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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二〇一〇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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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以通
讯方式召开，该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至全体董事，应参加
表决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符合《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
关于与关联方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全面金融合作协议议
案》；
为充分利用中电财务所提供的内部金融服务平台，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
和融资风险，为公司长远发展提供稳定可靠的资金支持和畅通的融资渠道，公司与中国电
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中电财务”）拟签订《
全面金融服务协议》，由中电财务为本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资金结算、授信融资、银行承兑汇票贴现等金融服务，其中以信用
方式取得综合授信余额不超过 ６ 亿元人民币，办理资金结算日存款余额最高不超过 ６ 亿元
人民币。 （
详见同日公告 ２０１０－０４２）
此议案将在本公司控股股东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提请本公司
股东大会以网络投票方式审议。
审议结果：表决票 ９ 票，其中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表决 ２ 票，表决通过。
关联董事卢明、陈建十回避表决。
二、审议通过了《
关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为确保公司在中电财务的资金安全，尽可能降低本次关联交易的风险，公司聘请利安
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中电财务的经营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进行了评估，并出
具了风险评估报告（
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审议结果：表决票 ９ 票，其中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表决 ２ 票，表决通过。
关联董事卢明、陈建十回避表决。
三、审议通过了《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存款风险应急处理预案》；
公司为保障在中电财务存款的资金安全，制定了《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存
款风险应急处理预案》（
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审议结果：表决票 ９ 票，其中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表决 ２ 票，表决通过。
关联董事卢明、陈建十回避表决。
四、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以上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中电财务成立于 １９８８ 年 ４ 月 ２１ 日，为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非
银行金融机构，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电子”）的控股子公司，
主要为集团内部成员单位提供金融服务， 依法接受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监督管
理。 注册资本 １０．５０ 亿元，中国电子持股 ５０．９３２％。
本公司与中电财务属同一实际控制人下的关联关系。
２、中电财务作为一家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规范性非银行金融机构，在
其经营范围内为本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金融服务协议》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定价原则公允，不存在损害公
３、双方拟签署的《
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关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充分
４、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反映了财务公司的经营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 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其业务范围、业务内
容和流程、内部的风险控制制度等措施都受到中国银监会的严格监管。 在上述风险控制的
条件下，同意向本公司提供相关金融服务。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５、公司为保障在财务公司的资金安全，制定了《
在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款风险的应急处置预案》，能够有效防范、及时控制和化解
公司在财务公司的资金风险，能够维护资金安全。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审议本议案，关联董事
６、根据《
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 会议召开、审议程序合法、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７、本次议案还需提交股东大会以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九月十八日
：００００２１
：
：２０１０－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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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与中电财务签署《
全面金融合作协议》
暨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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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或者重大遗漏。
释义：
在本文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
长城开发”或本公司：指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长城科技”：指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
中国电子”：指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
中电财务”：指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为充分利用中电财务所提供的内部金融服务平台，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议，本公
司拟与中电财务签署《
全面金融合作协议》，由中电财务为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资金
结算、授信融资、银行承兑汇票贴现等金融服务，其中以信用方式取得综合授信余额不超过
６ 亿元人民币，办理资金结算日存款余额最高不超过 ６ 亿元人民币。 本协议自本公司股东
大会及控股股东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有效期三年。
深圳证券股票上市规则》
２、鉴于本公司与中电财务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电子，根据《
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３、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该
项关联交易议案，表决票 ９ 票，其中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表决 ２ 票，关联董
事卢明、陈建十先生回避了表决。
４、 本次关联交易尚须获得本公司股东大会以网络投票方式批准以及本公司控股股东
长城科技股东大会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５、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
二、关联方介绍
１、基本情况
１． 关联方名称：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２．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３．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 ２７ 号
４． 法定代表人：李晓春
５． 注册资本：１０．５０ 亿元
６． 税务登记证号码：１１０１０８１０２０９０８３６
７． 成立时间：１９８８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８． 业务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
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
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帐结算及相应的
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
借等业务。
９． 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主要股东：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５０．９３２％；中电广通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 ２２．８５７％％；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持股 ２２．８５７％％；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持股
１．１１８％； 武汉中原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１．１１８％； 深圳桑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１．１１８％。
企业集团财务公
１１．资本充足率：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资本充足率为 ２９．６３％，符合《
司管理办法》不得低于 １０％的规定。
２、历史沿革
中电财务的前身是中国信息信托投资公司，１９８８ 年 ３ 月 １５ 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同年 ４ 月 ２１ 日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为全国性非银行金融机构，是电子工业部
的直属企业，业务受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领导、管理、监督、协调和稽核。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６ 日经中国人民银行［
２０００］２４３ 号文批准，改组为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并更名为中国
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０１ 年起开始正式运营，并领取《
金融机构法人许可证》。 目前公
司注册资本金为 １０．５ 亿元人民币。 ２００９ 年经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评估，财务公司资
信等级为 ＡＡ＋。
３、该公司财务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１０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净资产

年１－６ 月

８２ ，５３２ ，２７９．７２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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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２ ，２７７ ，４９８．３７

１４０ ，７２８ ，９７０．３６

１１２ ，４２２ ，０２５．２６

５４ ，３３７ ，７８６．２６

６９ ，０５１ ，５８４．５５

７３ ，０６２ ，２２１．３８

４１ ，２８７ ，７４４．１１

２０１０．６．３０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１ ，２８６ ，２３３ ，９１９．０３

１ ，３１３ ，３８８ ，２５７．９２

７００ ，２００ ，１４０．０５

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７６０ ，４２８ ，６６３．０５

４、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与中电财务控股股东同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股权控
制关系如下：

关于旗下开放式基金
通过华泰证券开办基金定投业务
暨参加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与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泰证券"）协商一致，决定从 2010 年 9 月 21 日起，在
华泰证券推出开放式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以下简称"基金定投"），并自该日起参加华泰
证券基金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基金定投，是指投资者通过本公司指定的基金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
和扣款金额，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和基金
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
现将有关基金定投事宜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约定的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合法投资者。
二、本次开通定投业务及定投费率优惠活动适用基金
基金代码：530001）；
1、建信恒久价值股票型基金（
基金代码：530003）；
2、建信优选成长股票型基金（
基金代码：530005）；
3、建信优化配置混合型基金（
基金代码：530006）；
4、建信核心精选股票型基金（
份额代码：530009）。
5、建信收益增强债券型基金 A 类（
三、办理时间及规则
自 2010 年 9 月 21 日起，投资者可通过华泰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及各营业网点办理基金
定投业务申请， 基金定投的申请受理时间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日常申购业务受理时间相
同。 具体办理规则请遵循华泰证券的相关规定。
四、定投申购费率优惠
投资者通过华泰证券网上交易系统以网上委托定投方式申购参与本次优惠活动的基
金产品，原申购费率高于 0.6%的，申购费率 4 折优惠，但优惠后费率不得低于 0.6%；原申
购费率低于 0.6%的， 则按原费率执行 （
原费率指本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件上注明的费
率）。
投资者通过华泰证券柜台以现场委托定投方式申购参与本次优惠活动的基金产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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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关联交易标的情况
本公司拟在中电财务开立帐户，中电财务向本公司提供存款、融资信贷、结算等金融服
务。
根据本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等实际情况，本公司以信用方式取得的综合授信余额不超过
６ 亿元人民币，办理资金结算日存款余额最高不超过 ６ 亿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母公司净资产的 １８．９５％。
如监管部门出台相关规定，公司将严格按照新的规定及时调整执行。
四、金融合作协议主要内容
本公司与中电财务签署《
全面金融服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１、服务内容
（
１）中电财务将为本公司办理资金结算业务，协助甲方实现交易款项的顺畅收付，具体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结算业务品种：交易资金的收付、吸收存款并办理定期存款、通知存款、
协定存款等；
（
２）中电财务将按照信贷规则向本公司提供授信融资，促进本公司生产经营稳定发展，
本协议项下授信额度的使用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授信融资品种：本外币贷款、对外担保、
融资租赁、商业承兑汇票承兑和贴现、应收账款保理、保函等；
（
３）中电财务提供资金管理、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委托代理、开立资金证明、贷款承诺、
一般性策划咨询以及专项财务顾问等其他金融服务。
２、合同金额
本公司以信用方式取得的综合授信余额不超过 ６ 亿元人民币，办理资金结算日存款余
额最高不超过 ６ 亿元人民币。
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
１）本公司在中电财务的结余资金，中电财务保证按不低于同期境内商业银行的存款
利率计付存款利息。
（
２）本公司在中电财务取得的融资，中电财务将按不高于同期境内商业银行的同类型
贷款利率计收贷款利息。
（
３）因本公司向第三方申请授信融资需要中电财务提供担保的，中电财务收取的担保
费用标准不高于同期境内商业银行对外担保所收取的担保费用标准。
（
４）中电财务向本公司提供资金管理、委托代理、开立资金证明、贷款承诺、保函等其他
金融服务，收取的费用标准不高于同期境内商业银行所收取的同类费用标准。
（
５）免予收取本公司在中电财务进行资金结算的资金汇划费用、所提供的一般性策划
咨询服务费用，但专项财务顾问项目除外。
（
６）中电财务充分利用金融资源优势和金融专业优势，为本公司成功发行企业债券、发
行中期票据专项融资提供财务顾问及组织承销专项服务的，中电财务就此类专项财务顾问
服务收取的费用标准不高于同期境内金融机构所收取的费用标准。
（
７）在使用中电财务的金融服务前，本公司有权通过了解市场情况来确认中电财务提
供的合作条款是否优于或不差于独立的第三方提供的金融服务。
４、合同生效条件
（
１）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和长城科技股东大会批准。
（
２）交易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合法授权代表签署。
５、有效期：自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有效期三年。
６、风险控制措施
中电财务应确保资金结算网络安全运行，保障资金安全，控制资金风险；在发生可能对
本公司存款资金带来重大安全隐患事项时，中电财务应及时书面通知本公司，并财务措施
避免损失。
五、风险评估情况
为尽可能降低本次关联交易的风险，公司委托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中
电财务的风险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
关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认
为：中电财务能够严格按银监会《
企业集团财务管理办法》（
中国银监会令〔
２００４〕第 ５ 号）规
定经营， 经营业绩良好， 未发现中电财务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与财务报表相关资金、信
贷、投资、稽核、信息管理风险控制体系存在重大缺陷。
六、交易的必要性、公允性说明
１、交易的必要性
（
１）可获得便捷、高效的服务
中电财务是经中国银监会批准只对集团内企业开展结算、信贷业务的金融机构，相比
银行，中电财务对集团企业情况更为了解和熟悉，沟通更为通畅，提供的金融方案更为贴身
和个性化。 中电财务管理扁平化，业务审批相比银行层级较少，能够提供更为便捷、高效的
服务。
（
２）存款风险低，有集团保证
中电财务经过多年的稳健发展，目前资产质量较好，持续发展潜力较大，服务企业规模
日益扩大，已经为集团所有二级企业开展了结算和信贷业务，从未发生存款风险。 另中电财
务章程中第四十八条规定控股股东“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同意，当财务公司出现支
付困难的紧急情况时，按照解决支付困难的实际需要，增加相应的资本金”，同时中国电子
及应中国银监会要求出具了为中电财务承担风险的承诺书。
（
３）利率优惠
在中电财务的存款利息遵照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相应利率支付，利率水平不低于同期
其他商业银行的同类存款利率。 同等条件的融资利息低于或不高于商业银行提供的利率。
（
４）节省结算费用，提高结算效率
通过中电财务进行的结算，不论电汇、信汇、加急与否均不收取结算费用。 不论每笔结
算金额的大小，中电财务均通过中国人民银行的大额支付系统加急支付，异地跨行支付也
能够在 ２ 小时内保证到帐，提高了结算效率。
（
５）获得优惠的信贷金融产品支持
通过中电财务帐户存款、结算，中电财务可向集团成员单位提供包括贷款、票据等在内
的金融服务产品，给予集团成员单位一定的综合授信额度。 贷款利率在同期同档商业银行
贷款基准利率的基础上， 优惠应不低于其他金融机构能够给予集团成员单位的优惠条件。
其他各项金融服务，收费标准应不高于国内其他金融机构同等业务费用水平。
２、交易的公允性
（
１）结算额度的确定依据
存款、结算额度是按公司货币资金的 ３０～５０％，及考虑到三年内公司业务的发展大致确
定的上限，目前与公司确定的存款上限是按 ３０％下限进行测算的。
（
２）不存在资金占用的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公司控股股东长城科技、中电财务承诺不会发生占用上市
公司资金的现象和可能。 中电财务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存款为 ６５ 亿，其存款量近年逐年增
长，中电财务承诺本公司日均存款将不会超过中电财务总存款的 １０％，且中电财务还将会
向本公司提供信贷支持，很有可能中电财务流入公司的资金将远远大于其存款。
（
３）存、贷款利率比较
在中电财务的存款利息遵照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相应利率支付，利率水平不低于同期
其他商业银行的同类存款利率，同等条件的融资利息低于或不高于商业银行提供的利率。
七、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中电财务作为一家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具有为
企业集团成员单位提供金融服务的各项资质，各项指标均达到《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
法》的规定。 中电财务为公司办理存款、信贷、结算及其它金融服务时，双方遵循平等自愿、
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原则，不会影响公司资金的运作和调拨，公司可充分利用
中电财务所提供的内部金融服务平台，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长远发展提供稳
定可靠的资金支持和畅通的融资渠道、降低财务成本和融资风险，提高综合经济效益。
八、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自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披露日，本公司未与中电财务发生关联交易事项。
九、公司保证资金安全和灵活调度的措施
为保障公司在中电财务存款的资金安全和灵活性，公司制定了《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存款风险应急处理预案》。 通过成立存款风险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建立存款风险
报告制度，及时取得中电财务定期财务报告，分析并出具存款风险评估报告。 如出现重大风
险，立即启动应急处置程序，制定方案，与中电财务召开联席会议，寻求解决办法，并通过变
现中电财务金融资产等方法，确保公司资金安全。
此外，公司将在存款业务期间，密切关注中电财务运营状况，除及时掌握其各项主要财
务指标外，将通过不定期地全额或部分调出在中电财务的存款，以验证相关存款的安全性
和流动性。
十、备查文件目录
１、董事会决议；
２、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全面金融合作协议》；
３、《
关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
４、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估报告》；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在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款风险应急
５、《
处理预案》；
６、中电财务营业执照；
７、中电财务金融许可证。
特此公告！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九月十八日

申购费率高于 0.6%的，申购费率 8 折优惠，但优惠后费率不得低于 0.6%；原申购费率低于
原费率指本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件上注明的费率）。
0.6%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本优惠活动自 2010 年 9 月 21 日起，活动截止日期由华泰证券确定，本公司将另行公
告；本公司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参与此项活动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并另行公告。
五、投资金额
投资者可通过华泰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及各营业网点申请开办基金定投业务并约定每
期扣款时间及固定的投资金额，该投资金额即为申购金额。 具体申购金额限制，以华泰证券
有关规定为准，但每期申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 元(含 100 元)。
六、交易确认
每期实际扣款日即为基金申购申请日，并以该日(T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
购份额，申购份额将在 T＋1 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内。 基金份额确
认查询和赎回起始日为 T＋2 工作日。
为使您及时掌握定投申请的确认结果，请投资者在 T＋2 工作日起到本公司或华泰证券
查询确认结果。
投资者办理本业务后,可以在本基金交易时间内随时办理基金的赎回。 如无另行公告,
本业务已申购份额的赎回及赎回费率等同于正常的赎回业务。 赎回时遵循" 先进先出"规
则。
七、咨询方式
1、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97
网址：www.chinatai.com.cn
2、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400-81-95533（
免长途通话费）、010-66228000
网址：www.ccbfund.cn
八、风险提示
本公司作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本公司管理的上述基金之前应认真阅
读其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〇年九月十八日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者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会议通知情况：本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的《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和香港《
大公报》，同时在巨潮资讯网
公告编号：［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披露。 （
ＣＩＭＣ ］２０１０—０２８）
２．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
星期五）下午 ２：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
９：３０－１１：３０，１３：００－１５：００；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１５：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 １５：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３．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蛇口龟山路八号明华国际会议中心
４．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
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投票中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表决结果为准。
５．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６．主持人：麦伯良
公司法》、《
股票上市规则》和《
公司章程》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７．会议的召开符合《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
代理人）共 １９０ 人，代表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１，４８６，１８７，３８４ 股，占贵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５．８２１４％。
２．Ａ 股股东出席情况：
Ａ 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１６２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４４１，７８６，９６５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１６．５９３６％；
３．Ｂ 股股东出席情况：
Ｂ 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１３０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１，０４４，４００，４１９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９．２２７８％。
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出席了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及网络投票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通过， 会议以特别决议通过了
议案 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１．８、１．９、１．１０、议案 ２ 和议案 ３。
议案的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
修订稿）
１、关于《
的议案；
１．１ 、激励对象确定依据和范围；

同意比例反对（ 股） 弃权（ 股）
代表股份
同意（ 股）
（％ ）
与会全体股东 １ ，４８６ ，１８７ ，３８４ １ ，４４６ ，４６７ ，９１８
９７．３２７４ ３５ ，７７５ ，１９８ ３ ，９４４ ，２６８
与会Ａ 股股 ４４１ ，７８６ ，９６５ ４４０ ，８０６ ，３３０
９９．７７８０
７７６ ，０１７
２０４ ，６１８
东
与会Ｂ 股股 １ ，０４４ ，４００ ，４１９ １ ，００５ ，６６１ ，５８８
９６．２９０８ ３４ ，９９９ ，１８１ ３ ，７３９ ，６５０
东
１．２ 、激励计划授出股票期权的数量、标的股票来源、种类和数量；

同意比例反对（ 股） 弃权（ 股）
代表股份
同意（ 股）
（％ ）
与会全体股东 １ ，４８６ ，１８７ ，３８４ １ ，４４６ ，４０５ ，０１８
９７．３２３２ ３５ ，７９０ ，０９８ ３ ，９９２ ，２６８
与会Ａ 股股 ４４１ ，７８６ ，９６５ ４４０ ，７６２ ，１３０
９９．７６８０
７９０ ，９１７
２３３ ，９１８
东
与会Ｂ 股股 １ ，０４４ ，４００ ，４１９ １ ，００５ ，６４２ ，８８８
９６．２８９０ ３４ ，９９９ ，１８１ ３ ，７５８ ，３５０
东
１．３ 、激励对象及期权分配情况；

同意比例反对（ 股） 弃权（ 股）
代表股份
同意（ 股）
（％ ）
与会全体股 １ ，４８６ ，１８７ ，３８４ １ ，４４６ ，４６７ ，９１８
９７．３２７４ ３５ ，８２５ ，１９８ ３ ，８９４ ，２６８
东
与会Ａ 股股 ４４１ ，７８６ ，９６５ ４４０ ，８０６ ，３３０
９９．７７８０
８２６ ，０１７
１５４ ，６１８
东
与会Ｂ 股股 １ ，０４４ ，４００ ，４１９ １ ，００５ ，６６１ ，５８８
９６．２９０８ ３４ ，９９９ ，１８１ ３ ，７３９ ，６５０
东
１．４ 、激励计划有效期、授权日、可行权日、标的股票禁售期；

同意比例反对（ 股） 弃权（ 股）
代表股份
同意（ 股）
（％ ）
与会全体股 １ ，４８６ ，１８７ ，３８４ １ ，４４６ ，４５０ ，８７８
９７．３２６３ ３５ ，７９２ ，２３８ ３ ，９４４ ，２６８
东
与会Ａ 股股 ４４１ ，７８６ ，９６５ ４４０ ，７８９ ，２９０
９９．７７４２
７９３ ，０５７
２０４ ，６１８
东
与会Ｂ 股股 １ ，０４４ ，４００ ，４１９ １ ，００５ ，６６１ ，５８８
９６．２９０８ ３４ ，９９９ ，１８１ ３ ，７３９ ，６５０
东
１．５、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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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比例反对（股） 弃权（股）
代表股份 同意（股）
（％ ）
与会全体股东 １，４８６，１８７，３８４ １，４４６，３２５，９７８ ９７．３１７９ ３５，９２７，７３８ ３，９３３，６６８
与会Ａ 股股 ４４１，７８６，９６５ ４４０，６８３，０９０ ９９．７５０１ ９２８，５５７ １７５，３１８
东
与会Ｂ 股股 １，０４４，４００，４１９ １，００５，６４２，８８８ ９６．２８９０ ３４，９９９，１８１ ３，７５８，３５０
东
１．６、股票期权的获授条件与行权条件；

同意比例反对（股） 弃权（股）
代表股份 同意（股）
（％ ）
与会全体股东 １，４８６，１８７，３８４ １，４４６，３７２，０７８ ９７．３２１０ ３５，９６０，５５７ ３，８５４，７４９
与会Ａ 股股 ４４１，７８６，９６５ ４４０，７２９，１９０ ９９．７６０６ ９４２，６７６ １１５，０９９
东
与会Ｂ 股股 １，０４４，４００，４１９ １，００５，６４２，８８８ ９６．２８９０ ３５，０１７，８８１ ３，７３９，６５０
东
１．７、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同意比例反对（股） 弃权（股）
代表股份
同意（股）
（％ ）
与会全体股 １，４８６，１８７，３８４ １，４４６，４６２，６７８ ９７．３２７１ ３５，７７５，９９８ ３，９４８，７０８
东
与会Ａ 股股 ４４１，７８６，９６５ ４４０，８０４，１９０ ９９．７７７５ ７７３，７１７ ２０９，０５８
东
与会Ｂ 股股 １，０４４，４００，４１９ １，００５，６５８，４８８ ９６．２９０５ ３５，００２，２８１ ３，７３９，６５０
东
１．８、实施股票期权计划的程序及激励对象行权程序；

同意比例反对（ 股） 弃权（ 股）
代表股份
同意（ 股）
（％ ）
与会全体股 １ ，４８６ ，１８７ ，３８４ １ ，４４６ ，４６５ ，７７８
９７．３２７３ ３５ ，７７２ ，８９８ ３ ，９４８ ，７０８
东
与会Ａ 股股 ４４１ ，７８６ ，９６５ ４４０ ，８０４ ，１９０
９９．７７７５
７７３ ，７１７
２０９ ，０５８
东
与会Ｂ 股股 １ ，０４４ ，４００ ，４１９ １ ，００５ ，６６１ ，５８８
９６．２９０８ ３４ ，９９９ ，１８１ ３ ，７３９ ，６５０
东
１．９、公司与激励对象的权利和义务；

同意比例反对（股） 弃权（股）
代表股份
同意（股）
（％ ）
与会全体股 １，４８６，１８７，３８４ １，４４６，４５０，８７８ ９７．３２６３ ３５，７７２，８９８ ３，９６３，６０８
东
与会Ａ 股股 ４４１，７８６，９６５ ４４０，７８９，２９０ ９９．７７４２ ７７３，７１７ ２２３，９５８
东
与会Ｂ 股股 １，０４４，４００，４１９ １，００５，６６１，５８８ ９６．２９０８ ３４，９９９，１８１ ３，７３９，６５０
东
１．１０、激励计划的变更、终止及其他事项；

同意比例反对（ 股） 弃权（ 股）
代表股份
同意（ 股）
（％ ）
与会全体股 １ ，４８６ ，１８７ ，３８４ １ ，４４６ ，４５１ ，２７８
９７．３２６３ ３５ ，７８３ ，９９８ ３ ，９５２ ，１０８
东
与会Ａ 股股 ４４１ ，７８６ ，９６５ ４４０ ，７８９ ，６９０
９９．７７４３
７８４ ，８１７
２１２ ，４５８
东
与会Ｂ 股股 １ ，０４４ ，４００ ，４１９ １ ，００５ ，６６１ ，５８８
９６．２９０８ ３４ ，９９９ ，１８１ ３ ，７３９ ，６５０
东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２、《

同意比例反对（股） 弃权（股）
代表股份
同意（股）
（％ ）
与会全体股 １，４８６，１８７，３８４ １，４４６，９００，５４８
９７．３５６５ ３５ ，７８１ ，０６７ ３ ，５０５ ，７６９
东
与会Ａ 股股 ４４１，７８６，９６５ ４４０，７７０，３００
９９．７６９９
７４７ ，２８６
２６９ ，３７９
东
与会Ｂ 股股 １，０４４，４００，４１９ １，００６，１３０，２４８
９６．３３５７ ３５ ，０３３ ，７８１ ３ ，２３６ ，３９０
东
３、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比例反对（股） 弃权（股）
代表股份 同意（股）
（％ ）
与会全体股东 １，４８６，１８７，３８４ １，４４６，９２４，６３８
９７．３５８２ ３５ ，７６６ ，１９８ ３ ，４９６ ，５４８
与会Ａ 股股 ４４１，７８６，９６５ ４４０，７４０，５９０
９９．７６３１
７６２ ，４１７
３１３ ，９５８
东
与会Ｂ 股股 １，０４４，４００，４１９ １，００６，１８４，０４８
９６．３４０８ ３５ ，０３３ ，７８１ ３ ，１８２ ，５９０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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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分所
２．律师姓名：张清伟、孔雨泉
３．结论性意见：本所认为，贵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 备查文件目录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１、《
关于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
集团）股份有限公
２、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
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475 证券简称：立讯精密公告编号：2010-001

深圳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
可[2010] 1127 号文核准，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4380 万股，发行价格 28.8
元，募集资金总额 1,261,440,0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 1,198,
247,007.00 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由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6 日出
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具的信会师报字[2010]80834 号《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并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批准：公
司和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
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新安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锦绣支行于 2010 年 09
月 17 日分别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在开户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帐户。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公司在上述 5 家商业银行（
以下简称"专户开户银行"）分别开设募集资金专项存储
账户（
以下简称"专户"），各专户情况如下：
1.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帐号：5840000010120100025035,截止 2010 年 09 月
06 日专户余额为 30,000.00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内部连接器组件生产项目募集资金的存
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它用途。
2.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新安支行，帐号：755903769510889,截止 2010 年 09 月 06
日专户余额为 20,000.00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连接器生产，线缆加工生产项目募集资金
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它用途。
3.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帐号：41019400040027493,截止 2010 年 09
月 06 日专户余额为 10,000.00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技术中心扩建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
和使用，不得用作其它用途。
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帐号：4000021429201105438,截止 2010 年
09 月 06 日专户余额为 30,587.52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超募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
其它用途。
5.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锦绣支行，帐号：7413210182600003934,截止 2010 年 09
月 06 日专户余额为 30,000.00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超募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
它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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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未出现否决议案,也未增减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2010 年 9 月 17 日上午 10 点；召开地点：沈阳市沈河区热闹路 47 号公司总
部四楼会议室；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主持人：董事长孙杰。 会议的召
开符合《
公司法》、《
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2、出席的总体情况：股东及代理人 5 人，代表股份 93,558,39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 35.12％。
二、提案审议情况
1、表决方式：记名投票
2、提案表决结果：
（
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同意 93,558,39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1）表决通过了《
股，分别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
（
关于股东大会授权办理短期融资券发行的议案》（
同意 93,558,390 股、
2）表决通过了《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分别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 2010 年 9 月 2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的相关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辽宁恒敬律师事务所
律师姓名：齐群 孙健
2.负责人姓名：胡旻华
公司章程》的规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大会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
公司章程》
规定，会议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会议表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辽宁恒敬律师事务所关于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二、公司与专户开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支付结算办法》、《
人
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中信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中信证券应当依据《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
则》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
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和专户开户银行应当配合中信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中信证券每季度
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 公司授权中信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刘顺明、 刘景泉可以随时到专户开户银行查
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专户开户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
料。
保荐代表人向专户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中
信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专户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
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专户开户银行按月（
每月 5 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中信证券。 专户开户
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
按照孰低原则在
1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5%之间确定）的，专户开户银行应及时
以传真方式通知中信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中信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中信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专户开户银行，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公司、专户开户
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 因专户开户银行疏于履行及时准确提供专户资料的责任而导致中信证券不能有效
行使督导权，其相关法律后果由专户开户银行承担。
九、 专户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中信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中信证券通知专户大额
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中信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
集资金专户。
十、本协议自公司、专户开户银行、中信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
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或中信证券督导期结束之
日起失效。
深圳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年 09 月 17 日

特此公告。

证券代码：000692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九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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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2010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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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或者重大遗漏。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0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于 2010 年 9 月 17
日下午 1 点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孙杰主持，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9 月 13 日
以电话及传真方式发出。 会议应到董事 8 名，实到董事 8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
股
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董事举手表决做出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工作的实际需要，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徐朋业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为，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聘任程序符合《
公司法》、《
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特此决议。
附件：新聘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九月十八日
附件：
新聘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徐朋业 男 汉族
34 岁 中国民主建国会成员，硕士学位，毕业于东北大学工商管
理学院会计学专业，曾任沈阳东宇集团主管会计、沈阳东宇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沈
阳圣达热力供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沈阳惠涌供热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务，现任沈阳
惠涌供热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本公司副总经理。 徐朋业与本公司控股股东-沈阳供暖集团
有限公司和实际控制人-沈阳市国资委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任何形式的
惩罚，没有受到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任何形式的惩诫，目前不持有惠天热电（
000692）股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