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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商业
遭外资股东减持 4.3%股份

证券时报记者 靳书阳
本报讯中兴商业（000715）公告，2010 年9
月9 日， 公司外资股东CENTRAL PROSPER鄄
过大
ITY SHOPWELL CAPITA LLIMITED ， 通
宗交易方式， 减持公司股份1200 万股， 占公司
总股份的4.3%。 本次减持后该股东尚持有公司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26.29% ， 仍为
7338 万
公司第二大股东。
农行划走 1.6 亿贷款
*ST 南化经营受影响

新五丰
拟变更募资用途建小农场

证券时报记者向 南
五丰（600975） 拟改变募集资金
本报讯 新
用途，即将原募投资项目“安全冷却肉加工建设
项目”、“ 安全西式低温肉制品加工建设项目”、
产品营销和物流网络项目”三个项目尚未使
“肉
用的资金及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 合计1.15
亿元， 投入湖南省衡阳地区“ 公司+ 适当规模小
农场”建设项目。 新项目总投资为1.6 亿元， 预
计2012 年完成。
西飞国际交付
首架波音 747-8 内襟翼

证券时报记者 周欣鑫
前，由西飞国际（000768）研制生
本报讯 日
产的首架波音747-8 内襟翼正式交付波音公
司， 意味着西飞国际与波音公司首次在复合材
料产品上的合作取得了成功。
西飞国际总经理蒋建军在交付仪式上说，
过中航工业西飞国际、 中航国际、 波音公司
“经
三方携手合作， 波音747-8 内襟翼项目正式实
现首架交付， 这不仅表明西飞国际在航空复合
材料制造技术上取得了新的突破， 同时表明西
飞融入世界航空产业链的进程得到了进一步推
进。 2011 年开始， 西飞国际将成为波音747-8
内襟翼项目的唯一供应商。 ”
作为西飞国际承担的波音公司转包项目中
最具挑战性的航空产品部件， 波音747-8 内襟
翼堪称波音公司目前在中国制造的最大飞机结
构件，其主要结构件全部采用了复合材料，复材
用料达到70% 以上， 具有结构复杂、 研制难度
巨大、单架份产品转包金额最高等特点。
自2007 年6 月西飞国际、 中航国际与波音
公司共同签署了波音747-8 飞机内襟翼和后部
肋等大型部件的生产合同以来，西飞国际已成功
向波音交付了20 架份后部肋产品。 此次747-8
首架内襟翼交付后，预计到今年年底前，西飞国
际还将陆续交付3 架份747-8 内襟翼，并从2011
年成为747-8 内襟翼项目唯一供应商后，保持每
年交付量约20 架份的速率并同时生产波音747襟翼上配套安装的全部复合材料制件，届时，
8内
西飞国际的转包生产将迈入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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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国商董事会换届郑康豪击败茂业系
证券时报记者 文 泰

本报讯 9月 10 日，深国商（
000056）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董事会换
届结果出炉。 郑康豪方面在董监事会
选举中获得完胜， 茂业系 4 名候选人
全部落选。
投票结果显示，除茂业系 4 名候选
人之外，其他提名的董事、独立董事、
监事候选人名单均获得了通过。 茂业

证券时报记者向 南
化（600301） 收到中国农业
本报讯 *ST 南
银行南宁江南支行5 份《贷款提前到期通知书》，
宣布5 笔贷款本息共计1.6 亿元于2010 年9 月
提前到期，要求公司立即筹款归还。 经查询，
9日
农行已从该日下午到账的南宁市土地储备中心
拨付给公司专用于投资南宁绿洲化工有限责任
公司2.55 亿元出资款中收回上述贷款本息。
就上述事项，公司与农行协商未果，将严重
影响公司的整体搬迁工作和正常的生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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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方面， 深圳茂业商厦有限公司推举
的董事候选人韩玉、卢小娟，独立董事
候选人张剑渝，监事候选人梁巧云全部
落选；郑康豪方面，股东百利亚太投资
有限公司推荐的 3 人，郑康豪、陈勇、邓
维杰均当选为新一届董事会董事。
按照深国商现行《
公司章程》的规
定，新一届董事会将由 8 名董事组成，
其中独立董事 3 名， 职工代表董事 1
名， 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

日起三年。 职工代表董事由公司职工
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进入新一届董事
会， 其他 7 名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产
生。深国商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其
中职工监事不少于监事总人数的三分
之一， 监事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
通过之日起三年。 职工监事由公司职
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进入新一届监
事会，其他监事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根据 8 月 26 日深国商各主要股东

提出的董事候选人名单，代表郑康豪方
面的股东百利亚太投资有限公司推荐 3
人，郑康豪、陈勇、邓维杰为非独立董
事；股东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司推荐
1 人，为张建民。茂业系方面的股东深圳
茂业商厦有限公司推荐 3 人， 分别为
韩玉、卢小娟、独立董事候选人张剑渝。
深国商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推荐 3
人，均为独立董事候选人，分别为赵立
金、孙昌兴、谢汝煊。在监事候选人方面，

百利亚太投资有限公司推荐 1 人，为刘
晓红。 深圳茂业商厦有限公司推荐 1
人，为梁巧云。 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
司推荐 1 人，为张心亮。
从 8 月 26 日公布的董事、监事候选
人数来看， 郑康豪方面和茂业系方面旗
鼓相当。 在持股数量方面，双方的差距
也极为接近。 此次董监事成员名单最终
确定， 郑康豪在与茂业系之间的董事、
监事席位争夺战中，无疑取得了胜利。

资金趋紧上市房企纷纷“求助”信托融资

证券时报记者 李 坤

本报讯 银行信贷缩紧、股权再融
资遥遥无期， 随着房地产调控政策逐
渐发威， 上市房企一边无奈地看着股
权融资计划过期作废， 一边纷纷把求
助的目光再次转向了信托融资。
今日，福星股份（000926）、中国宝
安（000009）两家公司则同时公布了新
的信托融资计划， 信托股权融资日益
成为资金紧张的房地产公司最重要的
资金来源。

福星股份公告，为筹措武汉“贺
家墩 B 地块”项目开发资金，全资子
公司福星惠誉房地产有限公司与渤
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协商， 拟将发
行的“福星惠誉汉口置业股权投资
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的全部信
托资金， 用于向湖北福星惠誉汉口
置业有限公司增资， 取得汉口置业
50%股权。
信托计划实际募集资金不低于
8 亿元，不高于 10 亿元。 其中 2 亿元
用于增加汉口置业注册资本， 剩余
资金计入汉口置业资本公积； 汉口

置业将增资取得的资金 5 亿元用于
偿还股东借款，其余用于贺家墩城中
村改造项目，即武汉福星城项目的开
发建设。
增资后汉口置业的注册资本由 2
亿元变更为 4 亿元， 福星惠誉与渤海
信托出资比例均为 50%。 福星惠誉应
于 18 个月的信托期届满时， 向渤海
信托受让该信托计划项下全体委托
人所持有的信托受益权，受让总价款
为实际信托资金加信托受益权溢价
款。 溢价款按照 12%的年利率计算，
每三个月支付一次溢价款， 到期后支

付全部信托资金本金以及最后一期的
溢价款。
实际上，在今年 5 月和 6 月，福星
股份已进行过两次信托融资， 融资的
综合年利率与此次相同。
中国宝安全资子公司武汉宝安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则与山东省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签订了为期两年的信托股
权融资计划， 武汉宝安拟以其全资子
公司湖北美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
主体， 通过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发行总额 2 亿元的股权信托。
据计划， 山东信托对湖北美地增

高科防伪第一股
兆信股份在新三板挂牌

佛山照明锂电正极材料项目落户西宁
证券时报记者 李 坤
本报讯 佛山照明（000541）年产
2000 吨锂电正极材料项目确定落户
西宁经济开发区南川工业园区。 据公
告， 佛山照明作为控股股东发起设立
的项目公司， 即青海佛照锂电正极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 近日已与西宁经济
开发区南川工业园区管委会签订了项
目投资协议。
根据协议， 管委会方面将按照项
目公司启动年产 500 吨正极材料的有
关要求，在 2010 年 12 月底，向其提供
面积为 1 万平方米的标准化厂房，同
时提供“七通一平” 的工业用地 100
亩，土地出让价格为 6 万元/亩。 项目

公司对管委会提供的标准化厂房，在
租赁或回购协议签署日起三年内予以
回购。 其中第一年管委会对项目公司
使用的厂房予以租金减免， 第二年管
委会按照同类厂房租金价格的 50%收
取厂房租金， 第三年项目公司按照管
委会建设厂房的实际价格予以回购。
同时， 管委会方面保证项目公司
享受开发区优惠措施， 并积极协助项
目公司争取国家和省、市有关技改、专
项、贴息、前期费等有关资金。
项目公司将在取得建设用地之日
起 3 个月内确保开工建设， 并按协议
约定实现投资，按期竣工。
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南
川工业园区位于西宁市大南川， 总规

划面积 53.1 平方公里， 园区条件成
熟，距离市中心仅 8 公里。园区内各项
配套设施完善，基本实现“七通一平”，
同时为开发区配套服务的青海工业学
校已经建成， 可根据企业需求提供各
类专业技术技能培训， 保障企业用工
需求。
佛山照明表示，上述协议的签定，
确定了磷酸铁锂正极材料项目落户南
川工业园。利用园区提供的厂房，可有
效加快项目建设进程，缩短回报周期；
减少项目初期启动资金的需求， 降低
项目风险。但上述协议的签订，并不代
表项目已经投产， 项目仍需经过设备
采购、厂房规划、设备安装、调试、试产
等过程才能正式进入生产。

证券时报记者马晨雨

本报讯 9 月 10 日， 中国高科
技信息化防伪领军企业， 兆信股份
（
430073）在深交所挂牌，宣告其已
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 这标志着
中国高科技信息化防伪第一股的上
市已进入倒计时。
作为中国高科技信息防伪技术
的开拓者，兆信股份自上世纪九十
年代中期即在全国推广以电码电
话防伪技术为核心的“
电码电话防
伪系统工程”， 使数以千计的品牌
企业和数以百计的品牌产品得到
有效保护。

本报讯 全球知名咨询公司 Frost
& Sullivan 的年度 PTN 市场最佳实践
大奖日前揭晓，中兴通讯（
000063）荣
获 “
2010 年 PTN 产品最具竞争力
奖”， 这高度肯定了中兴通讯在 PTN
领域所做出的贡献。
中 兴 通 讯 自 2004 年 开 始 启 动
PTN 标准研究和产品开发， 先后向
IEEE、ITU -T、IETF 等 组 织 提 交 PTN

关于 2010 年地方政府债券（
八期）
上市交易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根据《
财政部关于代理发行 2010 年地方政府债券（
八期）有关事宜的通
知》（
财库[2010]95 号）和本所有关规定，2010 年地方政府债券（
八期）（
以下简
称“
本期债券”）将于 2010 年 9 月 13 日在本所竞价系统和固定收益证券综合
电子平台上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期限为 5 年，票面利率为 2.67%，利息每
年支付一次；本期债券起息日为 2010 年 9 月 7 日， 每年 9 月 7 日支付利息
（
逢节假日顺延，下同），2015 年 9 月 7 日偿还本金并支付最后一次利息。
二、本期债券于 2010 年 9 月 13 日起在本所竞价系统和固定收益证券综
合电子平台上市，交易方式为现券和回购。
三、 本期债券上市交易的现券证券名称为 “
10 地债 08”， 证券代码为
“
130057”。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一○年九月十日

关于 2010 年地方政府债券（
七期）
上市交易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根据《
财政部关于代理发行 2010 年地方政府债券（
七期）有关事宜的通
知》（
财库[2010]94 号）和本所有关规定，2010 年地方政府债券（
七期）（
以下简
称“
本期债券”）将于 2010 年 9 月 13 日在本所竞价系统和固定收益证券综合
电子平台上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相关国际标准提案 118 篇， 发明专利
164 项、基本专利 13 项，是推动 PTN
技术和产业链发展的主力军。 在业界
率先推出覆盖网络核心层到接入层全
系列 5 款 PTN 产品，大容量低功耗的
设计在满足业务需求的同时， 充分满
足了网络绿色演进的要求。
作为业界一流的 PTN 网络方案
提供商， 中兴通讯先后与全球几十家
运营商达成深度合作， 公司技术在芬
兰、黑山、巴西、马来西亚、越南等多个

一、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期限为 3 年，票面利率为 2.36%，利息每
年支付一次；本期债券起息日为 2010 年 9 月 7 日， 每年 9 月 7 日支付利息
（
逢节假日顺延，下同），2013 年 9 月 7 日偿还本金并支付最后一次利息。
二、本期债券于 2010 年 9 月 13 日起在本所竞价系统和固定收益证券综
合电子平台上市，交易方式为现券和回购。
三、 本期债券上市交易的现券证券名称为 “
10 地债 07”， 证券代码为
“
130056”。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一○年九月十日

关于 2010 年记账式附息（
三十期）
国债上市交易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根据《
财政部关于 2010 年记账式附息（
三十期）国债发行工作有关事宜
的通知》（
财库[2010]96 号）和本所有关规定，2010 年记账式附息（
三十期）国
债（
以下简称“
本期国债”）将于 2010 年 9 月 15 日在本所固定收益证券综合
电子平台上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期国债为固定利率债券，期限为 1 年，票面利率为 1.87%，利息到
期一次支付；本期国债起息日为 2010 年 9 月 9 日， 2011 年 9 月 9 日（
节假
日顺延）偿还本金并支付利息。
二、本期国债于 2010 年 9 月 15 日起在本所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
上市，交易方式为现券和回购。
三、 本期国债上市交易的现券证券名称为 “
10 国债 30”， 证券代码为
“
019030”。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一○年九月十日

国家和地区得到广泛应用； 在中国移
动 PTN 一期建设中，成功交付包括北
京、上海、广东等 27 个省份的 PTN 商
用网络。
据 著 名 调 研 机 构 OVUM 《
2010
年一季度全球光网络市场》 分析报
告显示， 中兴通讯光网络市场份额
持续快速增长，市场份额跻身全球三
甲 行 列 ，PTN 成 为 中 兴 通 讯 借 助 下
一代光网络技术实现市场赶超的关
键动力。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移动通讯技
术的普及， 兆信股份适时推出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数字化身份管
理应用技术， 研发出全新的产品物
流跟踪管理系统和消费管理系统，
不仅使广大消费者可以借助互联网
和手机短信鉴别商品真伪， 而且为
企业防窜货和执法部门查假打假提
供了有效手段。
目前，公司客户遍布全球，包括
美国 20 世纪福克斯、 箭牌糖果、LG
电子、松下电器、三星电子、飞利浦
电子、茅台酒、先声药业、亚宝药业
等众多国际 500 强企业和国内知名
企业。

沈阳化工
获免征燃料油消费税

中兴通讯获PTN 产品最具竞争力奖
证券时报记者 枫 桥

资， 将其注册资本由 4000 万元增至
2.2 亿元，并成为其新股东，持有美地
公司 47.6%的股权。 信托到期后，由武
汉宝安或湖北美地回购山东信托所持
有的湖北美地股权。
武汉宝安或湖北美地将在信托到
期前支付信托收益， 每年按山东信托
支付的增资款金 额 不 超 过 12.5% 计
算， 并承诺信托到期后按照 2 亿元的
价格， 收购或回购山东信托所持有的
湖北美地股权。

证券时报记者 向南
本报讯 沈阳化工（
000698）今
日公告，近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联合下发调整部分燃料油消费税政
策的通知。 根据通知，沈阳化工与全
资子公司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与
当地税务部门沟通，公司 50 万吨/年
催化热裂解制乙烯项目应享受通知
中规定的优惠政策。 但截至目前，公
司及税务部门尚未收到相关部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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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正式通知及实施细则， 对公司
2010年度业绩的影响尚无法判断。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官方网站通
知，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到 2010 年
12 月 31 日止， 对用作生产乙烯、芳
烃等化工产品原料的国产燃料油免
征消费税，对用作生产乙烯、芳烃等
化工产品原料的进口燃料油返还消
费税，燃料油生产企业对外销售的不
用作生产乙烯、芳烃等化工产品原料
的燃料油应按规定征收消费税。

公告编号：2010-029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0 年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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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会议以特别决议通过了修改公司《
章程》的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0 年 9 月 10 日上午 10:00-12:00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光明新区松白路甲子塘证通电子产业园 9 楼
会议室
3、会议方式：现场会议、记名投票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曾胜强先生
6、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5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42,
791,62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63%。
公司
7、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符合《
法》、《
公司章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议案进行逐项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关于选举许忠慈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1、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 本议案有效表决权总数为 42,791,620 股， 其中同意 42,791,
6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 股弃权，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 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2、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 本议案有效表决权总数为 42,791,620 股， 其中同意 42,791,
6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 股弃权，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 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关于公司与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签订 5000 万元国内保理
3、审议通过《
业务合同并由控股股东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关联股东曾胜强回避表决，本议案有效表决权总数为 1,902,
100 股。 其中同意 1,902,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0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00%；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00%。
三、律师见证情况
广东深君联律师事务所委派欧茂初律师出席本次会议， 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程序合法有效， 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的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深君联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一○年九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