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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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第七屆第二十四次董事會會議於2013
年2月20日在公司會議室以現場結合通訊方式召開
，申雄副董事主持了本次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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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選舉李小龍先生
為董事長的議案》，選舉李小龍先生為本公司董
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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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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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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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內容提示：
●本次會議不存在否決或修改提案的情況
●本次會議不存在召開前補充提案的情況
一、會議召開和出席情況

本公司2013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於2013年2月
20日上午10時在公司會議室召開。出席本次會議的股
東及股東授權委託代表人數共計4人，代表股份
181,713,352股（其中B股股東代表1名，代表股份數量
2,363,029股），佔公司股份總數的36.88%，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規定。

本公司副董事長申雄主持本次會議，公司部分董
事、監事、高管人員及見證律師列席了會議。

股票簡稱：SST天海、ST天海B 股票代碼：600751、900938 編號：臨2013-008

天津市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決議公告

二、提案審議情況

B股股東代表參與表決的股份數量為2,363,029股
，均為贊成票。
三、律師見證情況

本次股東大會由天津泓毅律師事務所馮玉山、姜
紅律師作會議見證，並出具了法律意見書，律師認為
：公司本次股東大會的召集、召開程序、出席會議人
員的資格、會議召集人的資格、本次股東大會的提案
以及表決程序、表決結果均符合法律、法規、《股東
大會規則》以及《公司章程》的規定，本次股東大會

及其所通過的決議合法有效。本所同意公司將本法律
意見書作為本次股東大會的法定文件隨其他信息披露
資料一併公告。
四、備查文件目錄
1、經與會董事簽字確認的股東大會決議；
2、法律意見書。

天津市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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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屆第二十四次董事會決議公告

議案
序號

1

2

議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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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成票數

181,713,352

181,713,352

贊成比例

100%

100%

反對
票數

0

0

反對
比例

0%

0%

棄權
票數

0

0

棄權
比例

0%

0%

是否
通過

是

是

擁50億現金 物色歐美等地數項目
中遠國際洽購港保險公司

中遠國際（00517）董事總經理徐政
軍昨日在傳媒午宴上表示，集團一直在尋
找收購機會，希望向現有業務的上下游延
伸，強調不會接觸與航運服務業無關的業
務。有意將保險業務擴大至非航運相關保
險，現正物色收購本港公司。公司去年已
完成建設中遠系內集中採購的平台，今年
將重點完善遠通網絡，年內可透過分別收
購歐洲及美國各一間公司，達成網絡擴張
戰略。集團目前手持現金50億元人民幣，
有足夠能力應付收購。

本報記者 林靜文

二〇一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四B7經濟‧航運責任編輯：龍森娣

徐政軍認為，今年傳統的航運貿易業務面對挑
戰，因為整體市場的新增訂單減少，因此除了傳統
業務外，公司將積極發展新業務。他多次強調， 「
要將現有業務做大做強，立足現有板塊，向其上下
游延伸，開拓航運服務業的新領域。而首要的考慮
因素是風險、價格和能否對公司的業務有互補作用
。」他又透露，已有多個項目在談。

他透露，專營集裝箱塗料的青島廠房將於5月竣
工交付，而上海金山廠房也預計於10月動工。據了
解，該公司去年在國內集裝箱塗料市場的市佔率繼
續保持第一位置，其中箱漆市佔率為30%，船漆為
40%。徐政軍指出，青島的新廠建成後，將成為中
國最大的塗料化工企業。至於箱漆方面，也計劃在
上海金山建設新廠，目前已在設計當中，若一切順
利，將於今年10月動工。他強調，為進一步擴大公
司的業務範圍，公司亦有意發展工業防腐劑業務，
上海廠房將預留一塊地方生產。預期兩廠完工後，
將增加生產箱漆和船漆的能力，進一步提升公司的
龍頭地位。

對於公司的業務主要來自中遠系內，徐政軍表
示，今年的目標之一是擴大系外業務的比例。他稱
，目前集裝箱塗料這塊做得比較好，有90%以上來

自系外。撇除這塊，去年公司有78%的業務來自中
遠系內，來自系外的有12%至13%。此外，從今年開
始，將向旗下五大業務下硬指標，規定來自系外業
務的佔比。據悉，中遠國際主要業務是提供航運服
務，當中包括船舶貿易代理服務、船舶保險顧問服
務、船舶設備及備件供應、塗料生產及銷售，以及
船舶燃料及相關產品貿易及供應等。

涉足非航運保險
航運保險業務方面，該公司有意將保險業務擴

大至非航運相關保險，現正物色收購目標，或將在
本港進行收購。徐政軍介紹，公司正研究將保險業
務發展到陸上，包括港口、房地產等。對於中遠國
際早前表示，有意收購母公司中遠集團旗下的燃油

業務，徐政軍指，燃油供應業務的整合工作仍在進
行中，亦不排除進行收購，但燃油價格波動大，將
會先考慮風險，現時並非適當收購時機。而內地推
動節能減排，亦是公司考慮收購的因素。

暫無意增加派息
遠通網絡方面，徐政軍表示集團目前於上海、

新加坡、香港及日本均有發展，希望透過完全收購
歐洲及美國各一公司，達到完善的網絡戰略擴張。
據透露，投資額暫時不大，預期年內能完成。集團
目前擁有50億人民幣現金流，徐政軍指正待收購機
會，惟目前沒有增加派息計劃。

他最後總結，公司今年面臨巨大挑戰，主要還
是 「抓機會，謀發展」，強調風險控制是第一位。

國泰航空（00293）昨日公布上月與港龍航
空合併結算的客、貨運量數據。客運量為232.7萬
人次，按年下跌7.3%。貨運量為13.2萬人次，較
去年同期增長14.2%。公司分析，由於今年農曆
年旺季在2月，而去年在1月，使得上月客運量下
跌。而貨運則受到本港及內地出口市場的需求帶
動，表現良好。

數據顯示，載客率為78.5%，下降3.4個百分
點。以可用座位千米數計算的運力則下降6.3%，
收入乘客千米數跌10.2%。貨運方面，載貨率為
63%，上升3.1個百分點。以可用貨物及郵件噸千
米數計算的運力上升2.4%，而貨物及郵件收入噸
千米數升幅為7.7%。

國泰航空收益管理總經理唐偉邦表示，由於

2012年1月為農曆新年旺季，而2013年的農曆年
旺季卻於2月來臨，因而令直接比較1月份的數據
出現偏差。除假期旺季的因素外，公司下調運力
亦是令1月客運量下降的原因之一。長途航線客
運需求維持理想，但區內航線表現卻較預期偏軟
。聖誕及元旦新年過後，頭等及商務艙需求並無
顯著回升。

貨運方面，國泰航空貨運營業及市務總經理
韋靖表示，雖然貨運表現於農曆新年前並沒有如
往年般暢旺，主要香港及內地的出口市場需求仍
普遍強勁。鑒於亞洲出口至歐洲的需求持續疲弱
，公司已削減了前往歐洲的貨運航班。未來將
繼續因應需求調整運力，同時促進貨運機隊現代
化，另一架波音747-400改裝貨機將於2月暫停運

作。
另一方面，大行美銀美林指出，國泰股價於

過去六個月已反彈25%，相信股價現已完全反映
今年公司前景。儘管受惠宏觀經濟強勁，及運力
削減，預期今年經調整股東回報率（ROE）只能
提升至3%，與歷史水平一致。目標價看14.9元。
該行預測已反映了2013年下半年較強勁之收入環
境，純利預測亦高於市場15%，不過亦不足以支
持股價進一步上升，故將評級由 「買入」下調至
「跑輸大市」。至於短期負面因素包括2012年度

業績疲弱，及廉價航空捷星香港（Jetstar）若獲
發牌，將對國泰構成直接競爭。該公司股價昨報
14.62元，升0.02元或0.137%。

該行還預期，基於貨運及客運業務定價受壓

，國泰去年盈利料難以符合市場預測的8.7億元，
料國泰管理層對2013年表現審慎，主因定價環境
疲弱，及經濟存不確定性。

據了解，捷星香港將於今年中營運（需視乎
最終監管批核），該公司最近委任多個管理層職
位，行政總裁劉仲威已於本周一履新，而財務總
監張學良也已在本月到。而前香港快運總裁蔡
茂盛亦將加盟任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現時整個
香港團隊有50人，本月初，國家商務部已正式下
發通知，批准捷星香港的反壟斷申請。

國泰港龍上月客量跌7.3%

【本報記者扈亮北京二十日電】國際航空
運輸協會（IATA）發布的航空運輸市場分析報
告顯示，去年，世界範圍內的航空客運市場按
年增長5.3%，比過去20年的平均增幅高出5%，
但較2011年5.9%的增幅略低。貨運市場方面，
去年雖然按年萎縮了1.5%，但載貨率於第四季
出現反彈，並可能在未來幾個月保持穩定態
勢。

根據報告，2012年，世界範圍內的國際航
空客運市場增長6%，大部分來自新興市場，包
括中東地區的航空公司，這些地區的增幅高達
15.4%。至於相對成熟的市場，歐元區出現危機
以及美國採取整合措施，使得歐洲和北美航空
公司的國際客運量增長明顯放慢，去年的增幅
分別為5.3%和1.3%，歐洲和北美2011年的增幅
則分別為9.5%和4.1%。

至於各國的國內航空市場，報告指出，中

國國內航空客運市場增長勢頭最為強勁，達到
9.5%，其次是巴西，增幅達到8.6%，相比之下
，佔全球國內航空客運市場半壁江山的美國，
其國內航空客運市場的增幅卻很小，僅微增
0.8%，印度國內航空客運市場萎縮2.1%，日本
國內航空客運市場增長3.6%。

從區域來看，亞太地區航空公司對國際客
運量總體增長的貢獻佔到近五分之一。2012年
，該地區航空公司的國際航空客運量增長了
5.2%，高於2011年4%的增幅。2012年年中，該
地區的增長勢頭開始放緩，但最後一個季度，
又出現加速增長，使得總體表現仍然較為穩健
。最近幾個月，中國經濟呈現復蘇跡象，商業
信心指數上升，此外，去年第4季度，亞洲的進
出口呈現增長勢頭，上述因素都推動了整個亞
太地區航空客運需求增長。

貨運方面，根據報告，全球航空貨運市場

在2012年繼續下跌，繼2011年下跌0.6%之後，
去年又萎縮了1.5%。分析指，世界貿易增長大
幅下滑，加上使用海運的商品增多，給2012年
的航空貨運需求帶來下行壓力。受此影響最大
的是亞太地區的航空公司，2012年貨運量萎縮
了5.5%。不過，中東和非洲地區的航空公司就
因為有新的貿易通道，加上亞非之間貿易聯繫
不斷發展，2012年分別錄得14.7%和7.1%的增長
。不過，載貨率在第4季度出現反彈，透露出航
空貨運市場有緩解跡象，分析認為，現有的水
平表明未來幾個月的增長將保持穩定態勢。

報告又指，運量增長，加上航空公司採取
更加嚴格的運力管理，使得2012年載客率非常
接近歷史最高水平，載貨率則回升，兩者都有
助航空公司應對高油價，改善財務業績。不過
，全球經濟持續低迷以及油價持續高企等因素
，將可能使預期的增長受到抑制。

【本報記者柏永蕪湖二十日電】安徽省蕪湖港朱家橋外貿
碼頭二期工程預計於今年10月完工，該工程可為該碼頭增加60
萬標箱的貨物處理能力。此外，蕪湖港集裝箱碼頭一期後續工
程亦即將開工，建成後，該碼頭的集裝箱中轉能力將增至100
萬標箱。

記者昨日從蕪湖港儲運股份有限公司獲悉，於去年11月底
開工建設的朱家橋外貿碼頭二期，將於今年10月完工，該專案
建成後將具備60萬標箱的集裝箱中轉能力。工程包括建設兩個
1萬噸級件雜泊位、1個1萬噸級多用途泊位，建成後，朱家橋
外貿碼頭全年吞吐量將達千萬噸以上。

作為安徽省外貿主樞紐港，蕪湖港朱家橋外貿碼頭近年來
努力打造符合臨港產業發展的大型綜合物流園區，重點發展鋼
材、石材物流。該碼頭新建成的卷鋼專用庫，佔地面積2.6萬
平方米，可容納10萬噸卷鋼，是長江全線單體面積最大的卷鋼
庫。

除了朱家橋外貿碼頭二期，蕪湖港集裝箱碼頭一期後續工
程也即將開工，建成後將使得其集裝箱中轉能力增至100萬標
箱。此外，由中國外運股份有限公司和新加坡吉寶電訊與通運
有限公司，合資開建的三山港區中外運碼頭專案，一期2個萬
噸級泊位的水工專案已交付驗收。

正手調整運營策略的馬士基，預計未來
五年都不會大額投資航運業務。不過，馬士基
全球首席執行官安仕年（Nils Andersen）日前
接受內媒專訪時稱，雖然歐美等成熟市場貿易
受壓，但他看好中國，認為中國政府提倡擴大

國內消費，加上中國中產群體越來越多購買進
口商品，將促使進口額穩步增長，而馬士基亦
會努力跟上中國的變化。

儘管歐洲在債務危機中掙扎，美國增長步
伐緩慢，但安仕年認為，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
市場依然蘊含推動全球經濟的力量。他指出，
過去二十年，中國的對外貿易一直保持增長，
目前已是世界上最大的集裝箱貨物出口國，馬
士基抓住了這個增長機會，與中國實現了共同
增長。目前馬士基在中國市場上的經營大多和
航運業相關。馬士基對中國充滿信心，因為隨
中國進口額持續增長，外貿總量將繼續高於
全球平均水平。

安仕年察覺到中國市場正發生改變，他指
出，許多中國大型公司成長為該行業的領軍者
，這些企業為能提供優質服務的合作夥伴創造
更多的機會。他特別提到，中國領導人作出了

政治倡議，要努力擴大中國國內消費，而中國
新興中產群體正越來越多購買進口商品，這讓
中國進口額穩步增長。他稱，馬士基對這一動向
保持密切關注，並努力使自己跟上中國的變化。

不過，即使中國貿易量持續增長，但全球
航運市場仍然持續低迷，即使作為世界頭號班
輪商的馬士基也要加緊調整運營策略，從航運
業轉向利潤率更高、更穩定的其他業務領域，
預計未來五年都不會對馬士基航運大額投資。
據悉，完成投資方向的調整後，除航運以外的
其他三大業務，將在集團總資本中佔超過50%
的比重，馬士基航運則佔到25%至30%。

關於今年的情況，安仕年認為，仍有許多
不利因素和困難。他表示，馬士基今後將繼續
推行報廢舊船和減速航行的策略，收緊運力供
應。他又說，公司將奉行和市場共進退的原則
，讓運費恢復到應有水平，這即意味，馬士
基將執行規劃中的航運費提價策略，他認為，
市場目前已經形成了這樣的勢頭。他續稱，公
司還會繼續削減成本，並特別關注冷凍貨物運
費在內的運費問題。

▲ 中遠國際
董事總經理
徐政軍昨向
傳媒拜年

國泰港龍上月營運數據
項目

客運量（萬人次）
載客率
貨運量（萬噸）
載貨率

今年1月
233
78.5%
13.2
63%

按年變動
-7.3%
-3.4個百分點
+14.2%
+3.1個百分點

去年全球航空客量增5.3%

馬士基擬拓展中國市場

美高梅純利45億增38%
美高梅中國（02282）去年純利按年激增38.2%至45.31億

元，期內經營收益總額增長7.3%至217.3億元，增長因素包括
澳門市場整體增長及該公司加強市場推廣力度以及提升物業質
素，如擴大澳門美高梅2樓貴賓博彩廳等。該公司董事會宣布
，向股東派發每股1.02元的特別股息，合共約38.7億元，佔期
內綜合稅前利潤約94%。

該公司指出，去年已透過管理客戶分部、提升博彩收益及
控制成本，以推動盈利及提升毛利；又表示市場推廣效益及營
運效率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尤其重要，而開闢新收益及來源與
維持盈利可持續增長亦同等重要，所以未來將繼續在此方面投
放更多管理時間及資源，不斷提升顧客於澳門美高梅在博彩及
非博彩方面的體驗，並表示有信心業務將繼續增長。

資料顯示，美高梅中國主席兼大股東何超瓊，現持有公司
約10.43億股，持股比例約27.4%，以公司末期派發特別股息
1.02元計算，何超瓊將 「淨袋」約10.64億股息。

國浩虧轉盈賺33億
國浩（00053）中期業績虧轉盈，截至12月底止，2012年

度中期純利錄得33.47億元，而對上一年度虧損25.95億元，由
每股虧損7.98元，改善至盈利10.3元，但不派發中期股息（
2011年度為0.5元）。期內，營業額由2011年度的119.59億元，
減少47%至2012年度的63.17億元，公司解釋由於出售證券所得
款項，由63.07億元降至僅3億元。

蕪湖碼頭二期十月完工

▲

馬士基
全球首席
執行官安
仕年

▲蕪湖港朱家橋外貿碼頭二期施工現場 陶訓兵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