園
（03883）自去年11月 「抽水」後，
上周再度增發2017年到期的1億美元
優先票據，息率高達13.875%，為內
房之最，首席財務官兼公司秘書梁又
穩於南沙接受訪問時解釋，主要是公
司自上市以來首次發債，市場對公司
認識不夠深。不過他認為，有關息率
並不算高，因為公司第二次發債的實
際息率為12%。他未有否認公司今年
內會再發債，但強調一定再增購土地
，目標項目毛利率要達30%以上。他
又指，公司未來1至2年的合約銷售將
按年增長30%。

奧園去年銷售為52.5億元，完成
全年目標50億元的105%，當中約40%
來自商業項目。梁又穩表示，公司未
來將進入平穩地增長期，預料未來1
至2年的合約銷售將按年增長30%，
即今年合約銷售最少可達65億元。公
司去年11月至今的短短三個月內已增
購三幅土地。

他表示，今年仍會繼續拿地，主
要集中現有發展項目的高增長地區，
包括重慶、瀋陽和湖南。他補充，由
於公司會加大發展商業地產，故未來
拿地策略會以商業及綜合體為主，目
標項目毛利率達30%以上。公司目前
土儲約980萬平方米，當中投資物業
約34萬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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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業主態度企硬，
有買家轉投一手市場，周
末新盤繼續旺場。新地（
00016）將軍澳天晉II及
恒地（00012）等發展的
元朗尚悅兩日均錄得百宗
一手成交，令周末一手成
交連續兩周超過200宗。

新盤銷情旺，剛過去
的周末市場錄得225宗一
手成交，數字與上周相若
，連續兩周維持在逾200
宗水平。其中，新地將軍
澳天晉II周末賣105伙，
市傳有持本港永久居民身
份的福建買家購入4伙2A

座D室，涉3500萬元。新地副董事總
經理雷霆稱，該盤開售至今累售400
伙，套50億元。新地昨加推28伙，建
築及實用平均呎價分別為10208及
12969元。

此外，入場銀碼較細的元朗尚悅
銷情頗佳，兩日沽約100伙。

不過，市場傳出有發展商減價，
消息稱，麗新（00488）油塘Ocean

One或在農曆新年後減價3%，僅限即
供買家，名額10個。

另邊廂，發展商積極出售非核心
物業。會德豐地產正放售荃灣有線電
視大樓10萬方呎樓面，市值3.5億至4
億元。中原（工商舖）指，遠展（
00035）元朗華翠豪園車位首批已售
17個，每個23萬元，現餘約50個待
售。

周末新盤銷情
新盤

天晉Ⅱ

尚悅

現崇山

碧海藍天

玥．天賦海灣

迎海

碧濤花園

維壹

溱岸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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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第一城細3房單位首度衝破500萬元，已非一般上車客可接受

▲雷霆（左）稱，天晉II開售至今累售400伙，套50億元。圖
右為新地代理助理總經理陳漢麟

▲

亞光家紡
董事長王延
平（前排右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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