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
豐
盈
利
7.2
億
基
本
持
平

重組資產 改善業績

中遠悉售物流業務予母企
中國遠洋（01919）公布，為改善公司

2013年業績，向控股股東中遠集團出售其
直接持有的中遠物流全部股權的初步建議已
獲批准。公司表示，有關這項初步建議的交
易細節和最終代價仍在協商中，並無達成或
簽署最終協議。董事會批准在今年4月26日
召開股東特別大會考慮及酌情批准有關建議
出售的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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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宏橋（01378）行政總裁
張波昨日表示，去年公司資本開
支為116億元人民幣（下同），料
今年資本開支與去年相若。被問
及上年度新增銀行貸款按年倍增
至逾60億元，他指主要是調整貸
款結構，未來將增加長期貸款和
海外貸款佔比，令集團的流動資
金更穩定。

他續指，去年公司的資本開
支主要來自銀行貸款，而集團的
一貫原則是資本開支不動用流動
資金，會繼續用銀行貸款。張波
強調，目前沒有配股及類似計劃

，他也認為股價未能反映集團價
值。他指，上年度集團氧化鋁自
給率為60%，期望未來升至逾80%
，主要目標是維持原材料供應穩
定，每噸成本約降200元。他表示
，在去年鋁價大跌情況下，集團
毛利率僅微跌，反映有成本優勢
，相信可以保持盈利領先地位。

集團副總裁兼財務部經理張
瑞蓮指，集團去年存貨額增加，
影響不大。對於去年應收帳款按
年增加，張瑞蓮表示，主因是集
團增加了深加工產能，產品要求
更嚴格，給客戶的帳期也較長。

宏橋暫無配股集資計劃

漢能控股專注太陽能業務

宏利金融（00945）昨日宣布，委任韓富
立為行政副總裁兼亞洲區首席市場拓展總監
。韓富立履任這新職位後，專責宏利亞洲旗
下十一個市場代理人團隊及分銷渠道之拓展
、傳訊及品牌、財富管理及產品策略事宜。

韓富立將繼續常駐新加坡，並向宏利亞洲總
裁兼首席執行官雷柏剛直接匯報。韓氏於
1996年加入宏利，擔任香港投資部總裁兼首
席行政總監，並於2006年擢升為宏利行政副
總裁兼東南亞區總經理，統領區內七市場。

韓富立任宏利副總裁專責亞洲區

漢能太陽能（00566）母公司
漢能控股集團執行總裁王勇稱，
上市公司與母公司暫無合作計劃
。不過被問及漢能控股會否注資
漢能太陽能或分拆其他業務上市
時，他則稱 「一切皆有可能」。

目前漢能集團擁有水電、風
電及太陽能發電站等清潔電力權
益裝機容量總計600萬千瓦，擁有
薄膜太陽能電池年生產能力300萬
千瓦。集團稱，未來將聚焦於太
陽能業務，特別是下游太陽能電

站等。
漢能控股集團董事局主席李

河君近日對媒體表示，在去年成
功實現海外技術併購之後，漢能
先進薄膜技術國產化進程順利，
目前國產化的成本幾乎下降了一
半還不止，平價電力的時代即將
到來，綠色生活觸手可及。王勇
昨天亦提及，今年下半年至明年
將有一些電價較高國家實現 「平
價上網」電價；不過中國距離「平
價上網」仍需一段時間。

公告指出，出售代價將參考中國遠洋物流擁有的
業務及資產情況、同行業可比公司的估值水平、同行
業以往類似交易估值水平、中國遠洋物流以往股權轉
讓水平以及獨立估值師以2012年12月底為基準日編制
的中原物流估值報告而擬定。

中遠表示，這項初步建議，是在中國遠洋A股可
能面臨暫停上市風險，從而對全體股東的根本利益造
成負面影響的情況下，考慮中國遠洋的可持續發展能
力和潛在的利潤影響因素，提出的措施之一。公司預
計，若該交易獲得批准並及時完成，將產生一定投資
收益，有助於改善2013年業績，降低A股股票暫停上
市風險。

將來時機成熟再回購
長遠來看，中國遠洋對中國乃至全球的宏觀經濟

、貿易的發展充滿信心，對航運業逐步走出低谷，必
將迎來上升周期充滿信心。中遠集團將中國遠洋作為

中遠集團 「資本平台」的定位沒有改變，在將來各方
面條件及時機成熟的情況下，中國遠洋可以優先回購
中遠物流股權。

此外，中國遠洋昨日再次公布 「關於可能被實施
退市風險警示的第二次風險提示性公告」，公告指出
，公司2011年錄得虧損，預期去年仍將出現大幅虧損
，公司將連續兩年虧損，公司股票在年度報告披露後
，將被A股實施退市風險警示的特別處理。該公司

2011年度虧損104.48億元人民幣。
目前，中國遠洋旗下子公司包括中遠集運、中散

集團、中遠物流和中遠太平洋。物流業務2012年上半
年的營業額升13%至約94億元人民幣，溢利升8%至約
3.8億元人民幣，營業收入佔主營收入比為11.48%。而
據中國遠洋2011年年報，中國遠洋物流2011年實現淨
利潤為6.02億元。這是目前除碼頭業務外，中國遠洋
旗下惟一盈利的一塊資產。

海豐國際（01308）公布，2012年母公司擁有人應
佔利潤為9348萬美元（約7.29億港元），對比上年度的
9355萬美元，跌幅不到0.1%，每股基本盈利升0.3%至
3.61美仙。建議派末期息12港仙。全年總收入上升
13.6%，至12億美元。利潤下降主要受船用燃油等成本
上升影響，而得益於中國與東南亞貿易量增加，該公司
海上及陸上物流分部收入穩步增加。

海豐國際毛利約1.38億美元，比2011年增加20.6%
；毛利率則由2011年的10.8%，升至11.5%；淨利率較
2011年的8.9%，減少1.1個百分點，約為7.8%。

該公司董事會主席兼執行董事楊紹鵬表示，2012年
的全球航運市場依然在低谷徘徊，整體表現低迷，但由
於該公司專注亞洲區內集裝箱航運市場，而該區域經濟
穩步上升，尤其中國及東南亞國家保持了較高的貿易增
幅，使得其業務保持穩健增長。他形容，公司的亞洲航
線市場份額，持續錄得穩定擴大。

關於海豐國際的海上物流業務，楊紹鵬續指，公司
去年的海上集裝箱總運量按年增長14.7%至177萬標箱，
儘管運費同比輕微下跌0.7%，至每標箱539美元，海上
物流業務收入仍按年增長13.9%至9.5億美元，此業錄得
毛利4640萬美元，按年增加10.2%。他分析，公司的海
上物流業務收入改善，主要受惠於海上貨運量增加，但
因成本上升，主要是船用燃油成本增加，使此業的毛利
率按年下降0.1個百分點，由2011年的5%減少至4.9%。

至於包含貨運代理、船舶代理、堆場及倉儲、卡車
運輸及船舶經濟服務在內的陸上物流業務，楊紹鵬指，
公司去年的貨運代理業務持續增長，貨運量達到139萬
標箱，年增8%，受惠於此，此業的毛利年增26.6%至
9190萬美元，毛利率則由2011年的10.8%，增加至12.4%
，升1.6個百分點。

該公司每股基本盈利為3.61美仙，比2011年的3.60
美仙略升。該公司董事會已建議向股東派發末期股息每
股12港仙（1.55美仙），建議於今年5月15日後派付。
截止過戶日期為5月7日至9日。

此外，該公司於昨日披露管理層變動。賴智勇及薛
明元各獲委任為該公司執行董事，即日生效。另外，李
雪霞及劉榮麗因需要投放更多時間及精力處理其他業務
，分別辭任該公司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即日生效。
同時，該公司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官楊現祥另獲委任為
董事會副主席，亦自同日起生效。此外，董事會宣布已
成立披露委員會，即日生效。

展望今年，全球航運業依然面臨諸多困難和挑戰，
但楊紹鵬對亞洲區內集裝箱航運物流的經營環境依然保
持信心。他又說，公司會進一步擴大亞洲區內服務網絡
，打造綜合物流設施，更新資訊系統建設，向成為世界
級綜合物流服務解決方案供應商的目標邁進。

平保（02318）昨日公布，今年首兩個月的原保險
合同保費收入為601.31億元人民幣（下同），按年增長
14.4%。而集團旗下平安人壽、平安財險、平安健康險
及平安養老險的原保險合同保費收入分別為414.1億元
、176.66 億元、4775 萬元及 10.07 億元，按年增長
14.97%、13.27%、30.61%及10.54%。

而二月份平保的保費收入則為222.69億元，較一月
份的 378.62 億元下跌 41.18%。至於昨日停牌的國壽（
02628），發出澄清通告，指日前董事長楊明生的言論
，為他個人對保險行業和中國人壽集團（國壽母公司）
的見解和願望，並不構成對公司於2013年或未來任何
特定期間的估計或預測，國壽將於今日復牌。

楊明生日前出席兩會時接受記者訪問，指今年國壽
的利潤肯定會有所改善，並表示房地產是保險企業今年
的一個關鍵選擇。國壽澄清，楊明生在與記者的簡短交
談中，介紹了前幾年資本市場的持續低迷影響了中國人
壽集團的業績，目前資本市場已經有所改善，中國宏觀
經濟也已企穩。基於此外部環境改善，他表達了個人對
中國人壽集團未來業績會有所改善的願望。

通告又指，由於楊明生同時也是中國人壽保險集團
公司的董事長，此言是就中國人壽集團的整體而言，並
非特指上市公司國壽2013年的業績。至於他還表示房
地產是保險企業今年的一個關鍵選擇，國壽指這也是對
保險行業而言，不針對上市公司的具體投資策略。

綠城中國（03900）公布，2 月份共取得銷售 827
套，銷售面積約14萬平方米，當月銷售金額為30億元
人民幣（下同），按月跌三成。集團首兩個月累計取得
合同銷售金額約73.5億元，當中歸屬於集團的權益金額
約為37億元；於2013年2月28日，集團另有協議銷售
金額31.5億元，當中歸屬集團的權益金額約為17億。

禹洲地產（01628）2月份銷售表現則依然良好，
合約銷售金額7.16億元，同比上升74%，合約銷售面積
8.245萬平方米，同比亦上升68%。截至2013年2月28
日，公司合約銷售金額達到15.13億元，金額同比上漲
146%；合約銷售面積為 17.6994 萬平方米，同比增長
145%。集團2013年首2個月的合約銷售均價每平米約
8551 元。另外，累計的認購未簽約金額約為 10.42
億元。

另外，奧園（03883）公布，首兩個月合同銷售金
額約達5.63億元，同比增加7%；總合同銷售面積約為
9.32萬平方米，同比上升61.5%。

而寶龍（01238）2月份實現合約銷售金額3.31億
元，按年增長13.5%；合約銷售面積為5.3913萬平方米
。公司首兩個月累計實現合同銷售金額約為7.39億元，
按年增加48.39%。

平保首兩月保費增14%

綠城二月銷售額跌三成
◀中遠旗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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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控股子公司漳州燦坤借用外債暨關聯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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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廈門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 「公司」、 「本公司」或 「廈
門燦坤」）及董事會依據《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深圳證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臨時公告格式指引第2號《上市公司關聯交易公告格式》
，就有關本公司子公司漳州燦坤實業有限公司（簡稱： 「漳州燦坤」）
向控股股東及其他境外對象合計借用不超過貳仟捌佰萬美元（USD2,800
萬）的外債產生關聯交易編制本公告如下：

一、關聯交易概述
1、借用外債基本情況：
為充實子公司漳州燦坤營運資金，漳州燦坤計劃向本公司的控股股

東─香港僑民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香港僑民」）、香港優柏工業
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香港優柏」）及本公司控股股東的控股股東中國
全球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中國全球」）借用合計不超過貳仟捌佰
萬美元的外債。本公司及子公司漳州燦坤於2013年3月9日分別召開董事
會並決議由本公司向境外關聯公司借用合計不超過美元貳仟捌佰萬元（
USD2,800萬元）的外債。

2、關聯關係介紹：
2.1 香港優柏：上市公司的控股股東
2.2 香港僑民：上市公司的控股股東
2.3 中國全球：上市公司的三大控股股東的控股股東
本次借用外債構成了本公司的關聯交易。
3、董事會審議關於控股子公司漳州燦坤借用外債暨關聯交易的表決

情況：
本公司於2013年3月9日召開2013年第二次董事會，七名董事全員出

席，兩名關聯董事迴避表決，由五位非關聯董事表決通過《關於控股子
公司漳州燦坤借用外債暨關聯交易議案》。本案已於2013年3月4日獲得
獨立董事認可及發表獨立意見：控股子漳州燦坤向境外關聯方借用外債
充實營運資金，本次關聯交易是必要的。借用外債利率低於國內銀行同
期借款利率，不存在損害公司及股東利益的情形；在表決本案時關聯董
事已按規定予以迴避，表決程序符合有關規定，合法有效，同意公司董
事會作出通過《關於控股子公司漳州燦坤借用外債暨關聯交易議案》的
決議。

此項交易尚須獲得股東大會的批准，與該關聯交易有利害關係的關
聯人將放棄在股東大會上對該議案的投票權。

4、本次關聯交易不構成《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規定的
重大資產重組；不需經過有關部門批准。

二、交易關聯方基本情況
（一）、中國全球發展有限公司
1、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SINO GLOBAL DEVELOPMENT LIMITED中國全球

發展有限公司
住所：英屬維京群島托特拉斯路城境外公司中心大樓957號
企業性質：控股公司
註冊地：P.O.Box 957, Offshore Incorporations Centre, Road Town,

Tortola, British Virgin Lslands
主要辦公地點：P.O.Box 957, Offshore Incorporations Centre, Road

Town, Tortola, British Virgin Lslands
法定代表人：簡德榮
註冊資本：40,000,000美元
營業執照號：174837
主營業務：控股公司
主要股東或實際控制人：燦星網通股份有限公司
2、歷史沿革：1996年2月6日成立
3、主要業務最近三年發展狀況：2009年營收2,644.75萬美元，2010

年營收1,686.09萬美元，2011年營收151.00萬美元；
4、最近一個會計年度的淨利潤：61.44萬美元
5、最近一個會計期末的淨資產：16,075.51萬美元
6、交易對方與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東在產權、業務、資產

、債權、債務、人員等方面的關係：
交易對方中國全球係本公司三大控股股東香港優柏工業有限公司、

香港僑民投資有限公司和香港福馳發展有限公司的股東，股東蔡淑惠係
公司實際控制人吳燦坤先生的配偶；本公司未知其餘股東是否與交易對
方存在關聯關係

7、構成具體關聯關係說明：交易對方中國全球係本公司三大控股股
東的股東。

（二）、僑民投資有限公司
1、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FILLMAN INVESTMENTS LIMITED僑民投資有限

公司
住所：香港灣仔莊士敦道181號大有大廈7樓712室
企業性質：控股公司
註冊地：Flat/RM 712 , 7/F, Tai Yau Building , 181 Johnston Road,

Wanchai, Hong Kong .
主要辦公地點：Flat/RM 712, 7/F, Tai Yau Building, 181 Johnston

Road, Wanchai,Hong Kong.
法定代表人：簡德榮
註冊資本：62,400,000港幣
營業執照號：369423
主營業務：控股公司
主要股東或實際控制人：中國全球發展有限公司
2、歷史沿革：1992年7月21日成立
3、主要業務最近三年發展狀況：2009年營收10.69萬港元，2010年

營收91.49萬港元，2011年營收605.93萬港元；
4、最近一個會計年度的淨利潤：604.77萬港元
5、最近一個會計期末的淨資產：18,815.99萬港元
6、交易對方與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東在產權、業務、資產

、債權、債務、人員等方面的關係：
交易對方僑民投資有限公司係本公司三大控股股東（香港優柏工業

有限公司、香港僑民投資有限公司和香港福馳發展有限公司）之一，股
東蔡淑惠係公司實際控制人吳燦坤先生的配偶；本公司未知其餘股東是
否與交易對方存在關聯關係

7、構成具體關聯關係說明：交易對方僑民投資有限公司係本公司控
股股東。

（三）、優柏工業有限公司
1、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EUPA INDUSTRY CORPORATION LIMITED優柏工

業有限公司
住所：香港灣仔莊士敦道181號大有大廈7樓712室
企業性質：控股公司
註冊地：Flat/RM 712, 7/F, Tai Yau Building, 181 Johnston Road,

Wanchai, Hong Kong .
主要辦公地點：Flat/RM 712, 7/F, Tai Yau Building, 181 Johnston

Road, Wanchai, Hong Kong.
法定代表人：簡德榮
註冊資本：126,002,760港元
營業執照號：258847
主營業務：控股公司
主要股東或實際控制人：中國全球發展有限公司
2、歷史沿革：1989年7月21日成立
3、主要業務最近三年發展狀況：2009年營收80.53萬港元，2010年

營收198.22萬港元，2011年營收1,124.68萬港元；
4、最近一個會計年度的淨利潤：1,123.50萬港元
5、最近一個會計期末的淨資產：36,497.97萬港元

6、交易對方與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東在產權、業務、資產
、債權、債務、人員等方面的關係：

交易對方優柏工業有限公司係本公司三大控股股東（香港優柏工業
有限公司、香港僑民投資有限公司和香港福馳發展有限公司）之一，股
東蔡淑惠係公司實際控制人吳燦坤先生的配偶；本公司未知其餘股東是
否與交易對方存在關聯關係

7、構成具體關聯關係說明：交易對方優柏工業有限公司係本公司控
股股東。

三、關聯交易標的基本情況
交易標的為借用外債
四、交易的定價政策及定價依據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漳州燦坤為充實營運資金向境外關聯公司合計借

用不超過美元貳仟捌佰萬元的外債。經各方當事人協商，執行如下條款：
1、借用外債額度：不超過美元貳仟捌佰萬元（USD2,800萬）；
2、借用外債期限：自廈門燦坤股東大會核准後，每期借用外債到帳

之日起一年，可提前償還，到期後可根據需要重新履行相關審議程序後
繼續借用。

3、借用外債利率：不高於2%/年，到期一次性還本付息。
五、交易目的和對上市公司的影響
1、借用外債的目的：充實漳州燦坤營運資金及支付應付款。
2、對上市公司的影響情況：
若控股子公司漳州燦坤所借外債資金到位，與目前同期銀行借款利

率相比，一年內大致可以降低USD60萬元左右的利息支出，大大減輕漳
州燦坤的財務成本負擔。

六、年初至披露日與該關聯人累計已發生的各類關聯交易的總金額
年初至本交易公告披露日，除本次交易外，漳州燦坤與該關聯人未

發生其他關聯交易。
七、獨立董事事前認可和獨立意見
本案已於2013年3月4日獲得獨立董事認可及發表獨立意見：控股子

公司漳州燦坤向境外關聯方借用外債充實營運資金，本次關聯交易是必
要的。借用外債利率低於國內銀行同期借款利率，不存在損害公司及股
東利益的情形；在表決本案時關聯董事已按規定予以迴避，表決程序符
合有關規定，合法有效，同意公司董事會作出通過《關於控股子公司漳
州燦坤借用外債暨關聯交易議案》的決議。

八、備查文件
1、廈門燦坤2013年第二次董事會會議決議；
2、關於控股子公司漳州燦坤借用外債產生關聯交易的獨立董事意見

；
特此公告！

廈門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13年3月9日

證券簡稱：閩燦坤B 證券代碼：200512 公告編號：2013-011

廈門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控股子公司漳州燦坤以自有資金進行委託理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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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廈門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 「公司」、 「本公司」）及董
事會依據《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就有關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漳州燦坤實業有限公司（簡稱 「漳州燦坤」）在不影響其日常經營運作
與主營業務發展的情況下，為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使用合計不超過人
民幣3億元自有資金進行委託理財。 2013年3月9日，公司召開2013年第
二次董事會會議，審議通過《關於控股子公司漳州燦坤以其自有資金進
行委託理財的議案》。現將相關內容公告如下：

一、委託理財概述
1、委託理財目的：在不影響正常經營及風險可控的前提下，使用自

有資金進行低風險與收益相對固定的委託理財，有利於提高公司的資金
使用效率，為公司與股東創造更大的收益。

2、投資金額：使用合計不超過人民幣3億元自有資金進行委託理財
，上述資金額度可滾動使用。

3、投資範圍：用於投資市場信用級別較高、流動性較好、風險較低
，收益比較固定的金融工具，包括但不限於委託商業銀行進行風險可控
的投資理財產品。

4、委託理財的期限：不超過一年。
5、產品類型：100%保本。
二、委託理財的資金來源
漳州燦坤進行委託理財所使用的資金為其自有資金，資金來源合法

合規。
三、履行的審批程序
公司於2013年3月9日召開的2013年第二次董事會會議審議通過了《

關於控股子公司漳州燦坤以自有資金進行委託理財的議案》，該議案還
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不次委託理財不屬於關聯交易。

四、委託理財對漳州燦坤的影響
漳州燦坤對委託理財產品的風險與收益，以及未來的資金需求進行

了充分的預估與測算，相應資金的使用不會影響其日常經營運作與主營
業務的發展，並有利於提高漳州燦坤資金的使用效率。

五、風險控制
公司已制定了《委託理財內控制度》，對委託理財的審批權限、執

行程序、核算管理、風險控制、信息披露等方面做了詳盡的規定，以有
效防範投資風險，確保資金安全。

六、獨立董事意見
公司獨立董事經審核後認為：
1、公司已建立了《委託理財內控制度》，能夠有效控制投資風險，

確保資金安全。
2、公司在不影響日常資金正常周轉需要，不會影響公司主營業務的

正常發展，利用自有資金進行委託理財，能獲得一定的投資收益，以進
一步提升公司整體業績水平，為公司和股東謀取較好的投資回報，有利
於提高公司自有資金的使用效率，不存在損害廣大中下股東利益的行為
。

3、公司進行委託理財的資金僅用於保本型銀行理財產品，風險較低
，收益相對穩定；不投資於股票及其衍生產品、證券投資基金及其他與
證券相關的投資。

4、同意公司董事會作出通過《關於控股子公司漳州燦坤以自有資金
進行委託理財的議案》的決議。

七、備查文件
1、廈門燦坤2013年第二次董事會會議決議；
2、關於控股子公司漳州燦坤以其自有資金進行委託理財的獨立董事

意見；
特此公告！

廈門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13年3月9日

證券簡稱：閩燦坤B 證券代碼：200512 公告編號：2013-012

廈門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控股子公司漳州燦坤開展金融衍生品投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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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提示：
1、公司於2013年3月9日召開的2013年第二次董事會會議一致審議通

過了《關於控股子公司漳州燦坤開展金融衍生品投資的議案》，與會董
事充分討論了上述議案，知悉控股子公司漳州燦坤實業有限公司（簡稱
「漳州燦坤」）擬進行的衍生品投資的產品種類、操作流程、風險管理

流程及其與公司日常經營的相關性，並同意將此議案提交公司股東大會
審議。

2、漳州燦坤擬開展的衍生品投資以鎖定外幣價值為目的，禁止任何
投機套利行為。其所面臨的風險包括市場風險、流動性風險、履約風險
。

一、履行合法表決程序的說明
漳州燦坤為減少匯率波動對公司資產、負債和盈利水平變動影響，

根據其2013年國際業務發展和外匯收支預測，漳州燦坤擬利用金融機構
提供的金融產品開展以保值為目的的衍生品投資業務。該類業務主要涉
及外匯遠期、結構性遠期，並輔之以外匯掉期、外匯期權。漳州燦坤擬
操作金融衍生品投資合計餘額不超過貳億美元。

公司於2013年3月9日召開的2013年第二次董事會會議審議通過了《
關於控股子公司漳州燦坤開展金融衍生品投資的議案》，該議案還需提
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公司三位獨立董事陸建新、葛曉萍、涂連東經過認真評估分析，就
此項議案發表了獨立意見，三位獨立董事一致認為：鑒於控股子公司漳
州燦坤國際業務的持續發展，外匯收入不斷增長，為降低外匯業務的匯
率波動風險，通過合理的金融衍生工具鎖定匯兌成本，有利於增強漳州
燦坤的財務穩定性，提高漳州燦坤競爭力。公司已為外匯保值型衍生品
業務進行了嚴格的內部評估，建立了相應的監管機制。我們認為漳州燦
坤開展的外匯保值型衍生品業務與日常經營需求緊密相關，風險可控，
符合有關法律、法規的有關規定。同意公司董事會作出通過《關於控股
子公司漳州燦坤開展金融衍生品投資的議案》。

該事項不屬於關聯交易事項。
二、金融衍生品投資品種
1、外匯遠期：指買賣雙方按約定的外匯幣種、數額、匯率和交割時

間，在約定的時間按照合同規定條件完成交割的外匯交易。
2、外匯掉期：指與銀行約定以一種貨幣交換一定數量的另一種貨幣

，並以約定價格在未來的約定日期進行反向的同等數量的貨幣買賣。
3、外匯期權：指向銀行支付一定期權費後，獲得在未來約定日期，

按照約定價格買賣一定數量外匯的選擇權的外匯交易。
4、結構性遠期：對外匯遠期、外匯期權等一般性遠期產品在結構上

進行組合，形成帶有一定執行條件的外匯產品，以滿足特定的保值需求
。

三、金融衍生品投資的主要條款
金融衍生品投資合約主要條款包括：
1、合約期限：不超過一年
2、交易對手：銀行類金融機構
3、流動性安排：金融衍生品投資均以正常的進出口業務為背景，其

投資金額和投資期限與收付款預期相匹配。
4、其他條款：金融衍生品投資主要使用公司的銀行綜合授信額度，

公司無需提供保證金，到期採用本金交割或差額交割的方式。
四、開展金融衍生品投資的必要性
漳州燦坤主營業務以出口為主，主要收入為外匯收入，而其成本構

成以本幣為主，收入與支出幣種的不匹配致使外匯風險敞口不斷增大。
為控制匯率波動對漳州燦坤利潤和股東權益造成不利影響，漳州燦坤需
進行金融衍生品投資，以減少外匯風險敞口。外匯遠期能夠使漳州燦坤
事先固定外匯收付業務匯率成本；外匯掉期可以調整漳州燦坤收付幣種
和期限的錯配；外匯期權使漳州燦坤以一定的成本獲得未來交易的執行
權；結構性遠期通過以上基礎外匯產品的組合降低漳州燦坤保值成本並
有效控制外匯風險。漳州燦坤運用金融衍生品投資對公司外匯資產、負
債或預計的外匯收支進行保值，與公司日常經營需求密切相關。

五、開展金融衍生品投資的準備情況
1、公司已制定《金融衍生品投資內控制度》，對公司及子公司的金

融衍生品投資的風險控制、審議程序、後續管理等進行明確規定，以有
效規範衍生品投資行為，控制金融衍生品投資風險。未經公司同意，公
司控股子公司不得進行金融衍生品投資。

2、財務部配備投資決策、業務操作等專業人員，具體負責金融衍生
品投資事務。衍生品投資由財務部擬定計劃，在董事會或股東大會授權
範圍內予以執行。

3、公司財務部從事金融衍生品投資成員已充分理解衍生品投資的特
點和潛在風險，嚴格執行金融衍生品投資的業務操作和風險管理制度。

六、金融衍生品投資的風險分析
1、市場風險。金融衍生品投資約定的交易匯率與到期日實際匯率的

差異產生實際損益。在金融衍生品的存續期內，每一會計期間將產生重
估損益，至到期日重估損益的累計值等於實際損益。

2、流動性風險。公司開展的金融衍生品投資均以公司外匯收支預算
為依據，對預算收支的一定比例進行金融衍生品投資。由於公司金融衍
生品投資是與實際外匯收支相匹配，因此能夠保證在交割時擁有足額資
金供清算，對公司流動性資產影響較小。

3、履約風險。公司金融衍生品投資的交易對手選擇信用級別高的大
型商業銀行，這類銀行經營穩健、資信良好，基本無履約風險。

七、金融衍生品投資風險管理策略
1、公司開展的金融衍生品投資以鎖定外幣價值為目的，禁止任何投

機套利行為；公司金融衍生品投資是對公司部分風險敞口進行保值，投
資額度不得超過經董事會或股東大會批准的授權額度上限；公司金融衍
生品投資不得進行帶有槓桿的衍生品投資。

2、財務部在金融衍生品投資前通過銀行、網絡系統等服務機構預測
的匯率進行情景分析和壓力測試，進行金融衍生品投資風險評估，擬定
投資方案（包括投資品種、期限、金額、交易銀行等）和可行性分析報
告提交高階主管人員（董事長和總經理，下同）審批。

3、衍生品投資合約由公司財務部提交高階主管人員審批後予以執行
。

4、公司財務部會將跟蹤衍生品公開市場價格或公允價值的變化，及
時評估已投資衍生品的風險敞口變化情況，並定期向公司管理層報告，
如發現異常情況及時上報公司管理層，並執行應急措施。

5、公司內部審計部門負責對金融衍生品投資在年度內進行定期審計
。

八、金融衍生品投資公允價值分析
公司開展的金融衍生品投資主要為針對美元和日圓的外匯交易，市

場透明度大，成交活躍，成交價格和當日結算單價能充分反映衍生品的
公允價值，公司按照銀行系統提供或獲得的價格釐定。

九、金融衍生品投資會計核算政策及後續披露
1、公司根據《企業會計準則第22號——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

企業會計準則第24號——套期保值》對衍生品投資公允價值予以確定，
根據《企業會計準則第37號——金融工具列報》、《信息披露業務備忘
錄第26號——衍生品投資》對衍生品予以列示和披露。

2、當公司已投資衍生品的公允價值減值與用於風險對沖的資產（如
有）價值變動加總，達到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淨資產的10%且絕對金額
超過1000萬人民幣時，公司將以臨時公告及時披露。

3、公司將在定期報告中對已經開展的金融衍生品投資相關信息予以
披露。

十、獨立董事意見
公司獨立董事陸建新、葛曉萍、涂連東先生審議了本議案，並經過

認真評估，就該事項發表以下獨立意見：
鑒於控股子公司漳州燦坤國際業務的持續發展，外匯收入不斷增長

，為降低外匯業務的匯率波動風險，通過合理的金融衍生工具鎖定匯兌
成本，有利於增強漳州燦坤的財務穩定性，提高漳州燦坤競爭力。公司
已為外匯保值型衍生品業務進行了嚴格的內部評估，建立了相應的監管
機制。我們認為漳州燦坤開展的外匯保值型衍生品業務與日常經營需求
緊密相關，風險可控，符合有關法律、法規的有關規定。同意公司董事
會作出通過《關於控股子公司漳州燦坤開展金融衍生品投資的議案》。

特此公告。
廈門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13年3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