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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建
中标合计 250 亿工程

证券时报记者张 珈
中国铁建（601186） 重大工程中标
公告显示，近日公司中标重大工程，中标价合计
约为250.33 亿元， 约占公司中国会计准则下
营业收入的7.04% 。 其中， 中国铁建所
2009 年
属子公司中铁二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二
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
司分别中标赣州至龙岩铁路扩能改造工程GL段施工总价承包， 中标价合计
1 、GL-3 、GL-4 标
元。中国铁建所属子公司中铁建电气化
84.84 亿
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新建武汉至咸宁城际铁路
电”系统集成WXSD 标段施工总价承包， 中
“四
标价为5.64 亿元。 中国铁建所属子公司中铁建
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新建武汉至孝感城
际铁路“ 四电” 系统集成HXSD 标段施工总价
承包，中标价为4.09 亿元。
中国铁建所属子公司中铁十七局集团有
限公司、 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四
局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中标新建张家口至唐山
铁路ZTSG-3 、ZTSG-5 、ZTSG-7 标段施工总价
承包， 中标价合计87.46 亿元。 中国铁建所属
子公司中铁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四局
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二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分
别中标新建邯郸（ 邢台） 至黄骅港铁路工程第
段施工总价承包， 中标价合计68.3
Ⅰ 、Ⅱ 、Ⅳ 标
亿元。
本报讯

中金黄金
子公司探矿增储 9 吨

证券时报记者郑 昱
中金黄金（600489） 探矿增储公告
显示， 公司控股51％ 的子公司山东烟台鑫泰黄
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地质探矿工作取得较大突
破。根据山东省第一地质矿产勘察院提交的《山
东省海阳市土堆-- 沙旺矿区深部及外围金矿
详查中间报告》 显示， 预计增加（332）+（333） 合
计金金属量9.14 吨，平均品位Au 2.16x10-6。
截至2009 年末， 鑫泰公司保有黄金储量
矿增储后， 黄金资源量约为13 吨左
，探
3.85 吨
右。公告显示，目前鑫泰公司扩建方案尚在论证
中， 预计扩建后采选生产规模达1000 吨/日金产量可达600-1000 千克， 该
， 黄
1500 吨
/日
项目尚存在资源量变化和政府审批的风险。
本报讯

广电运通
中标土耳其 2 亿元项目

证券时报记者向 南
电运通（002152） 全资子公司广
本报讯 广
电运通国际有限公司9 月3 日收到来自土耳其
耳其最大的国有银行）中标通知
Ziraat Bank （ 土
书，根据该通知书的内容，预计运通国际将与土
耳其ZiraatBank 签订金额约2974 万美元（折合
人民币约2 亿元）的存取款一体机购销合同，如
果在后续在线测试过程中，公司设备表现良好，
则该银行有权以同样的价格增加50% 的数量
采购，这将增加合同金额约1 亿元人民币。上述
金额包含海运费、 安装费和为期两年的维护费
等有关费用。
此次中标金额约占广电运通最近一个经审
计会计年度营业总收入的13％ （ 若增加50% 的
数量采购则占比为20%）。 广电运通表示，合同
的履行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最终合同签订额以运通国际与土耳其Ziraat
订的具体合同金额为准，有可能与公告
Bank 签
金额存在一定的差异。
根据运通国际与土耳其Ziraat Bank 的约
定，运通国际收到中标通知书以后，需向其提供
公司设备进行在线测试， 如果公司设备测试失
败，土耳其Ziraat Bank 将有权取消运通国际签
订合同资格的权利。
中信国安
称暂无增发募资计划

证券时报记者向 南
信国安(000839) 今日公告， 根据
本报讯 中
董事会制定的战略发展规划和经营计划， 公司
青海盐湖资源综合开发项目及锂电池正极材料
项目如期推进，但截至目前，并且在未来三个月
内不会筹划相关融资事项并完善锂电池行业的
上下游的计划。
有媒体报道， 中信国安将携手中信国安集
团斥资180 亿元， 全力完善锂电池行业的上下
游， 中信国安将在180 亿的投资额中出资30
亿元左右， 中信国安将通过增发募集30 亿元
资金。
中信国安同时表示， 不考虑公司去年同期
对江苏省网重组产生投资收益形成的影响， 公
司前三季度业绩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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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信永益两任董事长涉嫌行贿先后遭拘
证券时报记者张 珈
本报讯 联信永益（
002373）高管
团队再现地震。 联信永益 9 月 3 日收
到相关部门通知， 该公司正式上任不
足一个月的董事长、 总经理彭小军步
其前任陈俭后尘， 两人先后因涉嫌单
位行贿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联信永益在今年 3 月 18 日登陆
中小板，4 月 2 日即曝出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陈俭因涉嫌单位行贿罪被刑
拘。东窗事发之后，联信永益召开董事
会决定推举董事彭小军代理行使公司
董事长职责， 直至董事会认为有必要
改选董事长并通过改选董事长议案决
议为止， 若陈俭恢复履行董事长职责
的能力， 则彭小军不再代为行使董事
长职责。 联信永益 8 月 9 日发布公告
显示， 彭小军已被正式任命为新一届
董事会董事长， 同时他还将兼任总经

理一职，任期均为三年。
从联信永益招股意向书披露的
信息来看，彭小军是参与联信永益创
建的仅有的三名自然人股东之一。其
他两名分别为原董事长陈俭和现任
副总经理李超勇。截至6月30日，彭小
军持有联信永益169.93万股， 占总股
本的2.48%。
彭小军遭刑事拘留后， 联信永益
表示，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事态的进展

采取所有合理和必要的措施保证公司
经营管理的稳定， 并依法及时披露相
关信息。 公司董事会授权总经理办公
室召开中高层管理人员会议， 对公司
下一步工作进行部署安排， 将对公司
的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 联信永益表
示，公司董事会将及时召开会议，审议
《
北京联信永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推
选新任代理董事长、总经理的议案》。
值得注意的是， 联信永益高层的

华远地产6.6 亿收购西安唐瑞置业

证券时报记者郑 昱

本报讯 华远地产（
600743）全资
子公司北京市华远置业有限公司与
西安曲江大明宫投资（
集团）有限公
司签署《
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收购
其所持有的西安曲江唐瑞置业有限
公司100%股权及债权，以开发唐瑞置
业所拥有的规划总建筑面积约34万
平方米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总收购价

格为6.6亿元， 其中包括股权转让款
1.2亿元，债权转让款5.4亿元。
据悉，唐瑞置业成立于2009年12
月21日， 主要业务为房地产开发销
售。 唐瑞置业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
大明宫投资公司出资5000万元，持有
100%股权。 唐瑞置业2010年8月财务
报表显示， 截至2010年8月31日公司
资产总额为5.89亿元， 负债总额5.39
亿元，净资产4992.27万元。唐瑞置业

中兴通讯承载网
全线产品完成EANTC 测试
证券时报记者枫 桥
本报讯 继 今 年 1 月 中 兴 通 讯
（
000063） 承载网7款产品成功完成
EANTC多厂商MPLS-TP互通性测试
后，8月份中兴通讯承载网产品家族
再次发力，11款明星产品参加了由
欧洲高级网络测试中心(“
EANTC”)
组织的多厂商设备互联互通测试。
据介绍，EANTC是全球最大、最
著名的承载网设备技术互通中心，其
技术力量雄厚，具有很强的权威性与
号召力，每年参加其互通测试的业界
知名通信厂商厂家多达数十个，同时
由EANTC出具的权威测试报告获得
全球众多运营商的一致认可。
中兴通讯承载网本次参加测试

的设备是所有厂商中数量最多、测
试技术覆盖面最全的， 产品涵盖了
高端集群路由器、 以太网交换机系
列、PTN的ZXCTN全系列。 全面参加
EANTC互联互通测试场景覆盖的从
接入、汇聚至核心的各个网络层次。
中兴通讯承载网产品线总经理
樊晓兵表示，“
中兴通讯承载网产品
在本次互联互通测试中的良好性能
与互通性表现， 表明了中兴通讯承
载网产品具备业界高端的技术 实
力， 中兴通讯将会坚持在全球通信
设备商互通测试这样的国际化道路
上走得更远。 同时会一如既往地为
客户提供定制化、 超高带宽的全业
务承载网络产品与解决方案， 为以
太网络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

富安娜诉罗莱家纺
巨头展开网络销售平台之争
证券时报记者王小霜
本报讯 备受市场关注的富安
娜（
002327）诉罗莱家纺（
002293）商
标侵权行为及不正当竞争行为 一
案， 不日将在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正
式开庭审理。 双方均称，庭外和解可
能性不大。 业内人士分析，此次诉讼
行为背后可能更多的是两大家纺业
上市公司网络销售平台之争。
8 月 27 日， 富安娜在北京举行
的媒体说明会上， 公司副总裁梅连
清称， 富安娜起诉罗莱家纺的缘由
是 2009 年 9 月至 10 月期间， 罗莱
家纺在其网站推介过程中， 利 用
富安娜
Google 竞价排名，虚假宣传“
产品 1 折起”。 然而，在消费者点击
该链接页面后， 打开的却是罗莱家
纺的电子商务网站， 网站销售的也
仅是罗莱家纺的产品。 富安娜据此
认为罗莱家纺侵犯其商标专利权，

遂向海淀法院提起诉讼。
据了解， 富安娜此次诉讼对象
包括罗莱家纺、 上海罗莱家用纺织
品有限公司以及北京谷翔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要求三被告立刻停止商
标侵权行为及不正当竞争行为，并
赔偿其经济损失 50 万元，为富安娜
消除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带来的
影响。
富安娜总裁办媒介公关经理罗
莉红表示， 这次的诉讼要求的赔偿
费并不多， 公司的主要目的是想维
护行业的正当竞争。 她同时称，虽然
目前家纺业电子商务市场还很小，
且公司这一块业务也非常小， 但是
电子商务发展很快， 公司也将逐渐
重视起来。
据此前富安娜公告称， 如本次
诉讼请求获得法院支持并且判决得
到执行， 将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
利润产生有利影响。

主要资产为持有的位于陕西省西安
市浐灞区的两宗地块的土地使用权，
土地使用权总面积为13.25万平方米。
其中宗地一位于陕西重型机械厂以
南，规划路以东，净用地面积为6.49万
平方米，容积率不大于3.3。宗地二位
于西安煤矿机械厂以北， 规划路以
东，净用地面积为6.76万平方米，容积
率不大于1.9。 两宗土地均自然平整，
用途为住宅，土地使用年期为70年。

亚厦股份股权激励定目标
净利翻两番
4年
证券时报记者向 南
本报讯 挂牌上市 5 个多月的亚
厦股份（
002375）今日推出股权激励
计划草案，将 410 万份股票期权授予
管理层， 行权价格为 65 元/股， 如果
2014 年 实 现 净 利 润 为 2009 年 的
380%，才可全部行权。
本次拟授予激励对象 410 万份
股票期权，占激励计划签署时亚厦股
份股本总额的 1.94%，其中预留股票
期权 40 万份， 占股票期权总数的
9.76%。 370 万股期权计划授予公司
25 名中高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
员，公司董事、总经理丁海富等 3 人
被授予 25 万股，副总经理陈亦根等 3
人被授予 20 万股， 董秘刘歆等被授
予 15 万股， 还有魏建海等被授予 10
万股不等。 该 370 万份股票期权将在
股东大会通过激励计划后的 30 日内
一次性授予激励对象。
370 万股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65
元/股，这是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公告前
的收盘价。 如果授予对象全部行权，
亚厦股份也将获得真金白银，370 万

八期）国债（
以下简称“
本期国
2003年记账式（
债”）将于 2010 年 9 月 17 日支付利息。 为做好本期
国债的利息支付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期国债证券代码为“
100308”，证券简称为
“
国债 0308”， 是 2003 年 9 月发行的 10 年期记账式
固定利率国债，每年付息一次，票面利率为 3.02%，
每百元面值国债本次可获利息 3.02 元。
二、本所从 9 月 9 日起至 9 月 17 日停办本期国
债的转托管及调账业务。

股全部行权将为公司带来现金 2.41
亿元。 而高管们要想行权，也需要财
力雄厚，以丁海富为例，全部行权成
本为 1625 万元。
本次激励计划有效期为六年，要
求 2010-2014 年度， 相对于 2009 年
的净利润增长率分别不低于 75%、
145% 、220% 、300% 、380% 。 相 当 于
2010-2014 年的净利润环比增长率
约为 75%、40%、31%、25%、20%。
亚厦股份主营业务为建筑装饰、
建筑幕墙工程的设计和施工，国内的
主要竞争对手是金螳螂（
002081）。 其
在国内大型公共建筑、 高端星级酒
店、高档住宅精装修等细分市场具有
行业领先地位。 近年来主营业务和净
利润均增长迅速。
亚厦股份董秘刘歆表示，公司在
一些装修业务上可以做到工业化生
产， 即在工厂加工完毕后到现场安
装。 另外，公司也可以快速复制成功
模式异地扩张。 该公司目前一半以上
的业务集中在浙江。 刘歆认为，上市
对公司品牌宣传、招工、营销都有帮
助，有利于促进公司业绩快速增长。

航天机电：
大型太阳能户外广告牌亮相
证券时报记者郭 峰
本报讯 近日， 由航天机电系统
工程分公司设计、建设的大型太阳能
户外广告牌在上海浦东陆家嘴低调
亮相，使低碳广告成为绿色世博一个
崭新的亮点。 据专业人士预计，在大
型太阳能户外广告牌实现降本增效
运营后，将会有更多户外广告采用节
能环保技术，更多企业开始重视绿色
技术与低碳经济，太阳能的有效利用
将会成为一种潮流。
该户外广告牌位于世纪大道和东

关于支付 2003 年记账式（
八期）国债利息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公告显示， 通过收购唐瑞置业公
司股权， 华远置业可取得唐瑞置业公
司名下两宗土地的使用权并对其进行
开发， 可增加公司约34万平方米建筑
面积的项目储备， 全部用于开发市场
需求量非常大的普通住宅， 进一步拓
展公司房地产开发业务。 唐瑞置业公
司无对外担保、委托理财等情况，本次
交易对华远地产及华远置业的持续经
营能力和未来财务状况无不良影响。

三、 本期国债付息债权登记日为 9 月 16 日，凡
于当日收市后持有本期国债的投资者， 享有获得本
次利息款项的权利。 9 月 17 日除息交易。
四、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在收到财政部拨付的本期国债利息款项后， 将其
划入各证券商的结算备付金账户， 并由证券商将付
息资金及时划入各投资者的资金账户。
深圳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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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路交叉口西侧的裕安大厦四层楼顶
上，面积约300平方米，广告主体采用
LED光源并使用太阳能发电技术。太
阳能供电系统每日蓄电量可供照明10
小时以上， 相对于传统霓虹灯广告每
天可节约市电80千瓦时， 每年可节电
29200千瓦时，减少碳排放22922千克，
相当于每年种植1252棵树。
航天机电太阳能系统工程分公
司十分重视此次项目建设，希望通过
此次合作能够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推
广环保节能的经营理念，探索开发更
多新的太阳能供电系统应用市场。

变动远不止于此，8月3日联信永益发
布公告称，公司财务总监、董秘何金生
以及副总经理刘耀锠向董事会提出辞
职。 根据联信永益8月9日公布高管人
员名单，孙玉文、李超勇、罗力承将继
续担任副总经理一职， 辞职的副总经
理刘耀锠职位，尚未有人接替。由于前
任财务总监兼董秘何金生的辞职，孙
玉文同时还被任命代行董秘职责，财
务总监的空缺则将由毕玉农接替。

信息快车
中国神华
郭家湾电厂2 号机组投运
本报讯 中国神华 （
601088）今
日公布关于郭家湾电厂 2 号机组投
运公告显示，2010 年 8 月 27 日，中
国神华下属全资子公司神华神东电
力有限责任公司郭家湾电厂 2 号
300 兆瓦机组顺利通过 168 小时试
运行并投运， 至此郭家湾电厂两台
300 兆瓦机组均已投运。
（
郑 昱）

科力远
非公开发行获证监会核准
本报讯 科力远（
600478）今日
发布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证监会
核准的公告。 9 月 3 日，科力远收到
关于核准湖南科力远新能
证监会《
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 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不超过 3200 万股新股。 该
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
有效。
科力远表示，公司董事会将根
据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和公司股
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事宜。
（
郑 昱）

景谷林业二股东
股权将被处置
3170 万
本报讯 景谷林业 （
600265）今
日公告，公司从相关媒体得知，由于
涉及中国农业银行总行营业部借款
合同纠纷案，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宣布将对中泰信用担保有限公
司持有的景谷林业 3170.27 万股及
孳息依法进行处置。
目前， 景谷林业大股东虽然是
景谷森达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
司， 但日常经营仍掌握在二股东中
泰担保手中， 大股东和二股东一直
在争夺管理权。
（
向 南）

桂冠电力子公司
获1 亿中央财政奖励
本报讯 桂冠电力 （
600236）公
布关于控股子公司获中央财政奖励
资金。
桂冠电力近日收到广西壮族自
治区财政厅文件《
关于下达 2010 年
和清算 2008-2009 年淘汰落后产
能中央财政奖励资金预算指标的通
知》，公司控股的大唐桂冠合山发电
有限公司所拥有的合山老厂共 47
万千瓦机组已完成“
上大压小”淘汰
落后产能任务， 按上述通知下达的
财政奖励资金指标， 合山公司本次
可获得 1.06 亿元奖励资金。
（
郑 昱）

关于支付 2009 年记账式附息(二十三期)国债利息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以下简称
2009年记账式附息(二十三期)国债（
“
本期国债”）将于 2010 年 9 月 17 日支付利息。 为
做好本期国债的利息支付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本期国债证券代码为“
100923”，证券简称
为“
国债 0923”，是 2009 年 9 月发行的 10 年期国
债，票面利率为 3.44％，每年支付二次利息，每百元
面值国债每半年可获利息 1.72 元。
二、 本所从 9 月 9 日起至 9 月 17 日停办本期

国债的转托管及调帐业务。
三、本期国债付息债权登记日为 9 月 16 日，凡
于当日收市后持有本期国债的投资者，享有获得本
次利息款项的权利，9 月 17 日除息交易。
四、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在收到财政部拨付的本期国债利息款项后，将其
划入各证券商的清算备付金账户，并由证券商将付
息资金及时划入各投资者的资金账户。
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一○年九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