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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決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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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東大會沒有否決議案的情形。

2、本次會議召開沒有增加或變更議案。

3、本次股東大會不涉及變更前次股東大會決議。

二、會議召開的情況

1、召開時間

（1）現場會議召開時間：2015年11月27日（星期五）下午

2:30

（2）網絡投票時間：2015年11月26日至2015年11月27日

其中，通過互聯網投票系統投票開始時間為2015年11月26日下午

15:00至2015年11月27日15:00；通過交易系統進行網絡投票的時

間為2015年11月27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2、會議召開地點：廣東省佛山市季華五路18號經華大廈20

樓會議室

3、召開方式：現場表決與網絡投票相結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會

5、主持人：副董事長季向東先生

6、會議的召開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規則》及《公司

章程》。

三、會議的出席情況

1、股東出席的總體情況：

出席會議的持有有效表決權的股東（代理人）29人、代表股

份334,038,858股，佔上市公司總股份的d％。

2、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社會公眾股東（以下簡稱 「中小

股東」）出席情況：

出席會議的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東（代理人）27人

、代表股份3957118股，佔上市公司總股份的0.783％。

3、出席現場會議的情況：

出席現場會議的持有有效表決權的股東（代理人）29人、代

表股份334,038,858股，佔上市公司總股份的66.091％。

4、社會公眾股股東出席情況：

出席會議的社會公眾股股東（代理人，含網絡投票部分）27

人、代表股份 3957118 股，占公司社會公眾股股東股份總數的

2.302％。

5、外資股股東出席情況：

本公司只公開發行了境內上市外資股（B股），故社會公眾

股股東出席情況即為外資股股東出席情況，社會公眾股東的投票

情況即為外資股股東的投票情況。

6、內資股股東出席情況：

出席會議的內資發起人股股東（代理人）2人、代表股份330,

081,740股，占公司股份總數的65.308％。

7、網絡投票的情況：

通過網絡投票的股東（代理人）0人、代表有效表決權股份0

股，佔上市公司總股份的0％。

8、公司見證律師及部分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出席了本

次會議。

四、議案審議和表決情況

本次會議以記名投票的方式審議了議案：

（一）關於掛牌出售子公司股權的議案

1、投票情況

註： 「比例」指該股份類別表決意見占出席本次股東大會同

一股份類別股東所持有的有表決權股份的比例。

2、表決結果：通過

五、律師出具的法律意見

1、律師事務所名稱：北京金誠同達（深圳）律師事務所

2、律師姓名：鄭素文、冉園

3、結論性意見：公司本次股東大會的召集、召開程序符合法

律、法規和《公司章程》的規定，出席會議的人員資格合法有效

，表決程序合法有效，表決結果合法有效。（詳見同日披露於巨

潮資訊網的《法律意見書》）

六、備查文件

1、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的

決議；

2、北京金誠同達（深圳）律師事務所關於佛山華新包裝股份

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的法律意見書。

特此公告。

佛山華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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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訴訟事項進展情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本公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沒有虛

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

2013年9月17日、2014年1月7日、2014年3月14日、2015年1月16日
、2015年3月16日、2015年5月22日及2015年10月21日，本公司分別收到
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應訴通知書》等相關法律文書，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立案受理原告共2755人以 「證券虛假陳述責任糾紛」為由對本公司提起的民
事訴訟案（詳情請見公司於2013年9月18日、2014年1月8日、2014年3月15
日、2015年1月17日、2015年3月17日、2015年5月23日及2015年10月22
日刊登在巨潮資訊網上的《關於訴訟事項的公告》。

2015年11月27日，本公司收到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送達的上述案件中2
件案件的《民事判決書》（（2015）穗中法金民初字第368-369號），判決
結果如下：

一、被告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在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
內向上述2件案件中的各原告賠償投資差額損失、佣金、印花稅、利息共計
港幣14,792港元。

二、駁回各原告的其他訴訟請求。
如果被告未按判決指定的期間履行給付金錢義務，應當依照《中華人民

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規定，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
利息。

一審案件受理費556元，由被告負擔205元。
特此公告。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15年11月27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張月星：

本院受理（2015）穗越法民一初字第
5670號原告于屏訴被告張月星離婚糾紛一案
，因你（證件號碼：1238136）目前無法送
達（下落不明），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
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第一款第（八）
項、第二百六十八條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
起訴狀副本等應訴材料及開庭傳票。自本公
告發出之日起經過三個月即視為送達。你的
答辯期為公告期滿後的三十日內，舉證期限
為答辯期滿後的十五日內。本案定於2016年
5月9日，08時45分在本院215法庭公開開庭
審理，逾期將依法缺席判決。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尋黃建喜女士
見字後請即致電：1501897

1773或香港電話：（852）

2353 6119與香港國際社會

服務社社工劉先生聯絡，

以商討一名在香港出生的

小孩的撫養及福利事宜。

B3中國經濟責任編輯：王文嫻

第十九屆 「北京．香港經濟合作研討
洽談會」 開幕式昨日在港舉行。北京市政
府常務副市長李士祥在會上表示，香港服
務業發展成熟，並與國際高度接軌，北京
將加強與香港在金融、保險、物流、貿易
等現代服務業方面的合作，香港可以在北
京和其他經濟體之間扮演 「超級聯繫人」
的角色，實現兩地共贏。香港特別行政區
行政長官梁振英亦指出，京港兩地在服務
業的互補合作，將創造更多的共同發展空
間和機遇。

大公報記者 趙慧中

京港洽現代服務業合作
李士祥：圍繞創新驅動實現兩地共贏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本屆京港洽談會為期兩天（11月27日至28日），
共安排十三項活動，涵蓋九大專題，從服務業擴大開
放、科技文化創新、京港雙向投資和政府交流四大板
塊的六個領域，深化京港兩地的貿易合作。北京市政
府常務副市長李士祥、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梁振
英和香港貿易發展局主席羅康瑞為開幕式擔任主禮嘉
賓並致辭。

籌備期兩地發布315個項目
開幕式由北京市副市長程紅主持，吸引超1200位

京港兩地的工商界人士參加，現場還專門設立了26個
推介洽談展位，舉辦兩地的雙向投資企業和項目展示
。值得注意的是，僅在洽談會籌備期間，北京市投資
促進局就已促成千萬美元以上港資註冊項目84個，註
冊資本折合91.6億美元，並在京港兩地分別發布雙向
投資項目315個。

「京港洽談會已成為推動兩地合作的重要平台。
」梁振英表示，從香港投資項目數目、合同金額和實
際利用金額三個方面分析，香港都佔所有來京投資國
家和地區的第一位。截至今年九月，港在京累計批准
設立的企業約1.4萬家，實際利用港資超過430億美元
（折合人民幣，約2709億元），穩居所有投資國家和
地區的第一位。單是今年前九月，香港就已在京新設
逾600家企業，實際利用外資超過95億美元，增長
98%。

至於服務業方面，梁振英表示，香港的服務業佔
生產總值百分之九十以上，也是亞洲最大的資產管理
中心，擁有多元化的投資、融資渠道。在設計和營運
公路、鐵路、機場、港口等方面，香港有優秀的人才
和豐富的成功經驗，而且熟悉內地和國際商業文化，
因此不但是 「一帶一路」基建設施的理想集資融資平
台及資產和風險管理中心，更可充當 「超級聯繫人」
，聯繫內地與沿線各個經濟體，攜手開拓國際市場。

李士祥也稱，北京服務業已佔地區生產總值的
80.7%。今年五月，國務院批覆北京服務業擴大開放
綜合試點，北京成為全國首個也是唯一試點城市。

據統計，截至今年十月，北京在港直接投資企業
336家，投資額累計達94.79億美元，佔北京市境外企
業總數的30.60%。投資領域主要集中在租賃和商務服
務業、批發和零售業、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北京
相關部門預計，未來五年內香港依然是北京市境外投
資的首選地區。

突出兩地城市戰略定位
對於備受矚目的科技文化創新板塊間的合作，羅

康瑞表示，2013年，來自香港的企業在中關村共有
450餘家。香港資本市場還對整個中關村企業提供了
強有力的支撐，支持了中關村聯想、方正、金山、中
訊軟件等一批企業在港交所上市。

隨着近期創新及科技局在港的成立，香港將統
一制定有關推廣政策，推動香港科技的發展和科技
人才的培育，為促進兩地的科技類深化合作提供更
多資源。

同往屆京港會有所區別，今年一大看點是更注重
突出京港兩地城市戰略定位：一方面通過合作優化提
升首都核心功能，大力促進北京轉型發展首都功能產
業，積極構建首都 「高精尖」經濟結構；另一方面促
進香港鞏固國際自由港和全球金融、貿易、航運中心
的重要地位，繼續保持國際競爭優勢。

【大公報訊】記者張寶峰報道：第十九屆北京
．香港經濟合作研討洽談會── 「金融服務合作專
題活動」昨日下午在香港舉行，京港兩地多位金融
機構負責人及業界代表參會並發表演講。北京市金
融工作局黨組書記霍學文在接受大公報獨家專訪時
表示，北京是國家金融管理中心，香港是國際金融
中心，所以兩地的金融合作有前景，有渠道，有平
台。京港下一階段將推動金融服務、金融機構間及
企業間的合作，讓兩地金融合作得到越來越大的發
展，前景將越來越好。

霍學文指出，在金融領域，京港各有特色。北
京是國家金融管理中心，金融資產量雄厚，金融機
構聚集。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久負盛名，在金融
交易、國際規則和跨境資金流動上具有獨特優勢。

霍學文還說，此次北京來了很多金融機構和項
目參與京港洽談會。

下一階段的合作，京港將首先推動金融服務，
只有兩地聯繫不斷加深，聯繫越來越緊密和鞏固，
兩地金融合作業務才能不斷拓展。其次，兩地還將
推動金融機構之間的合作。第三，兩地將推動企業
之間的合作，其一是推動內地企業到香港上市，其
二是推動企業跨境融資。
霍學文相信經過不斷努力，兩地金融合作必定得到
越來越大的發展，前景將越來越好。

作為京港交流溝通的橋樑紐帶，金融合作是兩
地合作發展的重要載體。截至今年八月底，北京企
業在港上市達142家，僅今年就有八家企業在港交
所上市。香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香港
中國金融協會主席胡章宏等嘉賓參加了昨日的 「金
融服務合作專題活動」京港兩地有關單位在會上還
舉行了項目簽約儀式。

據京港兩地金融主管部門介紹，以本屆京港洽
談會為平台，京港兩地將發布最新的北京企業優質
融資項目；推動籌建 「京港金融培訓學院」，暢通
金融人才雙向培養渠道，同時推動首都建設引導基
金通過海外發債服務企業融資；京港金融協同還將
推動北京保險產業園、基金小鎮建設發展。

霍學文：兩地金融合作前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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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倪巍晨上海報道：上月工
業企業利潤降幅明顯擴大，同比跌4.6%，降幅較
九月擴大4.5個百分點，實現利潤總額5595.2億元
（人民幣，下同）。分析認為，工業領域去產能
壓力仍然較大，數據意味企業生產經營困難進一
步加劇。

國家統計局工業司何平指出，與此前數月相
比，投資收益、匯兌損失和石油特別收益金等對
企業利潤波動的影響明顯減弱，產品銷售進一步
下降、單位成本和費用有所上升，以及石油開採
、鋼鐵、煤炭等採礦和原材料行業利潤下降明顯
，是十月工業企業利潤下降的主因。但另一方面
，上月高技術製造業、裝備製造業、消費相關行
業的利潤同比增速分別達14.2%、8.6%和4.3%。此
外，企業庫存增勢的趨緩，亦利於企業緩解未來
生產經營壓力。

今年前十個月，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
利潤總額4.87萬億元，同比降2%，降幅較前九個
月擴大0.3個百分點。其中，國有控股企業、集體
企業和股份制企業實現利潤分別跌25%、1.8%和
1.5%。相反，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資企業、私營企
業實現利潤總額分別升0.3%和6.2%。

天然氣開採最慘跌68%
首十月41個工業大類中，30個或73%行業利

潤總額實現同比增長，11個或27%行業下跌。其
中，石油加工、煉焦和核燃料加工業增長高達
76.1%；但石油和天然氣開採業、黑色金屬冶煉
和壓延加工業降幅均達到68%；煤炭開採和洗選
業下降62.1%。

申萬宏源宏觀分析師李慧勇表示，市場需求
疲軟、價格持續下降，企業成本居高不下，庫存
和應收帳款持續偏高等，都在制約工業企業生產
經營狀況的改善。交銀金研中心高級研究員劉學
智說，當前內地經濟結構正逐漸轉型，經濟增長
對工業的依賴程度逐漸降低，加之工業領域去產

能壓力仍然較大，工業產出仍面臨需求不足的問題。
李慧勇預計，決策層將繼續通過合理減輕企業稅負、

降低融資成本等，提高企業投資的積極性。而內地長期經
濟的增長，需依靠 「供給側改革」，並通過加速過剩產能
出清、調整經濟結構等增強創新能力。民生宏觀團隊認為
，短期看利率已完全放開，降息的邊際空間受限，未來降
息空間不如降準；財政政策方面，明年財政赤字率至少會
擴大到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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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楚長城鄭州報道
：一連五日在河南鄭州舉辦的香港時尚
購物展日前圓滿結束，吸引超過20萬民眾
入場參觀。有參展商表示，是次展會當
地市民的消費力不錯，也有香港展商希
望進駐當地，包括開設零售專櫃。

是次展覽雲集超過300個香港品牌的
美食、時裝、配飾、珠寶、鐘表及家品
；部分展商更會於每天指定時段，以超
低價發售產品；大會還安排327場一對一
商貿配對服務，促進港商和河南買家交
流合作。經營EDO品牌食品的江戶貿易
公司產品部經理莊友旭表示，公司事前
已準備大量貨源，而鄭州市場對公司產
品都很受落，消費力不錯。一位鄭州市
民也表示，之前沒到過香港，但聽說香
港產品品質好，今年來買了豆漿機、榨
汁機、玩具和家庭用品，花費4000多元。

在大會安排
的一對一商貿配
對活動上，主攻
婦女手提包市場

貝思婷（BESTINE）負責人徐慧貞表示
，公司希望可以進入丹尼斯百貨的嬰兒
用品區，今次在商貿配對中洽商機會。
首次踏足內地的手表品牌SUNSET所屬的
金泰有限公司市場主任梁慧媚表示，在
商貿配對中，有百貨公司希望吸納公司
開設專櫃，亦物色到一些潛在代理商。

2007年至今，香港貿易發展局已在內
地舉辦超過20場香港時尚購物展。香港貿
發局總裁方舜文指出，香港此次組織200
多家企業、300多個品牌來鄭展銷，不少
企業更是首次來內地。香港作為國際金
融、物流和商貿中心，可以發揮 「超級
聯繫人」的作用，是河南、鄭州企業 「
走出去」的首選合作夥伴。香港貿發局
會繼續和鄭州各有關部門及企業保持緊
密聯繫，協助兩地商界走得更遠，一同
緊握 「一帶一路」帶來的機遇。

河南省副省長趙建才指出，河南始
終把香港作為重要經貿往來夥伴和對外
投資的重要地區，他期待更多香港企業
和優質品牌可以在河南落戶發展。

【大公報訊】記者倪巍晨上海報道：中國央行昨日對11
家金融機構開展了六月期，總額1000億元（人民幣，下同）
的中期借貸便利（MLF）操作，其利率較上月調降10個基點
，至3.25%。分析稱，在年末及IPO重啟背景下，近期市場
資金面略有偏緊，央行使用MLF操作工具，目的是維穩市場
資金面，同時借助調降MLF利率引導利率的下行。

央行方面表示，開展MLF操作並調降利率，結合了金融
機構的流動性需求，此舉意在維持銀行體系流動性的合理充
裕。央行將繼續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小微企業和 「三農」等
國民經濟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支持力度。興業銀行及華福
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表示，央行再次開展MLF操作，主
要基於兩方面考量，首先央行通過MLF利率的調降，進一步
引導利率的下行；與此同時，昨日A股大跌，在此背景下開
展MLF操作，顯示央行對金融市場始終維持密切關注，並謹
慎防範可能出現的風險。

申萬宏源債券首席分析師陳康分析，年末因素及IPO的
即將重啟，使近期市場資金面略微偏緊，這或是央行再次開
展MLF操作的重要因素，調降MLF利率10個基點符合預期，
但短期內公開市場操作利率下調的可能性不大。他解釋，從
「隨行就市」角度看，央行當前尚無必要調整公開市場的操

作利率；即便從宏觀經濟角度看，進一步促進並引導利率下
行，仍待觀察更多宏觀數據的變動。

陳康補充說，MLF利率的下調客觀上有助於收窄 「利率
走廊」的波動，但該工具資金偏長期，因此不是 「利率走廊
」的重要組成部分， 「利率走廊」的核心或仍在於短期利率
。他並預計，央行年內仍有進一步降準的空間，但降息的概
率已經不大。

豫20萬民眾參觀港購物展

▲眾多市民到場參與展會 大公報記者楚長城攝

央行藉MLF定向放水千億

▲第十九屆 「北京．香港經濟合作研討洽談會」 現場。北京市政府常務副市長李士祥（前左），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前右） 大公報記者蔡文豪攝

▲京港洽談會上嘉賓雲集
大公報記者蔡文豪攝

▲第十九屆 「北京．香港經濟合作研討洽談會」 共安排十三項活動，涵蓋九大專題
大公報記者蔡文豪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