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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下屬公司與中石油煤層氣有限責任公司忻州分公司

簽署《煤層氣購銷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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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2月29日，山西省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全資子公司山西天然氣

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山西天然氣」）與中石油煤層氣有限責任公司忻州分公司簽署了《煤層氣購
銷合同》（以下簡稱「合同」）。

一、對方當事人情況
公司名稱：中石油煤層氣有限責任公司忻州分公司
負責人：任文軍
成立時間：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營業場所：忻州市氣象北巷紫竹苑小區
經營範圍：許可經營項目：煤層氣資源的勘探、開發、銷售（以探礦權證、採礦權證為準）；

一般經營項目：煤層氣資源的勘探、開發（以探礦權證、採礦權證為準）設備租賃；技術服務，技
術諮詢、信息諮詢、勘探開發技術培訓；銷售機械電器設備；法律法規禁止的不得經營，需要審批
的憑審批許可證和本營業執照方可經營。

中石油煤層氣有限責任公司是從事煤層氣業務的專業化公司，主要從事煤層氣資源的自營勘探
開發、工程施工與對外合作、煤層氣田範圍內的淺層氣勘探開發、設備租賃、技術和信息服務與諮
詢、技術培訓及機械電器設備銷售、煤層氣外輸管道建設與煤層氣銷售業務。

中石油煤層氣有限責任公司忻州分公司目前主要從事保德氣田的勘探、開發工作。保德縣煤層
氣產能建設項目採用邊建設邊生產的滾動開發模式，目前，項目已完成投資20億元和7.5億立方米的
產能建設工作量。

二、合同主要條款 
（一）合同類型
煤層氣購銷合同
買方：山西天然氣有限公司
賣方：中石油煤層氣有限責任公司忻州分公司
（二）交付地點
本合同項下煤層氣的交付點為賣方保德區塊二號、三號及四號集氣站雙方管道交匯處接口截面。
（三）合同有效期
本次簽署的煤層氣購銷合同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24時止。
合同期滿前30天，由雙方協商確定是否續簽合同。
（四）供氣量
合同期內供氣量：約2億立方米，最終合同期內供氣量以賣方實際供氣量為準。
（五）供氣價格
1、按國家煤層氣價格有關規定及雙方協商確定，項目合同價格為2.05元/ Nm3（含稅，稅率為

13%）。
2、若在合同有效期內遇天然氣（煤層氣）價格調整，則合同價格從調價之日起按新價格執行。
（六）交付壓力
賣方在按合同規定交付煤層氣時，在交付點的煤層氣壓力區間（「交付壓力」）為0.8MPa至

1MPa，除非因買方設施在交付點下游的壓力使得賣方無法達到上述壓力區間。
三、合同履行對公司的影響
此合同的簽署將進一步保障公司上游氣源供應，豐富公司氣源多樣性，有效降低公司採購成

本。同時可有效優化公司的產業結構、增強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提升公司毛利率水
平，對於加強公司天然氣利用業務的市場佔有率，鞏固、穩定和提升燃氣業務板塊地位，拓寬利潤
空間，完善公司的產業供應鏈，提升公司的企業形象和社會公信力等方面將起到積極的作用。

四、風險提示
本合同所涉及的供應氣量是雙方根據目前資源狀況初步擬定的供應量，最終合同期內供氣量以

賣方實際供氣量為準。
本公告中披露的合同存在可能遭遇不可抗力因素影響的風險。請廣大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
特此公告。

山西省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14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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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紡織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六次臨時股東大會決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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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公告的虛假記
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負連帶責任。
重要內容提示：
●本次會議沒有增加、否決或變更提案的情況；
●本次股東大會沒有變更前次股東大會決議的情況。
　　一、 會議召開的基本情況
　　1、召開時間：
　　（1）現場會議：2014年12月29日（星期一）下午2:30；
　　（2）網絡投票：股東通過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市公司股東大會網
絡投票系統（網址http://www.chinaclear.cn）進行網絡投票，具體時間為2014年12
月28日15:00至2014年12月29日15:00。
　　2、A股股權登記日：2014年12月18日
　　B股股權登記日：2014年12月23日（最後交易日為2014年12月18日）
　　3、會議召開地點：上海東安路8號青松城大酒店4樓華山廳
　　4、會議召集人：中國紡織機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5、會議及表決方式
　　本次會議採取現場投票、網絡投票相結合的方式。
　　二、會議的出席情況

出席會議的股東和代理人人數 22
 A股股東人數 16
 B股股東人數 6
所持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股） 537,231,430
 A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 535,899,730
 B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 1,331,700
佔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比例（%） 50.1488%
 A股股東持股佔股份總數的比例 50.0245%
 B股股東持股佔股份總數的比例 0.1243%
參加網絡投票的股東及股東代表人數 2
所持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股） 19800
佔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比例（%） 0.0018%
參加投票的中小股東人數 19
所持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股） 1,352,198
佔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比例（%） 0.1262%

　　會議由公司董事長吳邦興先生主持，會議的召集、召開和表決符合《中華人民共
和國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公司部分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和見
證律師列席了本次會議。
　　三、提案審議情況
　　會議以投票表決的方式審議通過了下列議案，具體表決情況如下：

議案內容 證券類別 同意票數 同意比例 反對
票數

反對比例 棄權
票數

棄權比例

 一 、 公 司 關 於
轉 讓 上 海 東 浩 環
保 裝 備 有 限 公 司
84.6%股權的議案 

全體股東 363,100,82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A股股東 361,769,12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B股股東 1,331,7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中小股東 1,352,19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四、律師見證情況
　　1、律師事務所名稱：北京市金杜律師事務所
　　2、律師姓名：李笑旻、徐輝
　　3、結論性意見：中國紡織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本次會議的召集、召開程序符合法
律、法規和《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出席會議人員資格、召集人資格合法有效；會
議的表決程序及表決結果合法有效。
　　五、備查文件
　　1、經與會董事簽字確認的股東大會決議；
　　2、法律意見書。
　　特此公告。

　中國紡織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2月30日

國信證券掛牌漲4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昌鴻深圳報道）

國信證券（002736）昨日正式登陸深交所，
因受到市場追捧，經歷兩次臨時停牌，10點
之後，飆漲44%繼續漲停，報8.4元（人民
幣，下同），並持續至收盤。
記者看到，在漲停板接貨的封單最高達

1,400萬手，封單市值逾百億元。以收盤價
計算，當天國信證券市值為688.8億元。業
內分析認為，國信證券5.83元的發行價格，
對應發行後的2014年的PE僅為12.5倍，發
行前10.6倍，PB僅為1.56倍，估值遠低於
行業平均的43倍和3.7倍，也低於可比的招
商證券和廣發證券等。國信證券的漲停板將
達到13個，將會漲至20元，如果這樣的
話，其市值將達1,600多億元，將躋身內地
前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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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堡明）2014年其中一個股票
主題就是國企改革，年內有超過20個省市已經推出有
關國企改革的指導意見文件。不過，就目前情況而言，
「國企改革總體意見」於2015年推出的可能性極大，
更有可能於2015年春節前正式推出，國企功能定位及
混改相關操作細則將被進一步明確，改革方法將會鼓勵
國企採取IPO（首次公開募股）形式。
內地媒體引述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於國

企改革發展前沿論壇上表示，明年國企改革有七大任
務，包括界定不同國企功能工作；推進剝離企業辦社會
職能和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推進薪酬制度改革；完善國
有資產監管體制等。
市場則着眼對發展混合所有制的推進，政府明年將繼

續研究混合所有制的政策細節，包括優先鼓勵國企進行
IPO、將國企初步分為商業類和公益類兩大功能。楚序
平直言，所有國企都需明確區分其政治及經濟目標；壟
斷及競爭收益；公共及商業服務，所有非商業性目標的
成本都會獲公共財政足額補貼。
雖然會採取混合所有制操作，但政府對絕大多數重要

國有企業，仍會保留51%以上的絕對控制權。而混合所
有制目前會優先考慮社保基金、保險基金等公眾基金，
並以中國投資者優先。

混合制優先鼓勵以IPO進行
而混合制的方法，將會優先鼓勵以IPO進行，並規
定須以進場及競價交易為主，禁止任何形式的協定出
售，而實行混合制所出售的股權收入，須重投於發展國
有經濟之中，不能作其他用途。所有國企的情況都必須
獨立因應情況處理，不會發起任何運動或任何形式的倒

數計時，以免出現顛覆性錯誤。
中金分析師王漢鋒就此評價道，從地區而言，他認為上海、北

京、廣東、安徽等地的國企改革進程推動較快。而從行業而言，
國企佔比較高、政府管制較多的行業，其所能放寬的行業管制空
間亦都較大，例如能源、電信、軍工等行業。而在大部分消費，
其改革重點相信會在於改善激勵、理順機制、以及釋放潛力三個
層面上。

中金：明年人幣匯率穩中向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堡明）隨着近日美匯強勢影響，人民幣

即期匯率有顯著走弱情況，但人民幣中間價仍維持穩中向上的勢
頭。內地投行中金發表報告指，上述形勢反映人行冀穩定人民幣
匯率的政策意圖，所以推斷明年人民幣匯率將保持穩定，難見明
顯走強或轉弱的情況。
11月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在岸即期貶值1.6%，而本港離岸人民

幣兌美元則貶值1.4%，兩者均反映美元走強的結果。與此同時，
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卻反其道而行升值0.4%。美匯強勢將使新興
市場資本流出，而人民幣若然出現持續貶值，或會觸發資本外
流，對正進行的金融改革有重大影響。
中金的報告由多方面分析人民幣匯率於2015年會維持平穩的原

因，中金於報告中表示，首先是國際收支的持續順差，今年首三
季中國的貿易順差仍然較高，接近700億美元，中國經濟面臨放
慢風險，但該行相信隨經濟下行風險降低，資本賬仍維持一定順
差，經濟結構上並不支持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走弱。

人行料採低息政策刺激內需
同時，中國內地正面對經濟下行風險，人行目前明顯首選以擴

大內需的減息降準為手段，而並非透過貨幣匯率貶值。在中國經常
賬依然順差，而內需相對疲弱的情況下，面對通縮的風險較通脹
大。因此，該行預期人行斷不會透過匯率貶值增加國家出口，而會
採取低利率政策以刺激內需，將國民儲蓄轉化為投資或消費。
中金在此基礎上再加以解釋稱，中國目前為世界最大的出口

國，在全球主要經濟體需求偏弱的情況下，此時再實施「以鄰為
壑」貿易政策，即透過壓低匯率方式提升出口，無疑只會增加國
際貿易間的摩擦。報告中最後亦都提及，由於人民幣2015年將會
被討論是否納入國際貨幣組織特別提款權（SDR）的貨幣籃子，
若最終被納入無疑是對人民幣國際化的一個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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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為
進一步減輕小微企業
負擔，內地明年1月1
日起對小微企業免徵
42項中央級設立的行
政事業性收費，另外
還將取消或暫停徵收
12項中央級設立的行
政事業性收費。
財政部網站昨日刊

登的通知稱，取消、
停徵和免徵上述行政
事業性收費後，有關
部門和單位依法履行
職能所需經費，由同
級財政預算予以統籌
安排。
財政部還表示要堅

決取締各種亂收費，
指，「凡未經國務院
和省級人民政府及其
財政、價格主管部門
批准，越權設立的行
政事業性收費項目一
律取消。」

2014年官方製造業
採購經理指數（PMI）
月份 數值
1月 50.5
2月 50.2
3月 50.3
4月 50.4
5月 50.8
6月 51.0
7月 51.7
8月 51.1
9月 51.1
10月 50.8
11月 50.3

製表：記者 陳堡明

各機構12月中國官方製造業
採購經理指數（PMI）預估
機構 預估值
招商證券 50.5
中金 50.4
申銀萬國 50.1
華寶信託 50.1
民生銀行 50.1
中銀國際 50.1
花旗 50.0
中信證券 50.0
4cast 50.0
興業銀行 49.9
大華資本市場 49.9
12月預估中值 50.1

製表：記者 陳堡明

11家分析機構中，興業銀行及大華資本市場均給出低於 50的
49.9，即製造業處於萎縮期，興業銀
行資金營運中心宏觀分析師肖麗就直

言，雖然房地產市場在發展商大力推
盤的情況下繼續回升，再次呈現小幅
向上，但由於房產庫存繼續增加，而
水泥、鋼材價格上行乏力，地產商實

際建築工程的投入
始終未有加速跡
象。
於北京召開的亞

太經合組織會議對
基建原材料的行業
有提振作用，包括
鋼材、化工、玻璃
等，但由於價格持
續下跌，及發電量
增速放緩也顯示產
能提升的空間不
大。
華寶信託預測官

方 PMI 為 50.1，稍
稍高於盛衰分界線
之上，該行的宏觀

分析師聶文意見與肖麗接近，他稱
「預計12月製造業仍然疲弱，與受房
產市場打壓而不斷下滑的經濟情況呈
一致」。

恐匯豐12月PMI跌破50關
除官方PMI外，匯豐12月中國製造

業PMI初值亦跌破50關口，至代表正
面臨萎縮的49.5，同時創下七個月新
低，匯豐12月PMI將於本周三發布，
相信屆時會使市場出現一定動盪。
而國家統計局上周亦公布今年首11

個月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速，增速維
持下跌勢頭至5.3%，創下27個月最

大單月降幅，亦較首10個月的增速再
回落1.4個百分點，反映中國經濟的下
行壓力仍然很大。

製造業續受制產能過剩
展望2015年，民生證券宏觀團隊最

新研究報告稱，實體經濟仍然背負沉
重的鐐銬，因房地產面對人口結構問
題及高庫存影響，而製造業則受制於
產能過剩、高槓桿，都將繼續阻塞貨
幣寬鬆向信用擴張的傳導渠道。
民生證券的報告直言「在國際油價

下跌、實體疲弱的背景下，通脹也將
繼續走低，為貨幣寬鬆打開風口」。

12月官方PMI料降至50.1
創18個月低位 指經濟下行壓力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堡明）路透社昨日綜合11家分析機構

的報告顯示，將於本周四公布的內地12月官方製造業採購經理

人指數（PMI）或會降至18個月以來的低位50.1，主要因內地

需求持續疲弱，製造業情況持續惡化。不少分析師對前景均不太

樂觀，更表明內地經濟仍然面臨較大的下行壓力。

■■路透社昨日綜合路透社昨日綜合1111家分析機構的報告顯示家分析機構的報告顯示，，將於本周四公布的內地將於本周四公布的內地1212月官月官
方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方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PMI））或會降至或會降至1818個月以來的低位個月以來的低位5050..11。。圖為福圖為福
建武平縣不銹鋼產業園內企業生產車間工人們正在加工不銹鋼管建武平縣不銹鋼產業園內企業生產車間工人們正在加工不銹鋼管。。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