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披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股票简称：佛塑股份

股票代码：000973

公告编号：2010－042

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0 年 8 月 31 日以传真及专人送达的方式向全体与会人员发
出了关于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2010 年 9 月 3 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
方式举行。 会议由董事长黄平先生主持，应到董事 9 人，实到 8 人（
独立董事丑建忠出差请假，委托独立董
事谢军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监事会主席、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 会议符合《
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于 2010 年 9 月任期届满，根据《
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提名委
员会审查候选人资格，董事会提名黄平先生、陈胜光先生、李曼莉女士、吴跃明先生、宋同辙先生、黄丙娣女
士、谢军先生、徐勇先生、朱义坤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其中谢军先生、徐勇先生、朱义坤先
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现任独立董事丑建忠先生、谢军先生、徐勇先生已对上述第七届
董事会候选人的提名和任职资格发表意见，对本议案无异议。
该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并将以累积投票的方式对候选人进行逐个表
决。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有关资料尚需提交深交所审核，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候选人简历、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和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见附件。
出席会议的董事对以上候选人进行了逐个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
1）黄平先生，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
2）陈胜光先生，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
3）李曼莉女士，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
4）吴跃明先生，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
（
5）宋同辙先生，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
6）黄丙娣女士，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
7）谢军先生，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
8）徐勇先生，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
9）朱义坤先生，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 公司定于 2010 年 9 月 26 日下午 3：00 时在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路 87 号三楼会场召开公司二
○一○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见同日刊登的《
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二○一○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九月四日
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1． 黄平先生，现任公司董事长，1964 年 9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 曾任广东证券公司投
资银行总部总经理、广东证券公司股票发行内核组组长、广证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筹备组组长、广东省
广新外贸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广东广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任广东省广新外贸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黄平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没
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2． 陈胜光先生，现任公司董事，1964 年 4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注册会计师。 曾任广东省外贸开发
公司财务部经理，广东省外贸开发公司副总经理，广东省广新外贸集团财务部长、结算中心主任、副总会计
师。 现任广东省广新外贸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党委委员。 陈胜光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3． 李曼莉女士，现任公司副总裁、党委委员，1959 年 12 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 曾任佛山市亿达胶粘
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经纬分公司副总经理；现兼任经纬分公司总经理、佛山纬达光电材料有限公司董事
长（
法定代表人）、佛山市亿达胶粘制品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佛山富硕宏信投资有限公司监事。 李曼莉女士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现持有本公司股份数 16916 股；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4． 吴跃明先生，现任公司董事、总裁、党委副书记，1955 年 6 月出生，工学硕士，经济师。 曾任公司副董
事长、副总经理、省计委外贸财经处副处长、东方分公司负责人、成都东盛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无锡
环宇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兼任佛山富硕宏信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吴跃明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现持有本公司股份数 52094 股；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5． 宋同辙先生，现任公司董事、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1958 年 5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会计师。 曾
任广东省广新外贸集团审计部部长、财务部副部长、广东广新投资控股公司董事、中国包装进出口广东分
法定代表人）、党委书记、广东广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
公司副总经理、广东广新发展公司副董事长（
理。 现兼任佛山市卓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监事。 宋同辙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
关系；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财务负责人），1966 年 4 月出生，大学学历，注册会计师。 曾
6． 黄丙娣女士，现任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任广东省珠海市粤海进出口公司财务部经理、广东省广新外贸集团财务部主管、广东广新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董事、首席财务执行官兼财务部经理、广东广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现兼任佛山市卓越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 黄丙娣女士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本公司股
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会计学）博士，现任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
7． 谢军先生，现任公司独立董事，1969 年 11 月出生，管理学（
管理学院教授、特聘教授、会计系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广东省税务学会理事、广东省审计学会理事、广东
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东塑料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东省第四批"千百十工程"校
级培养对象。 曾任佛山市路桥建设有限公司外部董事。 谢军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
联关系；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8． 徐勇先生，现任公司独立董事，1959 年 9 月出生，管理学博士，现任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广东市场经济研究会理事、广
东企业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广东企业联合会副秘书长，曾任中山大学广东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徐勇先生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9． 朱义坤先生，1967 年 8 月出生，经济学博士，现任暨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广东省政协委员，曾任本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朱义坤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本公
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股票简称：佛塑股份
股票代码：000973
公告编号：2010－043

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0 年 9 月 3 日在公司总部二楼会议室
以现场表决方式举行。 应出席的 4 名监事全部出席了会议，会议符合《
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证券代码：００２１８３

证券简称：怡亚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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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收到第二大股东 ＳＡＩＦ ＩＩ Ｍａｕｒｉｔｉｕｓ （
以下简称“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ＳＡＩＦ ＩＩ”）及其一致
行动人 Ｋｉｎｇ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以下简称“
简式权益变动
Ｋｉｎｇ Ｅｘｐｒｅｓｓ”）关于减持本公司股份的“
报告书”，自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４ 日发布《
股东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０５１）之日起，ＳＡＩＦ ＩＩ
和 Ｋｉｎｇ Ｅｘｐｒｅｓｓ 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５ 日、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０ 日及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了本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２７，８０４，２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５％。
本次权益变动后，ＳＡＩＦ ＩＩ 和 Ｋｉｎｇ Ｅｘｐｒｅｓｓ 仍分别持有本公司 ４１，０２６，８９９ 股和 １，２４８，８１５ 股股份，分
别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３８％和 ０．２２％，其中 ＳＡＩＦ ＩＩ 仍为本公司的第二大股东。
详见《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九月三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００２１８３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二○一○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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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星期日）下午 3：00 时
1．会议召开时间：2010 年 9 月 26 日（
2．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路 87 号三楼会场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
5．出席对象：
（
1）凡在 2010 年 9 月 20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的股东；
（
2）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3）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 《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2． 《
以上审议事项内容详见 2010 年 9 月 4 日《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的《
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
议公告》。
三、登记办法
1．登记方式：
（
1）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帐户卡及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
2）个人股东持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及复印件办理登记；异地股东可以在登记日截止前用传真或信函
方式进行登记；
（
3）以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必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会议召开前出示上述有效证件给工作人员
进行核对。
2． 登记时间：
2010 年 9 月 21 日上午 8：30 时-11：30 时，下午 13：30 时-17：30 时
3．登记地点：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路 85 号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四、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梁校添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路 85 号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邮政编码：528000
电话：0757-83988189
传真：0757-83988186
2． 会议为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五、授权委托书（
附后）
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九月四日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
女士）代表本公司（
本人）出席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一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名称）：
委托人股东帐号：
盖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签字（
委托日期：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字（
盖章）：
注：此表复印有效。
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 谢军 ，作为 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
证，本人与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系
亲属也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1%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5%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
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

公司名称：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营业执照注册号：
组织机构代码：
税务登记号码：
经营期限：
经营范围：
股东及持股比例：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传真：

３ｒｄ Ｆｌｏｏｒ ， Ｒａｆｆｌｅｓ Ｔｏｗｅｒ ， １９ Ｃｙｂｅｒｃｉｔｙ ， Ｅｂèｎｅ ， Ｍａｕｒｉｔｉｕｓ
Ａｎｄｒｅｗ Ｙ． Ｙａｎ
ＵＳ￥１．００

有限公司
Ｃ１０６００３０３１

不适用
２５０８８６３５

没有期限
投资控股
ＳＢ Ａｓｉａ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ｕｎｄ ＩＩ Ｌ．Ｐ． （１００％ ）
３ｒｄ Ｆｌｏｏｒ ， Ｒａｆｆｌｅｓ Ｔｏｗｅｒ ， １９ Ｃｙｂｅｒｃｉｔｙ ， Ｅｂèｎｅ ， Ｍａｕｒｉｔｉｕｓ
（２３０ ） ４６４－５９９５
（２３０ ） ４６４－５１１５

区的永久居留
职务 长期居住地 国籍 其他国家或地
权
董事 香港 香港
无
董事 毛里求斯 毛里求斯
无
董事 毛里求斯 毛里求斯
无

信息义务披露人 指 ＳＡＩＦ ＩＩ 、 ＫＩＮＧ
指 ＳＡＩＦ ＩＩ Ｍａｕｒｉｔｉｕｓ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 Ｌｉｍｉｔｅｄ
指 Ｋｉｎｇ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
怡亚通
指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ＭＡＲＩＥ ＣＨＡＮＴＡＬＥ ＷＡＮ
ＭＩＮ ＫＥＥ
ＮＡＩＫＥＮ ＶＥＥＲＡＳＡＭＹ
（
二）ＫＩＮＧ

公司名称：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营业执照注册号：
组织机构代码：
税务登记号码：
经营期限：
经营范围：
股东及持股比例：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传真：

Ｋｉｎｇ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Ｓｕｉｔｅ ２１１５－２１１８ ， Ｔｗｏ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ｌａｃｅ ， ８８ Ｑｕｅｅｎｓｗａｙ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Ｃｈａｎ Ｓｉｕ Ｍａｎ
ＨＫ￥２．００

有限公司
３７１７０６９８－０００

不适用
２２ ／ ３７１７０６９８

没有期限
投资控股
ＣＨＡＮ ＳＩＵ ＭＡＮ （５０％ ）
ＷＯＮＧ ＰＵＩ ＫＩ （５０％ ）
Ｓｕｉｔｅ ２１１５－２１１８ ， Ｔｗｏ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ｌａｃｅ ， ８８ Ｑｕｅｅｎｓｗａｙ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８５２ ）２９１８－２２００
（８５２ ）２２３４－９１１６

ＫＩＮＧ 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简要信息：

姓名
Ｃｈａｎ Ｓｉｕ Ｍａｎ
Ｗｏｎｇ Ｐｕｉ Ｋｉ

职务
董事
董事

长期居住地
香港
香港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永
久居留权
无
无

国籍
香港
香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关系
“
ＫＩＮＧ 在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份向 ＳＡＩＦ ＩＩ 的股东 ＳＢ Ａｓｉａ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ｕｎｄ ＩＩ Ｌ．Ｐ．（
ＳＡＩＦ ＬＰ”） 借贷一笔资
金，总额为 ５００，０６４ 美元。 一直没有归还 ＳＡＩＦ ＬＰ。 按照 ＫＩＮＧ 与 ＳＡＩＦ ＬＰ 在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１ 日达成的协
议，ＫＩＮＧ 同意， 应当以其所持有的 ５０％的怡亚通股份的收益抵偿贷款本金和利息，ＫＩＮＧ 应该在处置怡亚
通股份后，将所得收益的 ５０％扣除税收后支付给 ＳＡＩＦ ＬＰ。 ＫＩＮＧ 与 ＳＡＩＦ ＩＩ 因此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 ５％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有在境内或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
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的情况。

ＳＡＩＦ ＩＩ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证券简称：一致药业、一致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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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 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 日？ １４：００。
２．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四路 １５ 号一致药业大楼五楼会议厅
３．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４．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主持人：施金明董事长
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
６．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３２ 人、代表股份 １３４，０７１，３０２ 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４６．５２８４％。
２、 Ａ 股股东出席情况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４ 人、代表股份 １１２，１６４，４９７ 股，占本公司 Ａ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 ４８．０８４８％。
３、 Ｂ 股股东出席情况
Ｂ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２８ 人、代表股份 ２１，９０６，８０５ 股，占本公司 Ｂ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 ３９．９１３６％。
四、会议的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会议以普通决议通过了全部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关于改聘年报审计机构的议案》
１、审议通过了《
表决结果：

比
反对比 弃权 弃权比
代表股份 同意（ 股） 同意
例 反对（ 股） 例 （ 股）
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３４ ，０７１ ，３０２
与会Ａ 股股东 １１２ ，１６４ ，４９７
与会Ｂ 股股东 ２１ ，９０６ ，８０５

１３４ ，０７１ ，３０２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１２ ，１６４ ，４９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１ ，９０６ ，８０５ １００％
０
０
关于调整 ２０１０ 年度银行授信额度及担保安排的议案》
２、审议通过了《
表决结果：

０

０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１３４，０７１，３０２ １２６，６６１，０４９ ９４．４７２９％ ７，４１０，２５３ ５．５２７１％
０
０
与会Ａ 股股东 １１２，１６４，４９７ １１２，０８０，１９７ ９９．９２４８％ ８４，３００ ０．０７５２％
０
０
与会Ｂ 股股东 ２１，９０６，８０５ １４，５８０，８５２ ６６．５５８６％ ７，３２５，９５３ ３３．４４１４％
０
０

关于深圳市延风医药有限公司向招行安联支行申请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３、审议通过了《
表决结果：

与会全体股东
与会Ａ 股股东
与会Ｂ 股股东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不存在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
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ＳＡＩＦ ＩＩ（
盖章）
法定代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ＫＩＮＧ（
盖章）
法定代表人：
日期：二〇一〇年九月二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身份证明文件。
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备于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地点，供投资者查阅。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上市公司所在３０３９
上市公司名称 公
号国际文化大厦２７０１Ｂ、
司
地
２７０３ 号
股票简称
怡亚通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８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ＳＡＩＦ ＩＩ Ｍａｕｒｉｔｉｕｓ （Ｃｈｉｎａ 信息披露义务
毛
里求斯
一名称
人注册地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 Ｌｉｍｉｔｅｄ
信息披露义务人Ｋｉｎｇ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信息披露义务
香港
二名称
人注册地
拥有权益的股份增加□ 减少√ 不变， 但有无一致行动 有√ 无□
数量变化 持股人发生变化□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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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
虽在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 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
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
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
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
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
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
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
组（
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
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组
（
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
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25%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 家，本人未在佛山
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朱义坤
（
正楷体）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处分。 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
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
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朱义坤
日 期：2010 年 9 月 3 日
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意见
根据《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五十一次会议《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经审阅公司第七届董事候选人黄平先生、李曼莉女士、吴跃明先生、陈胜光先生、宋同辙先生、黄丙娣
女士、谢军先生、徐勇先生、朱义坤先生的个人履历、工作实绩等情况，我们认为上述董事候选人符合《
公司
法》及《
公司章程》有关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2．提名黄平先生、李曼莉女士、吴跃明先生、陈胜光先生、宋同辙先生、黄丙娣女士、谢军先生、徐勇先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生、朱义坤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程序符合《
定。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同意将《
独立董事：丑建忠、谢军、徐勇
2010 年 9 月 3 日
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现就提名谢军、徐勇、朱义坤为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以下简称"佛塑股份"、"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佛塑股份
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
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佛塑股份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佛塑股份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所要求的独立性：
（
一）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佛塑股份及其附属企业任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
属也不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佛塑股份已发行股份 1%的股东，也不是公司前十名
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
三）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佛塑股份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
在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
四）被提名人不是为公司或其附属企业、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
人员；
（
五）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四项所列情形；
（
六）被提名人不在与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
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
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五、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
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六、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
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
的中央管理干部；
七、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
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
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党组（
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
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组
（
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
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25%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包括佛塑股份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 家，在佛塑股份未连续任职
超过六年；
十一、被提名人已经按照证监会《
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十二、被提名人当选后，佛塑股份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且至少有一名独立董
事为会计专业人士；
十三、本提名人已经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第三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
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
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提名人：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3 日

信息披露义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
人是否为上市是□ 否√
是否为上市公司是□ 否√
公司实际控制
第一大股东
人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权益变动方式国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多选）
（可
继承□
赠与□
其他□
请
注
明
（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持股数量－ ＳＡＩＦ ＩＩ：６５，９３７，８９９ 股 持股比例－ ＳＡＩＦ ＩＩ： １１．８６％
的股份数量及占持股数量－ ＫＩＮＧ： ４，１４２，０１５ 股 持股比例－ ＫＩＮＧ： ０．７４％
上市公司已发行持股数量– 合计： ７０，０７９，９１４ 股 持股比例－ 合计： １２．６０％
股份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
后， 信息披露义变动数量－ ＳＡＩＦ ＩＩ：２４，９１１，０００ 股 变动比例– ＳＡＩＦ ＩＩ： ４．４８％
务人拥有权益的变动数量－ ＫＩＮＧ： ２，８９３，２００ 股
变动比例– ＫＩＮＧ： ０．５２％
股份变动的数量变动数量－合计： ２７，８０４，２００ 股
变动比例– 合计： ４．９９９９９９％
及变动比例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
是否拟于未来未来１２ 个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根据证券市场整体状况并结合怡亚通的运营和发
月内继续展状况及其股票价格走势，进行适当的操作。
１２ 个
减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此前６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是√
否□
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侵害上市
不适用
公司和股东权益
的问题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未清偿其
对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
不适用
负债提供的担
保，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
形
本次权益变动是
不适用
否需取得批准
是否已得到批准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ＳＡＩＦ ＩＩ（
盖章）
法定代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ＫＩＮＧ（
盖章）
法定代表人：
日期：二〇一〇年九月二日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２６

深圳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０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漏。

票
卖出股票
时间 数量（ 股）买入股
价格区间（ 元） 数量（ 股） 价格区间（ 元）
２０１０ 年
６月
１１ ，５４９ ，１８９ １１．８３
２０１０ 年
７月
２３ ，６６４ ，２０８ １２．１５ － １２．８４
ＳＡＩＦ ＩＩ
２０１０ 年
８月
１２ ，１０６ ，８００ １４．０７ – １４．４３
９月
４ ，４４４ ，２００ １４．３０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６月
９５０ ，８１１
１１．８３
ＫＩＮＧ
２０１０ 年
８月
２ ，８９３ ，２００ １４．０７ – １４．４３
合计
５５ ，６０８ ，４０８
名称

ＳＡＩＦ ＩＩ 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简要信息：

姓名

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
虽在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 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
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
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
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
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
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
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
组（
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
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组
（
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
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25%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 家，本人未在佛山
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谢军
（
正楷体）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深
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
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
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谢军
日 期：2010 年 9 月 3 日
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 徐勇 ，作为 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
证，本人与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系
亲属也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1%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5%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
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
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
虽在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 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
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
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
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
中央管理干部；
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
组（
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
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组
（
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
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25%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 家，本人未在佛山
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徐勇
（
正楷体）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深
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
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
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徐勇
日 期：2010 年 9 月 3 日
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 朱义坤 ，作为 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
保证，本人与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系
亲属也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1%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5%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
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
四、怡亚通股份的董事阎焱（
即 Ａｎｄｒｅｗ Ｙ． Ｙａｎ）是 ＳＡＩＦ ＩＩ 的三个董事之一。 怡亚通股份的董事阎焱
和苏君祥还是 ＳＡＩＦ ＬＰ 投资委员会的成员之一， ＳＡＩＦ ＬＰ 共有七个投资委员会委员。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怡亚通股份是基于实现财务投资回报的需求而作出的商业行为。 信息披露义务
人未来将根据证券市场整体状况并结合怡亚通的运营和发展状况及其股票价格情况等决定是否继续减持
怡亚通的股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前，ＳＡＩＦ ＩＩ 持有怡亚通 ６５，９３７，８９９ 股股份，占怡亚通总股本的 １１．８６ ％； ＫＩＮＧ 持有
怡亚通 ４，１４２，０１５ 股股份， 占怡亚通总股本的 ０．７４ ％。 自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ＳＡＩＦ
ＩＩ 通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卖出怡亚通 ２４，９１１，０００ 股股份；ＫＩＮＧ 通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
统累计卖出怡亚通 ２，８９３，２００ 股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ＳＡＩＦ ＩＩ 持有怡亚通 ４１，０２６，８９９ 股股份，占
怡亚通总股本的 ７．３８ ％； ＫＩＮＧ 持有怡亚通 １，２４８，８１５ 股股份，占怡亚通总股本的 ０．２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怡亚通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的情况。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怡亚通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买卖怡亚通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ＳＡＩＦ ＩＩ Ｍａｕｒｉｔｉｕｓ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ＡＮＤＲＥＷ Ｙ． ＹＡＮ

上市公司名称：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怡亚通
股票代码： 002183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SAIF II Mauritius (China Investments) Limited
公司住所： 3rd Floor, Raffles Tower, 19 Cybercity, Ebène, Mauritius
通讯地址： 3rd Floor, Raffles Tower, 19 Cybercity, Ebène, Mauritius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King Express Technology Limited
公司住所： Suite 2115-2118, Two Pacific Place, 88 Queensway, Hong Kong
通讯地址： Suite 2115-2118, Two Pacific Place, 88 Queensway, Hong Kong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签署日期：二○一○年九月二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 本报告书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写。
二、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
义务人在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深圳
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章
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授权任何
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说明。
第一节 释 义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在本报告书中具有如下含义：

证券代码：００００２８、２０００２８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于 2010 年 9 月任期届满，根据《
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监事会提名周
志辉先生、邹斌先生、戴锋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并提交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 上述监事候选人简历如下：
1． 周志辉先生，现任公司副总裁，1955 年 2 月出生，大专学历，曾任东方分公司总经理、无锡环宇包装
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兼任佛山易事达电容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佛山富硕宏信投资有限公司监事。 周
志辉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2． 邹斌先生，现任公司监事，1968 年 10 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经济师、审计师。 曾任广东省纺织品进
集团）公司审计部主任审计员，广新外贸集团资产运营部、投资发展部业务经理，广新投资控股有限
出口（
公司总经理助理，派驻南沙临海贸易公司副总经理，广东省广新外贸集团投资发展部副部长。 现任广东省
广新外贸集团监察审计部副部长、审计室主任。 邹斌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
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3． 戴锋先生，现任公司监事，1971 年 6 月出生，大专学历，会计师、审计师。 曾任广州羊城兆业企业集团
审计监察部业务主管、财务部业务主管，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外派财务总监，现任广东省广新外贸集团
财务部部长助理。 戴锋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监事将与股东大会选举的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本次参会的 4 名监事对以上候选人进行了逐个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
1）周志辉先生，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
2）邹斌先生，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
3）戴锋先生，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年九月四日
股票简称：佛塑股份 股票代码：000973 公告编号：201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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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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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１３４ ，０７１ ，３０２

１２６ ，６６１ ，０４９

９４．４７２９％

７ ，４１０ ，２５３

５．５２７１％

０

０

１１２ ，１６４ ，４９７

１１２ ，０８０ ，１９７

９９．９２４８％

８４ ，３００

０．０７５２％

０

０

２１ ，９０６ ，８０５
１４ ，５８０ ，８５２ ６６．５５８６％ ７ ，３２５ ，９５３
３３．４４１４％
０
０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２．律师姓名：孔雨泉、张清伟
３．结论性意见：一致药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均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一致药业《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深圳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九月三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２８８

证券简称：超华科技

编号：２０１０－０２６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以下简称“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己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１、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４，８００，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４９％。
２、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８ 日。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和股本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６，３９３ 万股，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６７２ 号文核
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２，２０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 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 ８，５９３ 万股。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 日实施了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以资本公积每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１３，７４８．８ 万股。
二、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的股份锁定承诺概述及承诺履行情况
１、本公司控股股东梁俊丰、第二大股东梁健锋及除深圳瑞华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外的其它股东均
承诺：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
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２、本公司股东深圳瑞华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承诺：自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
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３、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梁俊丰、梁健锋、王新胜、周佩君、梁灶盛、温带军、杨忠
岩、武天祥、韩新明、汪力军同时承诺“
除前述锁定期外，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经核查，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８ 日。
２、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４，８００，０００ 股，占限售股份总数的 ３．４９％。
３、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１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深圳瑞华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持有限售股份总 本次解除限售股
数
数
４ ，８００ ，０００

４ ，８００ ，０００

备注
质押冻结股份
４ ，８００ ，０００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南京证券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持有超华科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的股东已严格履行相
关承诺；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
不影响其在首次公开发行中所做的相关承诺；公司对上述内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南京证券同意超华科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五、其他事项
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本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本公司也不存在对
该等股东的违规担保。
六、备查文件
《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特此公告。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４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