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資200億 哈爾濱萬達城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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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使用閒置自有資金

進行現金管理的進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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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內容提示：
●委託理財受托方：平安銀行上海松江新城支行
●委託理財金額：本次委託理財金額為人民幣2.6億元；截止至本公告日，公司（包括全資子公司、控

股子公司）使用自有資金進行現金管理的餘額為人民幣5.6億元
●委託理財投資類型：保本浮動收益型理財產品
●委託理財期限：7天滾動，可在第二個理財期及之後每個理財期的產品開放日進行申購與贖回，未在

規定時間內辦理支取預約的，視為自動再投資
一、委託理財概述
為提高閒置自有資金使用效率，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上海臨

港松江高科技發展有限公司於2017年6月29日與平安銀行上海松江新城支行簽訂購買2.6億元《平安銀行卓
越計劃滾動型保本人民幣公司理財產品》的協議。

二、公司內部需履行的審批程序
公司於2016年12月26日召開了第九屆董事會第十五次會議和第九屆監事會第十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了

《關於使用閒置自有資金進行現金管理的議案》，同意為提高閒置自有資金使用效率，增加資金收益，為
公司和股東謀取較好的投資回報，在保證日常經營運作資金需求、有效控制投資風險的情況下，公司（包
括全資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擬使用累計不超過人民幣12億元閒置自有資金購買安全性高、流動性好、有
保本約定的短期理財產品或辦理銀行定期存款，期限自第九屆董事會第十五次會議審議批准之日起至2018
年4月30日。詳見公司《關於使用閒置自有資金進行現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編號：臨2016-065號）。

三、委託理財協議主體的基本情況
公司本次購買的保本浮動收益型理財產品受托方為平安銀行上海松江新城支行，公司已對交易方當事人

的基本情況、信用評級情況及其交易履約能力進行了必要的盡職調查，認為交易對方具備履約能力。交易
對方與本公司不存在關聯關係。

四、委託理財合同的主要內容
公司下屬子公司本次購買的2.6億元保本浮動收益型理財產品具體合同內容如下：
（一） 基本情況

委託方 受托方 理財產品名稱 產品 
性質

理財金額 
（單位：
萬元）

理財期限 預計年化
收益率

上海臨港松
江高科技發
展有限公司

平安銀行上海
松江新城支行

平 安 銀 行 卓 越
計 劃 滾 動 型 保
本 人 民 幣 公 司
理財產品

保 本 浮
動 收 益
型

26,000 

7天滾動，可在第二個理財
期及之後每個理財期的產品
開放日進行申購與贖回，未
在規定時間內辦理支取預約
的，視為自動再投資

首個理財期預計
最高年化收益率
為4.00%，之後
各期由平安銀行
告知

（二） 風險控制分析
公司在確保不影響正常經營的基礎上，根據公司（包括全資子公司、控股子公司）閒置自有資金情況，

購買的是保本浮動收益型理財產品，公司將建立台帳對理財產品進行管理，及時分析和跟蹤理財產品的進
展情況，如評估發現可能存在影響公司資金安全的情況，將及時採取措施，控制投資風險。公司將對資金
使用情況進行日常監督，公司獨立董事、監事會有權對資金的使用情況進行監督、檢查，必要時可聘請專
業機構進行審計。

五、對公司經營的影響
公司在保證流動性和資金安全且不影響公司主營業務正常開展的前提下，運用部分閒置自有資金投資於

保本浮動收益型理財產品，有利於提高資金使用效率，獲得一定的投資收益，提升經營績效，符合公司和
全體股東的利益。

六、截止至本公告日，公司（包括全資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使用自有資金進行現金管理的餘額為人民
幣5.6億元。

特此公告。
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7年7月1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王欣欣 哈爾濱
報道)萬達集團投資的兩個大型文化旅遊
項目近日開業。其中，投資200億元(人民
幣，下同)的哈爾濱萬達城昨日開幕，而
投資15億元建造的內地首個集文化保護
和扶貧於一體的文化旅遊特色小鎮貴州丹
寨小鎮將於7月3日開業。萬達集團稱未
來將投資更多文化旅遊類項目。

建有全球最大室內娛雪樂園
哈爾濱萬達城為萬達集團第6個重大文

化旅遊項目，集旅遊、文化、體育、商業
及酒店於一身，佔地80公頃，建築面積
90萬平方米，重點為建有全球最大室內
娛雪樂園，另有室外主題樂園、電影樂
園、中央大劇院、購物中心、酒店群等。

哈爾濱萬達城預計年接待
遊客2,000萬人次，年創
收60億元，直接創造5萬
個就業崗位。
其中，佔地面積8萬平

米的娛雪樂園外型如一架
紅色鋼琴，全年零下5攝
氏度恒溫，是全球最大的
室內滑雪場。初、中、高
級6條不同坡度的雪道，
垂直落差達80米，可同
時容納3,000人滑雪。
萬達城更有室內滑冰場

面積1800平米，依據國際
一流比賽標準建造，能承
接舉辦國際級滑冰比賽。

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出席哈爾濱萬
達城開業儀式時表示，會將萬達城營運做
到世界一流，並使哈爾濱成為世界級旅遊
目的地。
北京萬達文化產業集團有限公司副總

裁金民豪說，萬達城等文化旅遊項目是萬
達集團未來重點開發佈局的產品線，目前
已開業的項目運營良好，去年9月底開業
的合肥萬達城，僅十一黃金周遊客就超過
100萬人次，成為全國人數最多的旅遊景
點。現在在建的萬達文旅項目多達11
個。明年南京萬達城、青島東方影都將開
門迎客，廣州、無錫萬達城將在2019年
建成，預計到2020年，萬達集團將建成
15個萬達城，擁有51個不同類型的主題
公園。

■哈爾濱萬達城內、外觀酷似紅色鋼琴的世界最大室內滑
雪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欣欣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上海報道）
昨天是A股在上半年最後一個交易日，早盤
滬深兩市低開低走，但在次新股持續走強
下午後雙雙反彈，最終三大指數全部收紅
盤。雖然今年A股疲軟，但從上半年A股整
體表現來看，上證綜指整體漲88點，漲幅
2.86%；深證成指整體漲 352 點，漲幅
3.46% ；創業板指數跌 143 點，跌幅
7.34%。
昨日市況從盤面上看，在藍籌權重調整
之際，次新股板塊借助近期上市新股減小
的空檔期反彈拉升。早盤時分就有多股一
字封漲停，至收盤17股漲停。酒店餐飲、
西安自貿區、草甘膦等板塊也漲幅居前。
雄安新區、河北板塊跌幅居前；房地產
開發板塊亦綠盤報收。萬科召開股東大

會，但作為第二大股東的寶能系無一人參
加，萬科A當日收盤跌0.76%，報收24.91
元(人民幣，下同)。
截至收盤，上證綜指報 3,192 點，漲

0.14%；深證成指報10,529點，漲0.17%；
創業板指報1,818點，漲0.25%。不過近期
成交量持續萎縮，兩市合計成交3,379億
元，較前一個交易日縮量136.05億元。

MSCI納入A股消除市場不明朗
從上半年A股整體表現來看，滬深兩大指

數漲幅分別為2.86%和3.46%。巨豐投顧對
此認為，5月以來，大盤走出三重底的形
態，MSCI納入A股消除市場不確定性，經
過再次探底後，滬指出現放量反彈站上半
年線，展望後市滬指均線系統得到修復，

市場將重拾升勢，中級反彈有望逐步展
開。
此外，業內稱A股上半年表現和監管層嚴

管不無關係，據Wind資訊數據，今年以來
IPO審批通過率趨嚴，自今年3月起，IPO
否決率逐月上升，分別為12%、14.06%、
23.81%，6月的IPO否決率已經創今年以來
新高。這也符合證監會提出的關注企業
「帶病申報」問題，很多問題企業主動撤
回IPO申請。

券商：三大重要因素左右後市
廣發證券稱，進入7月份，上市公司業績

中報、金融監管力度和市場流動性將成為
左右市場的三大重要因素，建議關注利好
相對集中的國企改革等方面。

深地鐵：不參與萬科經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昌鴻深圳報道）
備受關注的萬科股東大會昨日下午在深圳
舉行，會議公佈了各項議案的投票結果，
新任董事會成員提名全部獲通過，王石正
式卸任董事長。到晚上，萬科公告稱，郁
亮成為公司新任董事長兼總裁，王石成為
董事會名譽主席。深圳地鐵集團董事長林
茂德在會上說，深圳地鐵會做好萬科基石
股東的角色，不會干預、參與萬科的經
營。

郁亮任董事長
王石、郁亮及約200位股東參加了股東

會。現場宣佈股東大會表決結果，董事會
報告同意人數99.98%，同意選舉郁亮為
非獨董的議案的為95.14%，同意林茂德
的為94.69%。

有股東問，寶能作為
萬科二大股東，為何沒
有董事會提名？對此，
萬科董秘朱旭回應稱，
提名權是股東權利，行
使與否，由股東自行決
定，萬科只收到一份提
名提案。此番被提名為
萬科非獨立董事的林茂
德也進行了回應。
林茂德表示，跟寶能

有溝通，而且有書面商
函，寶能書面回復，支
持萬科的換屆方案，已

達成一致。
林茂德又表示，深圳地鐵第一次參加

萬科股東大會，對萬科前大股東華潤、恒
大表示感謝，感謝他們給了深圳地鐵集團
支持，而且恒大非常有社會責任；同時也
對寶能表示感謝，稱深圳地鐵的提案得到
了姚振華和寶能的支持。深圳地鐵會做好
萬科基石股東的角色，不會干預、參與萬
科的經營。
在會上，王石對團隊、業主、合作夥伴和

中小股東表示感謝。並借最後作為董事長的
機會感謝華潤。郁亮說，「今天很特殊」，
如果說沒有王石主席就沒有萬科，那他也可
以說沒有王石就沒有郁亮，所以他對王石主
席充滿感激。現在起，他將面對壓力，鼓起
信心，與全體萬科員工一起，努力創造更好
的業績來回報各位股東。

滬指半年漲2.86% 創指仍瀉7.34%

■郁亮上王石退，萬科開啟新時代。

■■匯豐銀行和東亞銀行分別匯豐銀行和東亞銀行分別
牽頭組建的兩家合資券商已牽頭組建的兩家合資券商已
獲證監會批准設立獲證監會批准設立。。圖為深圖為深
圳前海蛇口片區圳前海蛇口片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內地向港澳證券業開放時間表

‧2013年8月內地與香港、澳門簽署的CEPA補充協議
十，允許設立兩地證券合資公司，但股權只能佔1/3；

‧2015年 CEPA補充協議十，允許符合條件的港澳金
融機構在上海市、廣東省、深圳市各設立1家兩地合
資的全牌照證券公司，港澳資金合併持股比例最高
51%；

‧2016年03月14日，中證監批准設立申港證券股份有
限公司，為首家兩地合資多牌照證券公司；

‧2016年恒生前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東亞前海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獲准籌建；

‧2017年6月30日，匯豐前海證券和東亞前海證券分
別獲准設立。

製表：記者李昌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據中國證監會公佈，匯豐銀行和東亞銀行分別牽頭組建的兩家合資券

商匯豐前海證券有限責任公司、及東亞前海證券有限責任公司已獲證監會批准設立。其中，匯豐銀行在匯豐前

海證券中持有51%股權，成為首家絕對控股內地合資券商的境外機構，而東亞證券則是全牌照合資證券公司。

匯豐前海證券和東亞前海證券是少數根
據《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

關係的安排》補充協議十（「CEPA10」）
框架下獲准籌建的合資證券公司，是進一
步落實CEPA十框架下金融對外開放，尤其
是證券經營機構對外開放的又一成果。根
據CEPA補充協議十，內地允許港資和澳資
金融機構在與中方合資的證券公司，港資
和澳資合併持股比例最高可達51%。

佔股51% 註冊資本18億
匯豐前海證券公司註冊資本18億元(人民
幣，下同)，其中香港上海匯豐銀行佔51%
股權，前海金融控股佔49%。而東亞前海
證券公司註冊資本15億元人民幣，東亞銀
行持股49%，深圳銀之杰科技公司、晨光
控股（集團）公司和前海金融控股分別佔
股26.1%、20%和4.9%。
匯豐前海證券和東亞前海證券均在深圳
註冊。匯豐前海證券的業務範圍包括證券
經紀、證券投資諮詢、證券承銷與保薦；
而東亞前海證券的業務除了證券經紀、證

券承銷和保薦外，還有證券資產管理和證
券自營，為CEPA十框架下的全牌照證券公
司。兩家合資券商需在六個月內完成相應
工商註冊工作。
匯豐控股行政總裁歐智華表示，成立合資

證券公司是匯豐落實投資中國市場、發展內
地業務的策略承諾的重要一步。通過該合資
證券公司，匯控可以在內地為客戶提供廣泛
的投資銀行及金融市場方案，在內地的服務
可與香港、英國或匯豐的其他主要市場看
齊。據悉，匯豐前海證券預計今年底投入運
作，並將分階段申請各項牌照。

東亞獲全牌照 持股49%
東亞銀行主席兼行政總裁李國寶說，東

亞前海證券的設立，將令東亞銀行在內地
的業務更多元化。東亞銀行的新聞稿指
出，東亞前海證券將在取得相關監管部門
頒發的營業執照和經營證券業務許可證後
正式開業。
前海金控董事長李強表示，匯豐前海證

券與東亞前海證券兩家合資證券公司的設

立，豐富了前海金融生態圈。
去年3月，申港證券和華菁證券這兩家
合資券商先後獲批，成為CEPA下第一家
和第二家合資券商。民信金控 0273.HK
及民眾證券分別持有申港證券 15%股
權。

港中小券商期盼早日入前海
港中小券商期對於入駐前海拓展內地市

場期待已久，匯豐和東亞前海證券分別獲
批在前海籌建合資證券公司，至少讓他們
看到希望。
香港恒豐證券董事長張華豐表示，此次

匯豐和東亞獲准赴前海籌建合資證券公
司，也給香港許多中小證券帶來了北拓的
希望。但是，匯豐銀行和東亞銀行具有的
實力和背景，是許多香港中小證券所不具
備的；不過在專業服務方面，中小券商也
各有所長。他希望未來香港的中小券商能
夠像匯豐、東亞一樣，有機會在前海組建
合資公司，實現他們北拓內地市場的長期
夢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