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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雷伊（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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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提示：公司股票自2013年1月14日復牌以來價格連續上漲，截止2013年1月25日，累計漲幅達到
50.48%。本公司董事會鄭重提示投資者：公司近期股票價格的連續上漲與公司基本面的變化情況相背離
。目前公司經營活動一切正常，公司基本面未發生重大變化。根據公司已披露的業績預告，公司預計
2012年度盈利約為人民幣3,000萬元，其主要來源於非經常性損益的債務重組收益約人民幣3,400萬元。
公司目前除正在銷售的項目外尚未確定後續開發項目，未來盈利增長點尚未明確。公司董事會提請投
資者理性投資，注意風險。

一、股票交易異常波動的情況介紹
本公司（證券簡稱：ST雷伊B，證券代碼：200168）股票交易連續三個交易日（2013年1月23日、

2013年1月24日、2013年1月25日）收盤價格漲幅偏離值累計超過12%，根據《深圳證券交易所交易規則
》的有關規定，屬於股票交易異常波動。

二、公司核實情況說明
1、經核查，前期披露的信息未發現需要更正、補充之處。
2、經核查，未發現近期公共傳媒對本公司的報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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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核查，公司近期經營情況及內外部經營環境未發生重大變化。
4、經核查，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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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存在處於籌

劃階段的重大事項。
5、本公司實際控制人陳鴻成先生及其一致行動人擬增持公司股份，具體內容詳見公司於2013年1月

14日披露的《廣東雷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關於實際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動人計劃增持股份暨公司股
票復牌公告》，在本公司股票交易異常波動期間，實際控制人陳鴻成先生及其一致行動人未進行增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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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風險提示
1、經自查，本公司不存在違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預計2012年度業績盈利約3000萬元，詳見2013年1月14日在《證券時報》《大公報》及巨潮

諮詢網http://www.cninfo.com.cn發布的編號為2013-003公告。
公司預計2012年度盈利主要是因為（1）報告期內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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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了債務重組，公司償還流沙西信用社所有貸款後，該社減免了本
公司所有未付利息約3,400萬元，該部分債務重組收益計入了本公司2012年度；（2）本公司開發的樓盤
在2012年度實現了銷售結轉並實現了盈利。

3、公司鄭重提醒廣大投資者：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體為《證券時報》、香港《大公報》和巨
潮資訊網（http://www.cninfo.com.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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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東雷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二○一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股票簡稱：深赤灣A/深赤灣B 公告編號2013-011
股票代碼：000022/200022

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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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1月25日，21世紀網出現標題為《多重概念鍍金身
深赤灣老樹發新枝》的報道，為保護投資者利益，公司擬核實媒
體相關報道事宜，經公司申請，公司股票自2013年1月28日起停
牌，待公司完成相關核查工作並刊登相關核查公告後復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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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廣大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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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三年一月二十八日

本地香港銀本地香港銀將為行業帶來轉機將為行業帶來轉機

張德熙冀金銀業盛世再現張德熙冀金銀業盛世再現
上世紀70、80年代是香港黃金貿易行業的 「大茶飯」 年代，每日黃金交投量達到400萬至500萬両。當時，個

別人士為成為金銀業貿易場內買賣手，甘願向會員商號支付數千元，買 「出市證」 。然而，隨港元與美元掛，
一晚間 「大茶飯」 頓成歷史。儘管如此，金銀業貿易場理事長張德熙期望今年推出白銀電子交易平台後，可以吸引
國際貴金屬商重投香港市場，讓本地金銀貿易業 「盛世」 再臨。

本報記者 劉鑛豪 汪澄澄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A18經濟責任編輯：余楚明

金銀業貿易場最快在今年三、四月份正
式推出 「本地香港銀」。金銀業貿易場理事
長張德熙對即將推出白銀產品的信心十足。
他直言，新白銀產品的推廣工作遠較黃金產
品容易，估計推出初期每日交易量可以達到
200萬至300萬盎司，理想目標能夠每年交易
8000至9000噸。

中國是全球最大白銀生產國家。由於工
業用白銀的需求剛起步，所以每年所生產的
白銀主要以出口為主，而香港則在地利之便
下，故成為全球重要白銀貿易地區。張德熙
指出，相對於黃金，中國鼓勵出口白銀產品
，每年出口量約1500、1600噸（按中國2010
年官方數據銀錠（未鍛造銀）出口量為1422
萬噸）。至於香港出口白銀方面，連同進口
中國白銀，及其他地區進口廢銀，按照統計
處數字，2012年出口量便達到4500噸，出口
地包括韓國、日本、印度、台灣等，主要供
工業用途。基於香港已是全球主要集散地，
故為金銀業貿易場推出 「本地香港銀」產品
提供有利條件。

金銀業貿易場計劃推出的 「本地香港銀
」，合約會以9999成色的白銀買賣，合約單
位為每手10公斤，現貨交收單位最少為30公
斤。產品初期會以港元報價及結算，及後會
以美元為交易貨幣，爭取在今年內可以把交
易貨幣伸延至人民幣。

冀吸納場外交易量
張德熙透露，現有已獲廠家、ETF管理

公司、國際金商、國際銀商接觸，有信心產
品日後推出時，每日交易量達200萬至300萬
盎司，甚至500萬盎司，而最理想情況下，
每年可達到8000至9000噸。他續稱，香港去
年4500噸出口量為交易商向統計處登記的數
字，並未有登記的白銀交易數量同樣可觀。
金銀業貿易場希望可以吸納這些場外交易，
通過新平台進行買賣。

張德熙表示，金銀業貿易場日後提供的平台，讓白銀
交易商公開競價，做到賣者或買者能夠用較佳價格沽出或
買入，收窄買賣差價；相對地，現時場外交易，一宗交易
涉及數噸的交易，與另一宗只有數百盎司的交易，在買賣
差價上會略有差別，這正正讓場外交易商，轉到金銀業貿
易場的公開平台買賣。除此以外，他們的平台做到現貨交
收現金，免除場外市場的信貸風險。

本地上一個金銀貿易行業 「盛世」，要追
溯到上世紀70、80年代；每日在金銀業貿易場
內黃金交投量達到400萬両至500萬両，不少金
商入市態度極度進取，一個訂單達到5萬両。
不少人士為求進入交易場買賣，寧願不收分毫
工資，免費為貿易商做買賣手。張德熙接受訪
問時回憶稱， 「我們請夥計不用錢，有人甚至
寧願倒貼，給我們幾千、上萬元，只求獲得
出市證，一方面幫我們做事，一方面自己也
做交易。」據悉，數量最多時，交易場的買賣
手多達二百多個， 「你可以想像密度有幾犀利
。」

實施聯匯行業轉淡
由於當時交易大堂 「人氣鼎盛」，人踩人

的情況時常出現，所以貿易場後來訂下規矩，
進入交易場的買賣手只准穿 「白飯魚（布鞋）
」，不准穿皮鞋。張德熙說， 「當時我自己被
踩傷過很多次」。

至於金銀貿易行業為何能夠盛極一時，張

德熙解釋稱，在港元匯率自由浮動年代，許多
金商、銀商及銀行，都喜歡用金、銀商品套戥
外匯，尤其是80年代中英會談期間，港元匯價
波幅更加厲害。另方面，當國際金價在美國交
易時段出現較明顯跌幅，基於香港是接續美國
的第一個報價市場，香港投資者往往趁低入市
吸納黃金，開價一般都會略高於美國市場報價
，令到國際金商有套戥（低買高沽）的機會，
沽貨後便買入倫敦實金。

好景不常，在1983年香港實施聯繫匯率制
度後，金銀貿易行業一夜間由 「天堂」墮入 「
地獄」。張德熙稱，行業式微，一方面受到聯
匯因素，其次是當時香港交收的是99金條
，而倫敦的實金屬999金。金條由倫敦運
往香港，再通過工場轉為99金，期間耗費
不少時間、成本，窒礙行業發展。

投資人民幣作套戥
然而，張德熙認為，即將推出的 「本

地香港銀」產品有可能是本地金銀貿易行

業突破發展屏障的契機，因為可以吸引到中東
及國際其他地區的金商、銀商參與，通過電子
交易平台交收。以白銀為起步點，慢慢吸引國
際貿易商利用該電子平台買賣黃金。另外，香
港具有背靠中國大陸的優勢，後者買家的投資
胃納非常大；而香港容許外匯、黃金白銀自由
出入，中國大陸則設有限制；再者預期人民幣
每日波幅會逐步擴大，或會由1%擴大至2%，
這將會吸引投資者通過買賣黃金套戥人民幣匯
率差價。張德熙稱，現時金銀業貿易場推出的
人民幣公斤條，每日交投量只有25億至30億元
人民幣，希望日後可以增加至100億元人民幣。

花絮

行員牌價高達1100萬

本地證券行生意難做，證券
行老闆要賣盤，能夠令到買家願
意出價200萬、300萬元接手，絕
非容易的事。相對地，金銀業貿
易場的會員資格就較 「值錢」，
收購價格超過1000萬元。

金銀業貿易場理事長張德熙
表示，現時 「行員」申請貴金屬
交易權需要數十萬，但再發牌需
要嚴謹條件，暫時還達不到指標
去繼續發牌。金銀業貿易場現時
「行員」會籍章程限制為192間，

現有行員171間。由於行員數目有

所限制，要加入為行員，只能通
過會籍轉讓方式。

正因物以罕為貴，張德熙透
露，早前有行員賣出牌照，最後
成交價達到1100萬元。金銀業貿
易場過去3、4年，約有20、30個
行員牌照轉手，而部分買家為內
地企業，佔比例約20%，當中不
乏大企業，如海航集團。

內地企業垂青香港的金銀業
貿易牌照，主要因內地投資者十
分熱衷貴金屬買賣活動。張德熙
指出，內地客戶數量多，每宗交
易量亦多。金銀業貿易場現時每
日交易量約600億至800億元，其
中30%成交量來自內地投資者。

踏入2013年，環球投資者對白銀情有
獨鍾。金銀業貿易場理事長張德熙亦不例
外。張德熙指出，自2013年開始，建議投
資者增加白銀產品的投資比重。因為過往
金、銀價齊上齊落的比例是40%，但現在
比例卻是60%。他舉例說，如現在金價是
1700美元／盎司，按照傳統比例，銀價應
該是38美元／盎司左右，但現在卻是32美
元／盎司。他估計，今年白銀價格可以挑
戰40美元／盎司左右。

國際現貨銀價上周五收市報31.195美
元／盎司，跌1.45%，而年初以來累升2.8%
；國際現貨金價則報1658.7美元／盎司，
跌0.55%，年初至今累跌1%。銀價暫時跑
贏金價。

經濟好轉帶旺金屬需求
敦沛金融環球產品服務部業務總監周

燕珊同樣看好今年白銀價格表現。周燕珊
稱，環球主要經濟體的央行執行寬鬆貨幣
政策，導致貨幣貶值，同時外圍市場充斥
熱錢，均推動商品價格向上。除此以外，
中國、美國經濟數據理想，如中國製造業
採購經理指數（PMI），及經濟增長（
GDP）數據持續向好；美國就業情況亦見
有改善。在經濟復蘇的前提下，製造業會
使用更多工業用金屬，從而工業用金屬價
格造好。事實上，當中美經濟於去年第四
季轉好後，工業用金屬價格已見到追落後
情況。

周燕珊補充稱，今年白銀價格有望跑
贏黃金。現時白銀與黃金價差比率為1：51
。隨白銀於工業範疇的使用量增加，白

銀價格將會出現較顯著升幅，使到白銀與
黃金的價差比率會縮窄到1：46至1：47；
按此推算，白銀今年目標價為35美元／盎
司。散戶若想捕捉白銀價格升浪所帶來的
投資機會，除參與期貨、現貨買賣，較便
捷的途徑為購買白銀ETF、投資白銀的傳
統基金，或在銀行購買 「紙白銀」。

金價或挑戰2000美元
至於今年黃金價格走勢，張德熙稱，

原本估計黃金價格去年年底可挑戰2000多
美元／盎司，可是即使環球央行推出量化
寬鬆，國際金價上升動力依然不大。他強
調，黃金白銀都處於牛市期，現時處於整
固期。畢竟黃金由約300美元／盎司，上升
至1700餘美元／盎司，最高曾見約1920美
元／盎司；相信國際金價底位為1600美元
／盎司，向上暫時會是1750美元／盎司，
他並預測今年下半年，黃金有機會再向上
挑戰1950美元／盎司高價，可能達到2000
美元／盎司。

至於國際大行觀點。大摩在剛公布的
研究報告指出，國際金價將可承接過去12
年升勢，在今年進一步造好，預期首季見
1715美元／盎司，到第四季可升至1830美
元／盎司。金價走勢，主要由於美國聯儲
局持續量寬。

不過，瑞信對金價前景並未如大摩般
樂觀。瑞信預期黃金牛市已 「玩完」，今
年金價目標為1720美元至1740美元／盎司
；Danske Bank則相信，今年黃金均價約
1720美元／盎司，2014年會回落至1600美
元／盎司。

銀價升幅跑贏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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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德熙期望本地金銀貿易業 「盛世」 再臨
本報記者 麥潤田 攝

◀▲張德
熙稱，七
、八十年
代時是金
銀業貿易
場鼎盛時
期

◀張德熙
稱，銀價
升幅跑贏
黃金

▲金銀業貿易場行員牌價高達一千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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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價近期走勢

2013年1月7日
低位1646美元

上周五收報
1658美元

2012年11月23日
高位1753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