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披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证券代码：００２３２４

证券简称： 普利特

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７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全资子公司上海普利特化工
新材料有限公司工商变更的公告

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下文简称“ 公司”）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２０１０ 年８ 月２３
日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建设“ 液晶高分子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化新建项
目” 的议案》， 决定用超额募集资金向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普利特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增资４８００ 万元， 第
一次３８００ 万元增资计划在２０１０ 年８ 月３１ 日前完成， 第二次１０００ 万元增资计划在２０１０ 年１２ 月３１ 日前
完成， 并授权公司经营层全权办理上海普利特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增资事宜。
近日， 上海普利特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已完成相关工商变更手续并获得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金山
分局下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资本由“ 贰佰万元” 变更为“ 肆仟万元”， 注册号为３１０２２８００１３７３９０５ 。
特此公告。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年九月三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３２４

证券简称： 普利特

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８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任期于２０１０ 年７ 月５ 日届满。 为
顺利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 本公司董事会根据《 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及《 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 将第
二届董事会的组成、 选举方式、 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 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等公告如
下：
一、 第二届董事会的组成
按照《 公司章程》 的规定， 第二届董事会由９ 名董事组成， 其中独立董事４ 名， 董事任期自相关股东大
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 任期三年。
二、 选举方式
本次董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 即股东大会选举非独立董事或独立董事时， 每一股份拥有与拟选非独
立董事或独立董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 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也可以分开使用。
三、 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董事候选人推荐表见附件）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１、非
本公司董事会和在本公告发布之日持有或合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３％ 以上的股东可向第一届董事会
提名委员会书面提名推荐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每３％ 表决权股份数最多可推荐一人， 单个推
荐人推荐的人数不得超过本次拟选非独立董事人数。
立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２、独
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及在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合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１％ 以上的股东可向第一届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书面提名推荐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每１％ 表决权股份数最多可推荐一人， 单
个推荐人推荐的人数不得超过本次拟选独立董事人数。
四、 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
荐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１０ 天内（ 即２０１０ 年９ 月１３ 日前） 以书面方式向本公司董事会提名委
１、推
员会推荐董事候选人并提交相关文件（ 推荐时间届满后， 公司不再接收股东的董事候选人推荐）； 提名委员
会同时自行搜寻董事人选。
上述推荐时间届满后， 提名委员会将召开会议， 对推荐的董事人选及其自行搜寻的董事人选进行
２、在
资格审查， 对于符合资格的董事人选， 提交本公司董事会。
司董事会根据提名委员会提交的人选召开董事会确定董事候选人名单， 并以提案的方式提请公
３、 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事候选人应在受推荐前作出书面承诺， 同意接受提名， 并承诺资料真实、 完整并保证当选后履行
４、 董
董事职责， 独立董事同时作出相关声明。
司在发布召开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股东大会通知时， 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有关材料（ 包括但不限
５、公
于提名人声明、 候选人声明、 独立董事履历表） 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审核。
五、 董事任职资格
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一
）非
证券代码：０００７０１

证券简称： 厦门信达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 — ３０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２０１０ 年第十二次会议于２０１０ 年９ 月２ 日在公司七楼会议室召
开。 会议通知于２０１０ 年８ 月２５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会议应到董事８ 人， 实到董事８ 人。 符合《 公司法》 和
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公
董事会审议通过以下事项：
议通过《 关于公开挂牌转让湖南悦禧置业有限公司６０％ 股权的议案》
１、 审
意票：８ 票 反对票：０ 票 弃权票：０ 票）
（同
公司控股公司漳州信达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４２３１．４０ 万元公开挂牌转让其所持有的湖南悦禧置
业有限公司６０％ 股权。
此项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挂牌转让湖南悦禧置业有限公司６０％ 股权
的公告》， 刊载于２０１０ 年９ 月４ 日《 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议通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厦门信达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
２、审
湖里支行申请本金最高不超过人民币６０００ 万元整的授信额度， 该授信额度中的３０００ 万元以公司控股子
公司厦门信达免税商场有限公司名下房产湖里区兴隆路２５ 号信源大厦第一层提供抵押担保， 其余３０００
万元额度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期限一年。
公司２０１０ 年１ 月２０ 日所作的为控股子公司厦门信达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厦门
市湖里支行申请３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决议同时作废。
意票：８ 票 反对票：０ 票 弃权票：０ 票）
（同
议通过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厦门湖里支行申请人民币４５０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 授信期限一年。 （ 同
３、审
意票：８ 票 反对票：０ 票 弃权票：０ 票）
议通过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３８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授信期限一年。
４、 审
意票：８ 票 反对票：０ 票 弃权票：０ 票）
（同
议通过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２０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授信期限一年。
５、 审
意票：８ 票 反对票：０ 票 弃权票：０ 票）
（同
审
议
通过公司申请在奥地利中央合作银行厦门分行开立本币和外币银行结算账户。 （ 同意票：８ 票
、
６
反对票：０ 票 弃权票：０ 票）
事会授权董事长周昆山先生代表公司全权签署与上述２－６ 项额度有关的法律文件并办理相关事
７、董
宜。 （ 同意票：８ 票 反对票：０ 票 弃权票：０ 票）
特此公告
证券简称： 厦门信达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 ９ 月 ２ 日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 — ３１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挂牌
转让湖南悦禧置业有限公司 ６０％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司控股公司漳州信达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漳州房产”） 公开挂牌转让湖南悦禧置业
１、公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湖南悦禧”）６０％ 的股权。 根据评估值确定的挂牌价格４２３１．４０ 万元大于其账面价值
南悦禧在公司合并报表中的净资产账面价值为１５７６．２４ 万元）。 若本年度以挂牌价格完成上述股权转
（湖
让， 对公司本年度净利润的影响预计约为１４００ 万元。
州房产将在厦门市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湖南悦禧６０％ 股权， 交易对方尚无法确定， 上述股
２、漳
权转让能否顺利完成存在不确定性。
一、 交易概述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２０１０ 年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开挂牌转让湖
南悦禧置业有限公司６０％ 股权的议案》。 公司控股公司漳州房产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湖南悦禧６０％ 的
股权， 挂牌底价参考评估值确定为４２３１．４０ 万元。
本次转让湖南悦禧６０％ 股权将采用在厦门市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寻求意向受让方的形式进行转
让， 交易对方和交易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交易进展情况判断本次交易是否属于关联交易， 是否
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二、 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证券代码：００２３４０

证券简称： 格林美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０７３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一、 重要提示
次股东大会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况。
１、本
本次股东大会， 由于相关事项未达成共识， 议案三《 关于在建项目“ 循环再造低成本塑木型材和铜合金
制品” 变更项目实施方案的议案》 和议案四《 关于设立控股合资公司的议案》 未获通过。
次股东大会召开前不存在补充议案的情况。
２、本
二、 会议召开与出席情况
议召开情况
１、会
议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１ ） 会
议时间：２０１０ 年９ 月３ 日上午９ 时
（２ ） 会
议主持人： 董事长许开华先生
（３ ） 会
开地点： 公司会议室
（４ ） 召
开方式： 现场召开
（５ ） 召
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６ ） 本
票上市规则》 及《 公司章程》 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议出席情况
２、会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１４ 名， 代表股份总数为８９ ，６８０ ，０４０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７３．９２％ 。 公司全体董事、 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见证律师及保荐机
构代表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经过认真审议， 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
表决， 并通过决议如下：
议通过了《 关于设立北美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具体如下：
１、审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８９ ，６７９ ，９４０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９９．９９９９％ ， 反对股数
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０．０００１％ ， 弃权股数０ 股。
，反
１００ 股
议通过了《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武汉格林美增资的议案》， 具体如下：
２、审
证券代码：000521 、200521

B13

任破产清算的公司、 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 经理， 对该公司、 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 自该公
３、 担
司、 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３ 年；
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 责令关闭的公司、 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并负有个人责任的， 自该公司、
二○一○年九月三日
４、 担
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３ 年；
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５、个
附件：
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 期限未满的；
６、被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候选人推荐表
律、 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７、法
推荐人
推荐人联系电话
司董事、 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监事。
８、公
推荐的候选人类别
事 □ 独立董事（ 请在董事类别前打“√ ”）
□董
六、 推荐人应提供的相关文件
荐人推荐监事候选人， 必须向公司监事会提供下列文件：
１、推
推荐的候选人信息
事候选人推荐表（ 原件）；
（１ ） 监
荐的监事候选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原件备查）；
（２ ） 推
姓名
年龄
性别
荐的监事候选人履历表、 学历、 学位证书复印件；
（３ ） 推
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证明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
（４ ） 能
任职资格是否符合公司公告规定的条件
推荐人为本公司股东， 则应提供下列文件：
（５ ） 若
简历
括但不限于学历、 职称、
（包
是个人股东， 则需提供其身份证明复印件；
①如
详细工作履历等）
是法人股东， 则需提供其营业执照复印件；
②如
其他说明（ 如适用）
票账户卡复印件；
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③股
： 指
［注
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有公司股份及数量的说明材料。
④持
数量； 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荐人向本公司监事会推荐监事候选人的方式如下：
２、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等。 ］
次推荐方式仅限于亲自送达或邮寄两种方式。
（１ ） 本
推荐人：（ 盖章／ 签名）
荐人必须在２０１０ 年９ 月１３ 日１７ ：００ 前将相关文件送达或邮寄至（ 以收件邮戳时间为准） 本
（２ ） 推
二○ 一○ 年 月 日
公司指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
证券代码：００２３２４
证券简称： 普利特
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９
七、 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 监事会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丁巧生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联系电话：０２１－６９２１０６６５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联系传真：０２１－５１６８５２５５
漏。
联系地址： 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新业路５５８ 号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任期于２０１０ 年７ 月５ 日届满。 为
邮政编码：２０１７０７
顺利完成监事会换届选举， 本公司监事会依据《 公司法》 和《 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 将第二届监事会的组
特此公告。
成、 选举方式、 监事候选人的推荐、 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 监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等公告如下：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一、 第二届监事会的组成
监 事 会
按照《 公司章程》 的规定， 第二届监事会由３ 名监事组成， 其中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１ 名， 股东代表监
二○一○年九月三日
事２ 名。 监事任期自相关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 任期三年。
二、 选举方式
附件：
本次监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 即股东大会选举股东代表监事时， 每一股份拥有与拟选监事人数相同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候选人推荐表
的表决权， 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也可以分开使用。
推荐人
推荐人联系电话
三、 监事候选人的推荐（ 监事候选人推荐表见附件）
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推荐
１、股
推荐的候选人信息
本公司监事会和在本公告发布之日持有或合并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３％ 以上的股东
可向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书面提名推荐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每３％ 表决权股份数最多可推荐
姓名
年龄
性别
一人， 单个推荐人推荐的人数不得超过本次拟选股东代表监事人数。
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产生
２、职
任职资格是否符合公司公
由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由本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告规定的条件
四、 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
简历
括但
（包
不限于学历、 职称、 详细工
荐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１０ 天内（ 即２０１０ 年９ 月１３ 日前） 以书面方式向本公司监事会推荐
１、 推
作履历等）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并提交相关文件； 监事会同时自行搜寻监事人选；
其他说明（ 如适用）
上述推荐时间届满后， 公司监事会对推荐的监事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
２、在
与上市公司或
［注
：指
司监事会召开会议确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名单， 将以提案的方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３、公
其
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事候选人应在受推荐前作出书面承诺， 同意接受提名， 并承诺资料真实、 完整， 保证当选后切实履
４、监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持有上
行监事职责。
市公司股份数量； 是否受过
五、 监事任职资格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根据《 公司法》 和《 公司章程》 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公司监事候选人应具有与其担任监事相适应
戒等。 ］
的工作阅历和经验。 凡有下列条款所述事实者， 不能担任公司的监事：
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１、无
推荐人：（ 盖章／ 签名）
贪污、 贿赂、 侵占财产、 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被判处刑罚， 执行期满未逾５
２、 因
二○ 一○ 年 月 日
年， 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 执行期满未逾５ 年；

漳州信达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福建省漳州市水仙大街新城大厦Ａ 幢１３ 层
成立日期：２００３ 年７ 月１６ 日
法定代表人： 周昆山
注册资本：６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房地产的投资、 开发与经营（ 凭资质证书开展经营活动）。 （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
的， 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股东结构： 厦门信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７０％ 股权， 厦门海沧东裕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３０％
股权。
次湖南悦禧６０％ 股权将在厦门市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 交易对方尚无法确定。
２、本
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的资产概况
１、标
本次公开挂牌转让的标的为公司控股公司漳州房产持有的湖南悦禧６０％ 股权。 该股权不存在资产抵
押、 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 不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 诉讼或仲裁事项， 不存在查封、 冻结等司法措
施。
截止２０１０ 年５ 月３１ 日， 湖南悦禧净资产的账面价值为２６ ，２７０ ，６５７．７１ 元， 评估值为７０ ，５２３ ，３９４．１５
元； 相应湖南悦禧６０％ 股权的账面价值为１５ ，７６２ ，３９４．６３ 元， 评估值为４２ ，３１４ ，０３６．４９ 元。
南悦禧置业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２、湖
公司住所： 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县黄金乡香桥村悦禧国际山庄
成立日期：２００６ 年１２ 月５ 日
法定代表人： 周昆山
注册资本：３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凭资质证从事房地产开发销售。
股东结构： 漳州信达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６０％ 股权， 厦门国贸控股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持有２０％
股权， 黄华建持有２０％ 股权。
有优先受让权的两名股东： 厦门国贸控股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黄华建已放弃其优先受让权。
湖南悦禧全体股东委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厦门分所（ 具备执行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对
湖南悦禧最近一年及截止２０１０ 年５ 月３１ 日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厦门分
所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上述审计报告， 湖南悦禧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 人民币元
项目
度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１－５ 月
资产总额
１１４ ，６４２ ，３４３．４７
１１７ ，３９８ ，４３６．９４
负债总额
８７ ，７４４ ，８０９．５７
９１ ，１３４ ，６２３．７０
所有者权益
２６ ，８９７ ，５３３．９０
２６ ，２６３ ，８１３．２４
应收款项总额
０．００
５０ ，０００．００
营业收入
０．００
０．００
营业利润
－１ ，５４３ ，９４８．４２
－６２６ ，８７６．１９
净利润
－１ ，５６２ ，９６５．８０
－６３３ ，７２０．６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０７ ，８４３．８０
２ ，４９７ ，０４７．３２
湖南悦禧项目情况： 主要实物资产为在开发的“ 纳帕溪谷” 项目地块。
帕溪谷” 项目地块位于长沙市望城县黄金乡金桥社区， 位于雷锋大道与黄金大道交汇处东南侧， 由
“纳
个地块组成， 两块地块的使用权人均为湖南悦禧， 座落均在望城县黄金乡金桥社区。 Ａ 地块面积为
Ａ 、Ｂ 两
方米， 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 使用权类型为出让， 出让期至２０７７ 年９ 月５ 日。 根据《 规划设计要
８６９４６．５ 平
求》，Ａ 地块建筑密度小于等于２４％ ， 容积率小于等于０．８ ；Ｂ 地块为低洼田地， 面积为１２６８５６．４ 平方米， 土
地用途为住宅用地， 使用权类型为出让， 出让期至２０７７ 年９ 月５ 日。 根据《 规划设计要求》，Ｂ 地块建筑密度
小于等于２４％ ， 容积率小于等于２．２ 。 整个小区的总用地面积为２１３８０２．９ 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为３２５００２ 平
方米。
产评估情况
３、资
估机构： 厦门市大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该机构具备执行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１ ） 评
估基准日：２０１０ 年５ 月３１ 日
（２ ） 评
估对象： 湖南悦禧置业有限公司所属的全部股东权益
（３ ） 评
估方法： 成本法
（４ ） 评

估结论： 经评估， 截止于评估基准日２０１０ 年５ 月３１ 日， 湖南悦禧置业有限公司所属的资产和负
（５ ） 评
债表现出来的市场价值反映如下：
金额单位： 人民币元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序 项目
号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 ／ Ａ×１００％
动资产
１１６ ，５５１ ，７１５．６２
１６０ ，８２８ ，８１４．３５ ４４ ，２７７ ，０９８．７３
３７．９９
１ 流
流动资产
２ 非
８５３ ，５６５．７９
８２９ ，２０３．５０
－２４ ，３６２．２９
－２．８５
资产总计 １１７ ，４０５ ，２８１．４１ １６１ ，６５８ ，０１７．８５ ４４ ，２５２ ，７３６．４４
３７．６９
３
动负债
９１ ，１３４ ，６２３．７０
９１ ，１３４ ，６２３．７０
－
－
４ 流
负债总计 ９１ ，１３４ ，６２３．７０ ９１ ，１３４ ，６２３．７０
５
－
－
净资产
２６ ，２７０ ，６５７．７１
７０ ，５２３ ，３９４．１５ ４４ ，２５２ ，７３６．４４
１６８．４５
６
评估增值分析： 截止于评估基准日２０１０ 年５ 月３１ 日， 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湖南悦禧置业有限公司的
全部股东权益价值（ 净资产） 评估价值为人民币７０５２．３４ 万元， 而评估基准日账面净资产２６２７．０７ 万元， 评
估增值４４２５．２７ 万元。 主要增值原因为：１ 、 近几年来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幅度较大， 基准日地价较之企业取
得土地时有较大的涨幅， 导致产生评估增值。 ２ 、 对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评估， 评估值中包含了项目开发至基
准日状态企业应获得的利润， 但由于企业并未对开发项目进行实际转让， 这部分利润并未在会计帐册上体
现， 导致评估值和帐面值对同一项目的价值口径不一， 产生评估增值。
各股东股权价值如下表：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股权价值（ 元）
漳州信达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６０％
４２ ，３１４ ，０３６．４９
厦门国贸控股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２０％
１４ ，１０４ ，６７８．８３
黄华建
２０％
１４ ，１０４ ，６７８．８３
合计
１００％
７０ ，５２３ ，３９４．１５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 湖南悦禧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不存在为该公司提供担保、 委
４、 若
托理财的情况。 截止２０１０ 年５ 月３１ 日， 漳州房产按照股权比例投入的补充流动资金５４２６．２５ 万元， 受让方
在支付股权转让款前先行代湖南悦禧偿付上述资金， 除此之外湖南悦禧不存在其他占用公司资金情况。
四、 协议的主要内容
让方原缴给产权交易中心的的保证金在扣除应缴交易手续费后余额作为部分转让价款， 剩余转
１、 受
让价款签订协议后三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
漳
州
房产对湖南悦禧拥有债权５４２６．２５ 万元， 受让方在支付股权转让款前先行代湖南悦禧向漳州房
、
２
产偿付上述债务。
签订协议之日起， 漳州房产基于湖南悦禧６０％ 股权所享有和承担的一切权利或义务转移由受让
３、自
方按比例享有和承担。？
五、 涉及出售股权的其他安排
此次股权转让不涉及人员安置、 土地租赁等情况。
六、 出售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受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影响及项自身条件等多方面因素制约， 湖南悦禧项目开发进度迟缓。 根据公司
的经营战略， 本次股权转让有利于公司改善资产结构， 规避风险，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拓展其他可行项目，
获取更高的投资回报。
若在本年度以挂牌价格完成股权转让， 此次交易对公司本年度净利润的影响预计约为１４００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采用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 本次交易能否完成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 中介机构意见结论
针对本次拟公开挂牌转让湖南悦禧６０％ 股权的事项， 漳州房产特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厦
门分所对湖南悦禧２００９ 年度及截止２０１０ 年５ 月３１ 日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 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 聘请了厦门市大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湖南悦禧以２０１０ 年５ 月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股东权
产评估情况。
益情况进行了评估， 具体评估情况详见本公告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３、资
八、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如下意见：
次股权转让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 公司治理细则》 的有关规定， 是公
１、本
司董事会基于审慎原则做出的决定。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８９ ，６８０ ，０４０ 股， 反对股数０ 股， 弃权股数０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１００％ 。
议未通过《 关于在建项目“ 循环再造低成本塑木型材和铜合金制品” 变更项目实施方案的议案》，
３、 审
具体如下：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１５ ，３０８ ，７３０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１７．０７０４％ ， 反对股数
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２６．７８８３％ ， 弃权股数５０ ，３４７ ，５７０ 股， 弃权股数
，反
２４ ，０２３ ，７４０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５６．１４１３％ 。
由于相关事项尚未达成共识， 经审议该议案未获通过。
议未通过《 关于设立控股合资公司的议案》， 具体如下：
４、审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１２ ，７０８ ，７３０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１４．１７１２％ ， 反对股数
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２６．７８８３％ ， 弃权股数５２ ，９４７ ，５７０ 股， 弃权股数
，反
２４ ，０２３ ，７４０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５９．０４０５％ 。
由于双方对于合作方案未达成一致意见， 股东认为有必要做进一步细化， 经审议该议案未获通过。
议通过了《 关于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１ 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流动资金
５、 审
授信额度的议案》， 具体如下：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８９ ，６８０ ，０４０ 股， 反对股数０ 股， 弃权股数０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１００％ 。
议通过了《 关于向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油支行申请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
６、审
的议案》， 具体如下：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８９ ，６８０ ，０４０ 股， 反对股数０ 股， 弃权股数０ 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１００％ 。
四、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就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
司法》、《 证券法》、《 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 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格林美《 章程》 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 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Ο 一 Ο 年九月三日

备查文件：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１、
２、

证券简称： 美菱电器、 皖美菱Ｂ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致：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接受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 格林美”） 的委托， 指派高向阳
律师、 戴毅律师（ 下称“ 本律师”） 出席格林美于２０１０ 年９ 月３ 日召开的二〇 一〇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称“ 本次股东大会”）， 并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下称“《 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下
称“《 证券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下称“《 股东大会规则》”） 及格林
（下
美《 章程》 的规定， 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 表决程序、 表决结
果等事项出具法律意见。
根据《 股东大会规则》 第五条的要求，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本律
师现就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林美董事会已于２０１０ 年８ 月１７ 日在《 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
（一
）格
刊登了《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下称“《 股东
大会通知》”）， 在法定期限内公告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和地点、 会议审议议案、 会议出席对象、 会议
登记办法等相关事项。
次股东大会于２０１０ 年９ 月３ 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由格林美董事长许开华
（二
）本
先生主持， 就《 股东大会通知》 列明的审议事项进行了审议。
本律师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 证券法》、《 股东大会规则》 和格林美《 章
程》 的有关规定。
二、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次股东大会由格林美董事会召集。
（一
）本
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 下同） 共计１４ 人， 均为２０１０ 年８ 月３０ 日下午深圳
（二
）参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
格林美股东。 上述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８９ ，６８０ ，０４０ 股， 占格林美股份总数的７３．９２％ 。
林美９ 名董事、３ 名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全部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
（三
）格
东大会。
本律师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符合《 公司法》、《 证券法》、《 股东大会规
则》 和格林美《 章程》 的有关规定， 是合法、 有效的。
股票代码：60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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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传闻情况
公司注意到2010 年8 月16 日，《 北京商报》 刊登了" 长虹转手空调资产动机遭疑美菱被指利益输送"
的报道；2010 年8 月27 日，《 证券日报》 刊登了" 受累长虹战略调整失误美菱靓丽业绩存泡沫" 的报道。 报
道的主要内容为： 认为今年上半年美菱净利大增靓丽业绩如同泡沫一般， 除掉总计2.14 亿元的投资收益
和政府补贴， 上半年净利润不足400 万元； 认为四川长虹将旗下空调资产以3.9 亿元公开挂牌转让给美菱
电器， 此举被疑利益输送救急长虹。
二、 澄清说明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 经核实， 本公司现就上述传闻事项说明如下：
司上半年的利润情况
（一
）公
上半年，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5.76 亿元， 同比增长34.85% ；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010 年
元， 同比增长503.00% ， 其中，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经常性净利润8,
21,861.67 万
元， 同比增长602.25% ； 非经常性损益包括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约1.34 亿元、
289.35 万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业务密切相关，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约2265.04 万元。
上半年， 公司冰箱产业实现营业收入32.73 亿元， 同比增长34.91% ； 冰箱产业实现经常性损益
2010 年
元， 同比增长296.53% ， 公司冰箱产业盈利能力大幅提升。
0.75 亿
公司上半年经营业绩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2010 年8 月6 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 香港商报》 及巨潮资
讯网上的2010 年半年度报告。
经公司初步预测， 2010 年1-9 月份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长约50% 左右。
司竞买的长虹空调资产的经营情况
（二
）公
司竞买长虹空调资产履行的决策程序情况
1、公
为履行收购美菱电器时的承诺， 解决与美菱电器之间在白电行业的潜在同业竞争，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四川长虹" ） 第七届三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以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方式出让其直接
和间接合计持有的四川长虹空调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长虹空调" ）100% 股权及中山长虹电器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 中山长虹" ）90% 股权。 四川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股权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 并经绵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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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公司法》 和《 公司章程》 等规定， 本公司董事候选人应为自然人， 凡有下列条款所述事实者不能担
任本公司董事：
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１、无
贪污、 贿赂、 侵占财产、 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 执行期满未逾５
２、 因
年， 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 执行期满未逾５ 年；
任破产清算的公司、 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 经理， 对该公司、 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 自该公
３、 担
司、 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３ 年；
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 责令关闭的公司、 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并负有个人责任的， 自该公司、
４、 担
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３ 年；
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５、个
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 期限未满的；
６、被
律、 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７、法
立董事任职资格
（二
）独
本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除需具备上述董事任职资格之外， 还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据法律、 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 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１、根
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 熟悉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 规章及规则， 并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
２、具
履行其职责；
有五年以上法律、 经济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３、具
有《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所要求的独立性；
４、具
过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的独立董事培训并获得培训证书；
５、通
悉本公司经营业务；
６、熟
司章程》 规定的其他条件；
７ 、《 公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得担任本公司的独立董事：
８、具
本公司或者本公司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主要社会关系（ 直系亲属是指配偶、 父
（１ ） 在
母、 子女等； 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 岳父母、 儿媳女婿、 兄弟姐妹的配偶、 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１％ 以上或者是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
（２ ） 直
属；
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本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
（３ ） 在
员及其直系亲属；
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三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４ ） 最
本公司或者本公司附属企业提供财务、 法律、 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５ ） 为
任独立董事职务的上市公司超过５ 家的人员；
（６ ） 担
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７ ） 公
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人员。
（８ ） 中
六、 推荐人应提供的相关文件
荐人推荐董事候选人， 必须向公司董事会提供下列文件：
１、推
事候选人推荐表（ 原件）；
（１ ） 董
荐的董事候选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原件备查）；
（２ ） 推
荐的董事候选人履历表、 学历、 学位证书复印件； 如推荐独立董事候选人， 则还需提供独立董事
（３ ） 推
培训证书复印件；
证明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
（４ ） 能
推荐人为本公司股东， 则应提供下列文件：
（５ ） 若
是个人股东， 则需提供其身份证明复印件；
①如
是法人股东， 则需提供其营业执照复印件；
②如
票账户卡复印件；
③股
有公司股份及数量的说明材料。
④持
荐人向本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推荐董事候选人的方式如下：
２、推
次推荐方式仅限于亲自送达或邮寄两种方式。
（１ ） 本
荐人必须在２０１０ 年９ 月１３ 日１７ ：００ 前将相关文件送达或邮寄至（ 以收件邮戳时间为准） 本
（２ ） 推
公司指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
七、 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 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 林义擎 陆董英
联系电话：０２１－６９２１０６６５
联系传真：０２１－５１６８５２５５
联系地址： 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新业路５５８ 号
邮政编码：２０１７０７
特此公告。
１、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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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备案。 本次股权转让以该评估值作为底价， 在四川省国投产权交易
中心公开挂牌转让。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需要， 为丰富公司白电产品线， 拓展新的盈利增长点， 进一步做大做强白电产业， 同
时， 彻底解决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潜在同业竞争问题， 经审慎决策，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和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本公司竞买四川长虹持有的四川长虹空调有限公司100%
股权和中山长虹电器有限公司90% 股权的议案。 2009 年12 月9 日， 公司通过四川省国投产权交易中心以
公开竞价的方式成功竞买上述股权。 另外， 为减少本公司的资金支付压力， 经双方协商， 本公司分期支付本
次股权资产购买款。
前述相关事项详见公司2009 年11 月16 日、12 月2 日、12 月9 日、12 月10 日、2010 年1 月5 日刊登
在《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文汇报》、《 香港商报》 及巨潮信息网上的相关公告。
公司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本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严格履行了上述股权竞买事项
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虹空调资产的经营情况
2、长
虹空调和中山长虹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3.87 亿， 合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长
2009 年
万
元
。
802.98
得益于国家" 节能惠民" 政策、 空调业务运营能力的提升，2010 年上半年长虹空调和中山长虹产品销售
规模增加， 利润呈现较大幅度的增长。 2010 年上半年， 长虹空调和中山长虹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0.16 亿， 较
同期增长21.99% ；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004 万元， 较2009 年同期增长70.93% 。
2009 年
本公司受让四川长虹下属空调资产后， 空调业务经营状况呈现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盈利能力不断增
强， 不存在媒体报道的长虹空调拖累本公司整体业绩和盈利能力的情况。 未来， 公司将加强白电业务的整
合与协同， 提高空调资产的运营效率和盈利能力。
三、 必要的提示
券时报》、《 香港商报》 及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
《证
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三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2010 年8 月19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会议于2010 年9 月3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九名， 实际参加董事九名， 其中三名独立董
事参加了会议， 并将会议审议议案提交了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符合《 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以9 票同意、0 票反对和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选举李智明同志为公司董事长（ 法定代表人） 的
议案。
二、 以9 票同意、0 票反对和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 李智明， 委员： 付明仲、 范邦翰、 陈长清、 牛维麟、 王欣新、 姚焕然；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 王欣新， 委员： 付明仲、 李智明、 牛维麟、 姚焕然；（ 独立董事担任主任委员
并占多数）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姚焕然， 委员： 范邦翰、 吕致远、 牛维麟、 王欣新；（ 独立董事担任主任委员
并占多数）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牛维麟， 委员： 付明仲、 刘勇、 王欣新、 姚焕然。 （ 独立董事担任主任
委员并占多数）
特此公告。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 9 月 4 日

次股权转让聘请厦门市大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评估基准日为２０１０ 年５ 月３１ 日的湖南悦禧置
２、本
业有限公司所属的全部股东权益进行评估， 该机构具备执行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评估所选用评估方
法适当， 评估结论合理。
次股权转让以评估价值作为转让依据， 挂牌价格合理， 符合公开、 公平、 公正的原则， 不存在董事
３、 本
会及董事违反诚信原则， 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九、 备查文件
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１、第
立董事意见
２、独
产评估报告
３、资
计报告
４、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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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２０１０ 年９ 月２ 日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以下事项：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厦门信达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湖里支行申
请本金最高不超过人民币６０００ 万元整的授信额度， 该授信额度中的３０００ 万元以公司控股子公司厦门信
达免税商场有限公司名下房产湖里区兴隆路２５ 号信源大厦第一层提供抵押担保， 其余３０００ 万元额度由
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期限一年。
公司２０１０ 年１ 月２０ 日所作的为控股子公司厦门信达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厦门
市湖里支行申请３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决议同时作废。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并一致通过上述担保事项（ 同意票：８ 票反对票：０ 票弃权票：０
票）。 本项担保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不构成关联交易； 该项担保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１０％ ， 不需要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尚未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湖里支行签订上述担保协
议。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厦门信达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２００５ 年１１ 月１６ 日注册地： 湖里区机场南区枋钟
路北侧 法定代表人： 杜少华注册资本：１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 经营丰田品牌汽车销售， 小型车维
修， 汽车租赁， 代办挂牌等。 截止２００９ 年１２ 月３１ 日， 公司资产总额９７６５．７０ 万元， 负债总额２５０７．５６ 万元，
净资产７２５８．１４ 万元， 营业收入４２７７４．２３ 万元， 利润总额２２４８．４３ 万元， 净利润１７９１．７７ 万元。 截止２０１０ 年
司资产总额６４８９．６７ 万元， 负债总额４０００．５５ 万元， 净资产２４８９．１２ 万元， 营业收入１８７４８．６３
，公
７月
３１ 日
万元， 利润总额９５８．６９ 万元， 净利润７４５．０６ 万元。 我公司占该公司９５％ 股份， 厦门捷茂贸易有限公司占５％
股份。
三、 董事会审议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保金额：６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１、担
保范围： 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本金及利息、 复利、 罚息等费用。
２、担
保期间：１ 年
３、担
保方式： 其中３０００ 万为资产抵押担保， 其余３０００ 万为连带责任保证。
４、担
四、 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经过认真研究， 认为厦门信达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自设立以来， 运作正常， 经营状况良好，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为其提供担保风险可控， 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且对公司今后的发展有利， 一致通过以上
担保议案。
公司持有厦门信达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９５％ 股份， 上述担保中３０００ 万为资产抵押担保， 其余
为连带责任担保。 厦门捷茂贸易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５％ 的厦门信达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股权
３０００ 万
质押给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五、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累计余额为２８７５０ 万元， 合计担保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４３．８１％ ， 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 ９ 月 ２ 日

三、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 本次股东大会就《 股东大会通知》 列明的审议事项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了表决， 并在监
票人监督下由计票人进行了点票和计票后， 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设立北美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二
）本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以８９ ，６７９ ，９４０ 股同意、１００ 股反对，０ 股弃权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赞成股
数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９９．９９９９％ 。
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武汉格林美增资的议案》。
（三
）本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以８９ ，６８０ ，０４０ 股同意、０ 股反对，０ 股弃权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赞成股数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１００％ 。
次股东大会审议未通过《 关于在建项目“ 循环再造低成本塑木型材和铜合金制品” 变更项目实
（四
）本
施方案的议案》。
上述议案未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次股东大会审议未通过《 关于设立控股合资公司的议案》。
（五
）本
上述议案未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１ 亿元人民币
（六
）本
的综合流动资金授信额度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以８９ ，６８０ ，０４０ 股同意、０ 股反对，０ 股弃权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赞成股数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１００％ 。
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油支行申请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
（七
）本
币流动资金贷款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以８９ ，６８０ ，０４０ 股同意、０ 股反对，０ 股弃权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赞成股数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１００％ 。
本律师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与《 股东大会通知》 公告审议事项一致，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 表决结果均符合《 公司法》、《 证券法》、《 股东大会规则》 和格林美《 章程》 的有关规定， 是合法、 有效的。
四、 结论意见
本律师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 《 证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 法
规、 规范性文件和格林美《 章程》 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 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谈凌
中国 广州

律师：高向阳
戴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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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于2010 年8 月19 日以董事会决议公
告的形式发出， 并刊登在当天的《 上海证券报》 和《 证券时报》 上， 会议于2010 年9 月3 日上午在公司五楼
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董事会召集， 由董事长主持， 出席会议的限售流通股股东代表1 名代表210,701,472
股， 非限售流通股股东代表1 名代表753,692 股， 合计代表211,455,164 股， 占总股本的44.16% ， 符合《 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规定的召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的法定表决权数。 经审议， 通过如下决议：
一、 审议并通过公司聘请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0 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以及独立董事已出具同意聘任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限售流通股股东代表210,701,472 股同意， 非限售流通股股东代表753,692 股同意， 共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100% ，0 股弃权，0 股反对， 通过此项议案。
二、 审议并通过龚家申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 根据控股股东推荐， 选举李智明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公
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出具同意推荐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限售流通股股东代表210,701,472 股同意， 非限售流通股股东代表753,692 股同意， 共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100% ，0 股弃权，0 股反对， 通过此项议案。
三、 审议并通过张健不再担任公司监事职务， 根据控股股东推荐， 选举姜修昌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公司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出具同意推荐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限售流通股股东代表210,701,472 股同意， 非限售流通股股东代表753,692 股同意， 共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100% ，0 股弃权，0 股反对， 通过此项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友邦律师事务所张明澍、 王楠律师到场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 《 法律意见书》 认
为公司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 出席大会的人员资格以及大会表决程序均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9 月 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