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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 「13赤灣01」 公司債券跟蹤評級結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完整，不存在虛

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根據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公司債券發行與交易管理辦法》和《深

圳證券交易所公司債券上市規則》的有關規定，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 「本公司」）委託中誠信證券評估有限公司對本公司發行的公司

債券 「13赤灣01」（證券代碼：112192）進行跟蹤評級。

中誠信證券評估有限公司在對本公司經營狀況及相關行業進行綜合分析

與評估的基礎上，出具了如下報告：

《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債券（第一期）跟蹤評級報告

（2016）》，維持本公司主體信用等級為AA+，評級展望為穩定，維持本期

債券信用等級為AA+。

上述跟蹤評級報告詳見同日刊登於巨潮資訊網（www.cninfo.com.cn）的

《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公司債券（第一期）跟蹤評級報告（

2016）》。

特此公告。

深圳赤灣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證券代碼：000725 證券簡稱：京東方A 公告編號：2016-033
證券代碼：200725 證券簡稱：京東方B 公告編號：2016-033

京東方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簽訂公司債券募集資金三方監管協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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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東方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於2016年3月21日至2016年3月22日
按債券面值向合格投資者公開發行了公司債券（第一期）（以下簡稱 「本次債券」），發行規模
為人民幣100億元。本次發行公司債券的募集資金已存入公司開設的指定存款帳戶。經畢馬威華
振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驗資報告》（畢馬威華振驗字第1600487號）驗證，本次債
券發行募集資金已於2016年3月23日全部到位。

為進一步規範公司募集資金的管理和使用，保護公眾投資者的利益，根據《深圳證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規則》、《深圳證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規範運作指引》等相關法律法規和規範性文件
的規定，公司和受託管理人中信建投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中信建投」）分別與平安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亞奧支行（以下簡稱 「平安銀行」）、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
下簡稱 「招商銀行」）、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和平裏支行（以下簡稱 「中信銀行」）簽訂
了《關於京東方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資者公開發行公司債券帳戶及資金三
方監管協議》（以下簡稱 「本協議」），協議主要條款如下：

1、公司在平安銀行、招商銀行和中信銀行設立了募集資金專項帳戶（以下簡稱 「專戶」）
。帳戶的開立和使用需符合《人民幣銀行結算帳戶管理辦法》、《現金管理暫行條例》、《支付
結算辦法》以及中國人民銀行的其他相關規定。

2、截止2016年3月23日，公司在平安銀行存放的募集資金為450,000萬元，在招商銀行存放
的募集資金為250,000萬元，在中信銀行存放的募集資金為300,000元。

公司一次或12個月內累計從專戶中支取的金額超過人民幣5000萬元或募集資金淨額的10%
時（以孰低為原則），平安銀行、招商銀行、中信銀行應及時以書面方式通知中信建投，同時提
供專戶的支出清單。

3、公司應當在本期債券還本及/或付息日（T日）二十個交易日前（T-20日），向中信建
投出具書面函件，明確公司還本付息、贖回、回售、分期償還等的資金安排。

在本期債券還本付息日二個交易日（T-2日）內，平安銀行、招商銀行、中信銀行應當根據
公司的書面指示，將當期應付的利息及/或本金劃轉至本期債券登記結算機構指定的帳戶，用於
向債券持有人支付利息及/或本金。

4、公司授權中信建投的本期債券項目主辦人員可以依據《深圳證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規
範運作指引》以及公司制訂的募集資金管理制度採取現場檢查、書面問詢等方式監督發行人募集
資金的使用情況。公司和平安銀行、招商銀行、中信銀行應當配合中信建投的檢查與查詢。中信
建投有權每半年檢查募集資金專戶內資金的接收、存儲、劃轉與本息償付情況。

公司授權中信建投的本期債券項目主辦人員可以隨時到平安銀行、招商銀行、中信銀行查詢
、複印公司募集資金專項帳戶的資料；平安銀行、招商銀行、中信銀行應當及時、準確、完整地
向其提供所需的有關專戶資料。

特此公告。
京東方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6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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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物業發展(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股東大會決議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及時、公平，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會議召開期間未發生增加、否決或變更提案的情況。
二、會議召開情況
1、召開時間：
現場會議：2016年4月22日上午9:30
網絡投票：通過深圳證券交易所交易系統進行網絡投票的時間為2016年4月22日上午9：30~11：30，下午1：00~3：00；
通過深圳證券交易所互聯網投票系統投票的時間為2016年4月21日下午3：00至2016年4月22日下午3：00期間的任意時間。
2、現場會議召開地點：深圳市羅湖區人民南路國貿大廈39層會議室。
3、召開方式：現場投票和網絡投票表決相結合
4、通知情況：本公司已於2016年3月31日在《證券時報》、《大公報》以及巨潮資訊網（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關於召

開2015年年度股東大會的通知》。
5、召集人：公司董事會
6、主持人：陳玉剛董事長
7、本次股東大會由北京市地平線（深圳）律師事務所律師見證並為本次股東大會出具了《法律意見書》，本次大會的召開符合《

公司法》、《股票上市規則》及公司《章程》。
三、會議的出席情況
出席本次大會的股東（代理人）10人、代表股份數381,145,376股，占公司有表決權總股份63.95%。
出席現場會議的A股股東（代理人）共5人，代表股份380,400,097股，占公司有表決權A股股份總數的72.14%；B股股東（代理人

）共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B 股有表決權總股份數的0%。
通過網絡投票的A股股東（代理人）共5人，代表股份745,279股，占公司有表決權A股股份總數的0.1251%；B股股東（代理人）

共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B股有表決權總股份數的0% 。
四、議案審議和表決情況
本次股東會議採取現場投票與網絡投票相結合的方式以記名投票表決的方式審議各項議題。
1、以贊成股份381,105,076股（其中A股381,105,076股，B股0股），占出席會議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99.9894%，通過了《2015年

度董事會工作報告》。
2、以贊成股份381,105,076股（其中A股381,105,076股，B股0股），占出席會議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99.9894%，通過了《2015年

度監事會工作報告》。
3、以贊成股份381,105,076股（其中A股381,105,076股，B股0股），占出席會議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99.9894%，通過了《2015年

度財務決算報告》。
4、以贊成股份381,105,076股（其中A股381,105,076股，B股0股），占出席會議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99.9894%，通過了《2016年

度財務預算報告》。
5、以贊成股份381,105,076股（其中A股381,105,076股，B股0股），占出席會議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99.9894%，通過了《2015年

年報》。
6、以贊成股份381,105,076股（其中A股381,105,076股，B股0股），占出席會議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99.9894%，通過了《關於

2015年度利潤分配及資本公積金轉增股東的議案》。
7、以贊成股份381,105,076股（其中A股381,105,076股，B股0股），占出席會議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99.9894%，通過了《關於續

聘會計師事務所的議案》。
五、律師出具的法律意見書
1、律師事務所名稱：北京市地平線（深圳）律師事務所
2、律師姓名：朱蘭、陳宇敏
3、結論性意見：
律師認為：公司本次股東大會的召集和召開程序、出席會議人員的資格、會議的表決程序和結果均符合《公司法》、《規則》和《

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表決結果合法、有效。
六、備查文件
1、北京市地平線（深圳）律師事務所出具的法律意見書。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物業發展（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4月22日

針對內地居民湧港購買保險產品，中國保監會昨日從法律、匯
率、收益、損失及產品條款五方面提示可能涉及的風險（見附表）
。香港部分業界人士表示，中保監發出的 「溫馨提示」 ，與較早前
收緊內地居民來香港以銀聯卡刷卡購買保險的做法，背後用意同出
一轍，即希望紓緩資本流出內地的壓力。

大公報記者 彭巧容 黃裕慶

【大公報訊】流動性緊張促中國央行周
淨投放創近歷史最高。中國央行昨日再在公
開市場展開2400億元（人民幣，下同）7天期逆
回購操作，連續第三日在公開市場投放超
2000億元。本周在公開市場淨投放6800億元
，迫近今年1月29日當周6900億元創新高的
規模。分析稱，近期銀行間資金缺口不足以
被短期滾動操作滿足，降準必要性在增加。

憂資金缺口 降準預期升溫
中國央行本周累計通過7天期逆回購向

市場注入8700億元的流動性，對沖已到期的
1900億元，單周淨投放6800億元，相對上周
淨投放規模僅為700億元大幅擴大。不過，
銀行間市場7天期回購利率昨日午後擴大漲
幅，升約16個基點至2.4804%，創逾兩個半
月高位，顯示市場資金面仍趨緊。當日上海
銀行間同業拆放市場（Shibor）短期品種利
率 繼 續 全 線 上 漲 。 14 天 期 升 1.3 個 點 至

2.7700%；隔夜、7天、1月期分別升0.9、0.2
、0.6 個點，分別至2.0380%、2.3340%及
2.8115%。而昨日逆回購的中標利率仍持平
在2.25%。

華泰證券表示，企業繳稅衝擊未消，加
上周四又有中期借貸便利（MLF）到期；債
市近期發生改變，高級別信用事件頻發等，

對短期資金面衝擊較大。該行明確，本月銀
行間將有超1.5萬億元資金缺口需滾動，且
經濟企穩基礎不十分牢固，通脹又不及預期
，央行目前滾動操作尚不足彌補資金缺口，
此時降準很有必要。南京銀行金融市場部交
易員郭偉也相信，若下周資金面繼續緊張，
不排除降準可能。

內地客去年斥316億 湧港買走24%保險

中保監提示風險 法律難保障

央行周淨投放6800億創次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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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內地客新造保單比例

年份

2015年

2014年

2013年

2012年

2011年

2010年

來源：香港保險業監理處

內地人
新造保單保費
（億港元）

316

244

149

99

63

44

全港
新造保單保費
（億港元）

1309

1136

923

776

703

588

佔比
（%）

24.2

21.4

16.1

12.8

9.1

7.5

在法律方面，中保監強調，內地居
民投保香港保單，需親赴香港投保並簽
署相關保險合同。如在境內投保，則屬
於非法的 「地下保單」，既不受內地法
律保護，也不受香港法律保護。同時，
內地居民投保香港保險適用香港地區法
律，若發生糾紛，與內地相比，香港法
律的訴訟費用會較高，可能面臨較高的
時間和費用成本。雖然投資人也可選擇
向香港的保險索償投訴局投訴與理賠索
償有關的糾紛，但該局目前可裁決的賠
償上限是100萬港幣，大額保單的賠償糾
紛無法通過該局裁決處理。

存在外匯政策風險
內地居民選擇來港購買保險產品主

要因為保費較內地低，但賠付範圍覆蓋
更廣。有香港業界透露，內地居民青睞
的保險產品包括長期終身壽險、重大疾
病等保障型保險。中保監指出，內地居
民個人到境外購買人壽保險和投資返還
分紅類保險，除存在一定政策風險外，
如以期交保方式購買長期壽險保單，也
可能存在因外匯支付政策變化導致無法
交納續期保費的風險。

中保監並關注，目前內地保險產品
遵照監管要求，按低、中、高三檔演示
紅利水平，有關上限分別為3%、4.5%及
6%。但香港保險因市場化程度化較高，
未對紅利演示作出明確要求，大多數產
品通常採用6%以上投資收益率進行分紅
演示，保證紅利分配具有較大不確定性
。此外，香港大多數長期期交保單在保

單前期現金價值很低，前兩年甚至為零
，客戶若退保將承受較大損失。

據香港保險業監理處的數據，去年
內地遊客在港投保的新造保單保費累計
達到316億港元，佔香港保險業個人業務
的總新造保單保費近四分之一。春節期
間內地居民來港排隊買保險已不是什麼
新鮮事，此前更有媒體披露，因銀聯嚴
格執行境外限制類商戶持境內銀行卡單
筆5000美元限額的政策，有內地居民三
月初在港購買一份1500萬美元大單，繳
款時刷了銀聯卡3000次。

此前，內地已透過口頭指導、暫停
第三方支付等進行防範。今年三月，香
港部分保險公司發布內部通告，暫停內
地居民在香港用銀聯網絡直接支付保費
；同月，國家外匯管理局綜合司司長王
允貴表示，內地居民個人到境外去買人
壽保險和投資返還分紅類保險，屬於金
融和資本項下的交易，現行的外匯管理
政策和法規，對這種保險類產品法規上
未明確允許，或者說是現行的外匯管理
政策尚未開放。

港業界料影響有限
上述香港保險業人士認為，中保監

的聲明相對不會對內地人來港購買保險
帶來影響。一是保險業在香港發展已久
，在港購買的保單 「一定受到香港法律
保障」，香港的保障制度已十分健全；
二是內地人來港購買保單，其中一個主
要原因是擔心人民幣貶值，而這方面的
貶值預期仍然存在。

【大公報訊】記者葉漢亮報道：保險索
償投訴委員會委員歐之珊昨日回應表示，近
年不少內地人會來港住院治療，所以他們會
喜愛購買醫療、危疾相關的保險，認為中國
保監會作出的風險提示屬正面，有助內地投
保人釐清來港的投保風險。她又提醒，內地
人來港購買保險時，切忌「人買我買」，要認
清自己的需要，細閱條款才作出投保的決定。

保險界立法會議員陳健波表示，內地人

來港投保的人數不斷增加，且會購買美元或
港元等結算的保單，可分散風險。他又提醒
，購買保險一般需要長時間投入保費，若短
時間退保或會蒙受損失。

中銀集團人壽發言人回應說，這是中保
監向內地居民發出的提示。又指公司一向以
保障投保客戶的利益為前提， 「對於非香港
居民來港購買保險，我們會提醒其留意匯率
風險及相關索償安排。」

保險投訴委：助投保人釐清風險

內地居民赴港
買保險的若干風險

●需親赴香港投保並簽署相關保險合同。
如在境內投保香港保單，屬於非法的 「
地下保單」 不受大陸及香港法律保護

●香港購買的保單賠款、保險金給付以港
幣、美元等外幣結算，消費者需自行承
擔外幣匯兌風險

●個人到境外購買人壽保險和投資返還分
紅類保險，屬於金融和資本項上的交易
，是現行外匯管理政策尚未開放的項目
，存在一定的政策風險

●香港分紅保險的保證收益之上的紅利分
配不確定，能否實現主要取決於保險公
司能否長期保持高投資收益率

●香港大多數長期期交保單前期現金價值
很低，中途退保時，投保人只能獲得保
單的現金價值，客戶若退保將承受較大
的損失

來源：中國保監會

▲港業內人士認為，中保監作出的風險提示屬正面，有助內地投保人釐清來港的投保
風險 網絡圖片

【大公報訊】記者陳旻湘西報道：
內地專家認為，以公私合營模式（PPP
）與供給側改革配合，正受到內地貧困
地區經濟發展的青睞。

「PPP在湘西的機遇與挑戰」論壇
近日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舉
行，國家統計局原總經濟師兼新聞發言
人姚景源在論壇上指出，經濟增長依靠
內需拉動，貧困地區發展經濟需要企業
介入。在經濟增長下行的大背景下，需
要加大供給側改革的力度。在基礎設施
的投入方面，政府不要單槍匹馬，唱獨
角戲，要歡迎企業參與基礎設施的投入
，以PPP模式參與重大項目的實施。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

長鄭新立認為，需要採取有效措施阻止
經濟下行並防範系統性風險，可大力推
廣PPP模式以擴大公共產品供給，把社
會資金和銀行貸款引進到公共產品供給
上來，改變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的局面。

中國PPP研究院院長、財政部財政
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賈康稱，PPP制度創
新正面效應有，緩解面對城鎮化、老齡
化歷史進程的財政支出壓力，為對沖經
濟下行壓力，優化支持經濟社會發展後
勁的選擇性 「聰明投資」，增有效供給。

江蘇太平洋建設集團當日與湘西州
政府簽署基礎設施整體打包合作協議，
以PPP模式投資500億元人民幣，發力湘
西基礎設施建設。

智囊：PPP配合供給側受青睞

【大公報訊】記者丁春麗濟南報道：中
金公司原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朱雲來指出，監
管層得放棄對股市指數的期待，指數是市場
行為，不能當做政府的業績指標，更不能人
為調整。此外，全國人大常委會昨日發布

2016年立法工作計劃
披露，《證券法》修
訂草案計劃在十二月
的全國人大常委會上
審議，內媒引述內部
人士消息，證券法最
快在明年二季度修訂

完畢，料將為完善內地資本市跨進一大步。
A股昨日縮量收漲。滬綜指收升0.22%

報2959.24點；深成指收升0.92%報10151.76
點；創業板收升1.27%報2136.92點。全周累
計，滬綜指跌3.86%；深成指跌5.42%，創
業板跌7.48%。朱雲來昨日以 「金融專業人
士」身份現身民營企業金融發展論壇。被
問及中國接連的三次股災時，朱雲來以
農業產品價格為例回應，監管層為保護
農產品價格不降，使第一年價格上升，造
成第二年產量過剩，價格暴跌。朱雲來說，
「指數對金融企業很重要，跌了我們就會相

對進行調整，現
在已經進入了市
場化，不能再用
計劃思維去控制
市場。」

朱雲來又提
到，實體經濟持
續下行，但投資
越來越火爆，這
好像是一個悖論
，也是一個危險
的信號。中國的
宏觀政策也需要
改革，不能僅用
貨幣寬鬆的政策
來解決實體經濟
問題。要避免系
統性的投資過剩
，應該休養生息
，要消化這些過
剩，減少投資。

朱雲來：監管層別追求股指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