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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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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 在确保公司全体董事充分了解会议内容的基础上， 公司 ９ 名董事在规定时间内参加了表
决。 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详见新疆中基实业股份关于 ２００９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０９ 年报专项检查的整改报告 （
年报专项检查的整改报告）；
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详见新疆中基实业股份 ２００９ 年年报
２、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报数据更正的议案（
数据更正的公告）；
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３、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持有北新路桥 １８００ 万元的股权作为质押，借款 ２ 亿元，借款期限
为两个月，补充公司番茄酱生产期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４、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人民币 １００ 万元额度内向兵团希望工程捐资助学的议
案。 董事任忠光先生、曾超先生认为公司流动资金较紧，近期不适宜实施此方案。
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２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九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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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报告更正公告

以下简称“
《
决定书》”），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
关于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报数据更正的议案》。 按照《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办法》、《
公开发行的公司信
息披露编报股则第 １９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更正事项的性质及原因说明
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根据《
决定书》要求，对《
决定书》中所列示问题进行逐一整改，对公
司 ２００９ 年报进行更正。 本次更正事项为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少确认资产减值损失
６，５８６，０４３．３８ 元，调减 ２００９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６，１３０，７１４．６１ 元。 主要原因为公司
财务人员业务水平欠缺，出现较大疏漏，未按《
企业会计准则》和会计核算的相关规定进行核
算。 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将深刻吸取教训，从强化公司内部控制入手，进一步强化专业化培
企业会计准则》，严格执行公司各项内控制度，近期公 司还将
训和规范运作教育，严格执行《
聘请专业机构进一步提升公司内控规范水平，同时按照《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年报信
息披露重大责任追究制度》对直接责任人进行了严厉处罚：责令公司主管财务的副总经理 、
财务总监限期辞职并分别处以 ５ 万元的罚款；对另外 ２ 名直接责任人也给予了降职、罚款的
处罚。 公司承诺今后将杜绝类似情况的发生，同时积极提升会计从业人员工作素质，保证公
司会计信息及时、全面、准确。
根据《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意见》及《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
则第 １９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本次年报会计差错
更正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会计差错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股东权益的影响（
单位：人民币元）
１、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更正项目

资产项目

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
预付款项

负债项目

６，７３０，７１２．６２

附注一、２、（
１）

１０，６８３，２４４．００

附注一、２、（
２）

－１９，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附注一、２、（
３）

应付账款

附注一、２、（
４）

４，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资产、负债总计

－２，０８６，０４３．３８

４，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２００９ 年度合并利润表项目
更正项目

金额

备注

资产减值损失

６，５８６，０４３．３８

净利润

６，５８６，０４３．３８

更正项目

附注一、２、（
５）

根据公司近日收到的中国证监会新疆证监局《
责令改正决定书》（
新证监局函［
２０１０］１４０ 号，

其中：未分配利润

６，１３０，７１４．６１

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于 2010 年 9 月 14 日以书面、传真及
电子邮件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关于召开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2010 年 9 月 17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 9 名董事在规定时间内通过通讯记名方式对本次会
议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及
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更换董事会秘书及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郑启家先生因身体原因，向董事会请求辞去所担任的公司副
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职务。 董事会认为：郑启家先生自公司上市起担任董事会秘书 12 年，在
公司治理、三会规范运作、信息披露以及投资者关系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公司
董事会对郑启家先生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郑启家先生所担任的公司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的离职日期为：2010 年 9 月 17 日。 公司聘请其为顾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经董事长提名，聘任范国文先生为公司董
事会秘书。 （
范国文先生的简历及联系方式附后）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经董事长提名，聘任张策先生为公司证券
张策先生的简历及联系方式附后）
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 （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范国文先生、张策先生均未因涉嫌违反证券市场法律、法规受到中国证监会的处罚。 范
国文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1000 股，所持股份将按照有关规定予以锁定。 张策先生未持有本
公司股票。
特此公告。
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九月十七日
附：范国文先生、张策先生的简历及联系方式
一、范国文先生简历：

1991 年 3 月至 1995 年 9 月
段长；

在运城地区解州铝厂电解一车间先后任班长、 大组长、工

1995 年 10 月至 1998 年 4 月
主任；

在运城地区解州铝厂办公室工作，历任厂长秘书、办公室

1998 年 6 月至 2004 年 10 月
党支部书记；

任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兼机关管理

真：0359－2800199

历任山西关铝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

张策：男， 1974 年 2 月 22 日生，汉族，山西芮城人，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 现任山西关铝
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副经理，具有董事会秘书职业资格。
1997 年 5 月至 1999 年 9 月
1999 年 9 月至 2009 年 8 月

在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电解二车间工作，任班长；

2006 年 7 月至 2009 年 8 月
2009 年 9 月至 2010 年 8 月

任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副部长；

2010 年 9 月至今
张策先生联系方式：

任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副经理。

在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工作；
任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处长；

联系地址：山西省运城市解州镇新建路 36 号
话：0359－2825490
真：0359－2800199

５５，５６６，２４８．２８

１０，６８３，２４４．００
－１９，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预付款项

４０９，９８８，１１５．４２

４２９，４８８，１１５．４２

负债总额

４，３９０，１７３，５９５．５９

４，３８５，６７３，５９５．５９

４７０，９１５，８１８．６９

４６６，４１５，８１８．６９

４，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２５，６４１，８４６．２３

１，３３２，２２７，８８９．６１

－６，５８６，０４３．３８

其中：未分配利润

１１０，５１２，１１４．３０

１１６，６４２，８２８．９１

－６，１３０，７１４．６１

少数股东权益

１６８，０１２，０４０．３８

１６８，４６７，３６９．１５

－４５５，３２８．７７

股东权益总额

４，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利润表项目
资产减值损失

９，５１２，９３３．１２

２，９２６，８８９．７４

６，５８６，０４３．３８

营业利润

－１８，０９８，４０１．０８

－１１，５１２，３５７．７０

－６，５８６，０４３．３８

利润总额

８，３８６，５８６．１１

１４，９７２，６２９．４９

－６，５８６，０４３．３８

净利润

６，５１９，０８８．９６

１３，１０５，１３２．３４

－６，５８６，０４３．３８

１９，８５６，３５８．４７

２５，９８７，０７３．０８

－６，１３０，７１４．６１

－１３，３３７，２６９．５１

－１２，８８１，９４０．７４

－４５５，３２８．７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少数股东损益

四、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报表更正前后主要财务指标对照表
报告期利润

稀释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
利润

１．８２％

２．３７％

０．０４７４

０．０６２０

０．０４７４

０．０６２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２．１２％

－１．５５％

－０．０５５３

－０．０４０６

－０．０５５３

－０．０４０６

更正后的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详见巨潮咨询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及
年度报告使用者带来的不便， 公司董事会深表歉意。 今后公司将加强年报编制过程中的审核工
作，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
特此公告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九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９７２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在确保公司全体董事充分了解会议内容的基础上，公司 ７ 名董事在规定时间内参加了表决。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
详见新疆中基实业股份关于 ２００９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０９ 年报专项检查的整改报告 （
年报专项检查的整改报告）；
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详见新疆中基实业股份 ２００９ 年年报
２、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报数据更正的议案（
数据更正的公告）。
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年九月十七日

证券简称：新中基

证券代码：０００９７２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０３４ 号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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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重大遗漏。

每股收益（
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０３３

根据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４ 日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５ 日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的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４ 日《
新疆中基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将在担保额度内为控股子公司——
—新
疆中基蕃茄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向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申请的到期信托借款继续提供保证担
保，担保金额为 １ 亿元人民币，担保期限 ９ 个月。
新疆中基蕃茄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
一、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新疆中基蕃茄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３，８３６ 万
元，其中：本公司实际出资人民币 ４７，２８０ 万元，持股比例为 ９２．３１％。住所：石河子开发区管委会办
公楼 ５－１＃，法定代表人：文勇。 目前公司主要产品为大桶蕃茄原料酱。
二、新疆中基蕃茄制品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经营情况：
控股子公司名称

业务范围

注册资本

新疆中基蕃茄制品有 大包装番茄酱的
４３８，３６０，０００．００
限公司
生产、销售

资产总额
４，２５５，４８０，７４０．９２

净利润
－１９６，１７９，１７８．５０

本次担保为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贷款资金用于控股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不会对公
司产生不利影响。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２１７，２３１．４６ 万元， 担保余额
占净资产的比例为 １３０．３３％（
其中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１３５，７２４．２５ 万元）。
特此公告。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九月十七日

股票简称： 光大证券 公告编号： 临2010-030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以下简称“
本公司”）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
8月 19 日，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光大保德信”）12%股权 （
挂牌编号为
G310SH1004790）， 光大保德信是由本公司和保德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组建的合资基金管理
公司，该股权转让项目挂牌期满日为 9 月 16 日。 9 月 17 日，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出具了编号为
挂牌项目信息反馈函》，反馈信息如下，经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对上述股权转
GF10011194-01 的《
让挂牌期间办理举牌手续的意向受让人递交的举牌资料进行初步审核， 保德信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是基本具备受让资格的唯一意向受让人， 意向受让光大保德信 12%股权， 受让价格为人民币
33,000 万元。 经审核，意向受让人保德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具备受让资格。
保德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38,700 万美元， 注册地为美国， 主要经营资产管理业
务。 保德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保德信金融集团的下属公司，保德信金融集团是一家注册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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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张策先生简历：

传

－２，０８６，０４３．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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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综合金融集团公司，为客户提供保险、共同基金、企业年金、资产管理、退休金和与退休相关的
服务和管理、房地产中介特许权及安家置业服务等金融产品和服务。
保德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受让本次股权的资格尚需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
本次股权转让后，按照财政部财会便[2009]14 号《
关于不丧失控制权情况下处置部分对子
公司投资会计处理的复函》 的规定， 本公司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将处置价款与处置长期股权投
资相对应享有光大保德信净资产的差额计入所有者权益， 调整后本公司合并报表的净利润不
受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后，本公司持有光大保德信 55%的股份，保德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光大保
德信 45%的股份。
特此公告。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九月十八日

任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电子信箱：gwfan831@126.com

电

６，７３０，７１２．６２

６６，２４９，４９２．２８

其中：应付账款

电子信箱：zhangce201@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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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双汇发展

公告编号：2010-41

股票简称： 济南钢铁 证券代码：600022 公告编号：2010－031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暨停牌公告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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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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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地址：山西省运城市解州镇新建路 36 号
传

８０５，８４５，２９７．２５

其他应收款

2009 年 9 月至今 任职于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
范国文先生联系方式：
话：0359－2825002

５，７１７，９０１，４８５．２０

８１２，５７６，００９．８７

证券代码：601788

范国文：男， 1966 年 9 月 9 日生，汉族，山西万荣人，中国共产党党员。 MBA 学历，政工
师。 现任职于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具有董事会秘书职业资格。

电

５，７１５，８１５，４４１．８２

其中：应收账款

公告编号：2010-030

2004 年 4 月至 2009 年 8 月
2004 年 6 月至 2007 年 8 月

差异

本公司及其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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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５５，３２８．７７

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调整前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２００９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更正前后对照表

证券简称：*ST 关铝

资产总额

备注

６，５８６，０４３．３８

调整后

证券简称：新中基

金额

股东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单位：人民币元
报表项目

备注

３、２００９ 年度合并股东权益变动表项目的影响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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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0

关于对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
2010 年 3 月 8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对本公司下发《
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公司部关注函[2010]第 28 号），要求公司尽快就少数股东转让股权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拟定整改方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河南省证监局的相关要求，公司于 2010 年 3 月 22
日起停牌，开始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沟通、商讨解决方案。
2010 年 4 月 1 日，本公司接到控股股东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其准备
河南双汇投资发
筹划对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的通知，本公司据此于 2010 年 4 月 2 日刊登了《
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暨停牌公告》。
在停牌期间，本公司积极推进有关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 由于重组方案涉及的程序复杂
且重组涉及资产范围较大，重组方案涉及的相关问题仍需要向有关主管部门进行持续沟通，本公
司已申请延长股票停牌时间，预计于 2010 年 10 月 11 日复牌。目前，本公司正继续积极开展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待有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及时披露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 Ｏ 一 Ｏ 年九月十七日

证券简称： 武汉中商

本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9 日在《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同时披露了《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暨停牌公告》，因山东钢
以下简称"山钢集团"）正在筹划与公司相关的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本公司
铁集团有限公司（
股票已按有关规定停牌。
目前， 山钢集团仍在就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有关问题与相关部门进行政策咨询及方案
论证，因此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每周发布一次重大事项进展
公告。 待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敬请各位投资者谅解。
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指定报刊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十八日

公告编号： 临2010－036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一○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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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公司董事会于 2010 年 9 月 3 日收到公司大股东
武汉商联（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书面提交的《
关于增加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提议于 2010 年 9 月 17 日召开的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股东大会增加 《
关于〈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
关于本次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
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的有关财务报告和盈利预测报告的议案》四项临时提案。 公司董事会于 2010 年 9 月 4 日发
出《
关于增加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公告》和更新后的《
召开 2010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0 年 9 月 17 日（
星期五）下午 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10 年 9 月 16 日至 2010 年 9 月 17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0 年 9 月 17 日上午 9:30－11:30，下
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0 年 9 月 16 日下午
15:00 至 2010 年 9 月 17 日 15:00。
2、股权登记日：2010 年 9 月 10 日
武昌区中南路 9 号）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总部中商广场 47 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郝健先生
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深圳证
7、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股份共计 120,
216,77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251,221,698 股的 47.85％。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
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
一）逐项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向武汉团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议案》。
1、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 股），每股面值为 1.00 元人民币。
表决结果：同意票代表股份 120,153,776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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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777 股的 99.95%，反对票 2,401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弃权
票 60,6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
2、发行股份的对象、认购方式和购买的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的对象：武汉团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认购股份的方式和购买的资产：公司本次向团结集团发行的股份由团结集团以其拥有的销品
茂 49%的股权为对价认购。
表决结果：同意票代表股份 120,153,776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20,
216,777 股的 99.95%，反对票 2,401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弃权
票 60,6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
3、标的资产的价格和定价方式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作价以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湖北众联"）出具的鄂
众联评报字 [2010] 第 090 号评估报告所确定的评估值为依据， 双方确定的交易价格为 33,
821.45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票代表股份 120,153,776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20,
216,777 股的 99.95%，反对票 2,401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弃权
票 60,6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
4、股份发行价格和定价方式
本次发行的价格为 8.27 元/股，根据不低于定价基准日（
即第七届第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的原则确定。
在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
事项，则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对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票代表股份 120,153,776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20,
216,777 股的 99.95%，反对票 2,401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弃权
票 60,6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
5、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的股份数量为 40,896,556 股，系按照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来确定，即：股份发行
数量＝标的资产交易价格÷8.27。
在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
事项，则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对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并根据前述发行数量
计算公式相应调整股份发行数量。
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表决结果：同意票代表股份 120,155,476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20,
216,777 股的 99.95%，反对票 2,401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弃权
票 58,9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
6、锁定期及上市地点
团结集团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所认购的本公司的股票，在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如证券监管部门对此有其他要求的，按照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
办理。 在锁定期届满后，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票代表股份 120,153,776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20,

股票代码：600325
债券代码：122028

证券简称： 智光电气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０３４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８９，３５９，５４６ 股。
２、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及前期解除限售情况
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２５５ 号文核准，公司首次向社会公
众公开发行股份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 股， 并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９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５１，０８０，０００ 股，发行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 ６９，０８０，０００
股。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 ６９，０８０，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公司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２ 股，合计送红股 １３，８１６，０００ 股。 送股前公司
总股本为 ６９，０８０，０００ 股，送股实施后总股本为 ８２，８９６，０００ 股。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２００８ 年度公司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公司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８２，８９６，０００ 股为基数，用
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共计转增 ８２，８９６，０００ 股，上述方案实施完毕后，公司总
股本增加至 １６５，７９２，０００ 股。
２、历次股份解除限售情况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２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解除限售 １０，６１６，２２７ 股，上市流
通日为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９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解除限售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股， 上市
流通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目前公司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为 ８９，３５９，５４６ 股。
二、相关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股东广州市金誉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李永喜、芮冬
阳、韩文、姜新宇、王卫宏、杨旭、刘勇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
股份；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李永喜、芮冬阳、韩文、姜新宇、王卫宏、杨旭、刘勇
承诺：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２５％；且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
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
包

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上述承诺得到严格的遵守和执行。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流通上市安排
１、本次限售股份可流通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的股份总数为 ８９，３５９，５４６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３．９０％。 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流通情况如下表：
序号

股东全称

１

广州市金誉实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２

216,777 股的 99.95%，反对票 2,401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弃权
票 60,6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
7、标的公司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销品茂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运营所产生的盈利由武汉中商享有。 如在评估基准
日至交割日期间产生了亏损，则在亏损数额经审计确定后的三十日内且在武汉中商就本次发
行验资之前，由团结集团按持股比例（
49.00%）向武汉中商以现金方式补足。
表决结果：同意票代表股份 120,153,776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20,
216,777 股的 99.95%，反对票 2,401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弃权
票 60,6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
8、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在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公司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后的
股份比例共享。
表决结果：同意票代表股份 120,153,776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20,
216,777 股的 99.95%，反对票 2,401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弃权
票 60,6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
9、目标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不履行、不完整履行或者履行《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补充协议》中关于目标资产权属转移的约定不符合约定的条件或方式，则构成违约，违约的一
方均应当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
表决结果：同意票代表股份 120,153,776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20,
216,777 股的 99.95%，反对票 2,401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弃权
票 60,6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
10、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决议自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但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本次发行的核准文件，则该有效
期自动延长至本次发行完成日。
表决结果：同意票代表股份 120,153,776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20,
216,777 股的 99.95%，反对票 2,401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弃权
票 60,6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
上述议案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二）审议通过《
关于与团结集团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
表决结果：同意票代表股份 120,028,193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20,
216,777 股的 99.84%，反对票 2,401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弃权
票 186,183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
（
三）审议通过《
关于与团结集团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代表股份 119,905,593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20,
216,777 股的 99.74%，反对票 1,001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弃权
票 310,183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
（
四）审议通过《
关于与团结集团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盈利补偿协议>的议案》。

持有限售股份数（
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股）

备注

６０，１２１，５９４

６０，１２１，５９４

芮冬阳

５，５５４，０８０

５，５５４，０８０

３

李永喜

４，８００，０００

４，８００，０００

４

刘勇

４，４４３，２６４

４，４４３，２６４

副总经理

５

韩文

４，４４３，２６４

４，４４３，２６４

董事、副总经理

６

杨旭

３，３３２，４４８

３，３３２，４４８

制造中心总经理

７

王卫宏

３，３３２，４４８

３，３３２，４４８

总工程师

８

姜新宇

３，３３２，４４８

３，３３２，４４８

副总经理

副董事长、
总经理
董事长

注：李永喜先生、芮冬阳先生、韩文先生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担任公司董事；李永喜先生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为董事长，芮冬阳先生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为副董事长兼总经理，韩文先生、刘勇先生和姜新
宇先生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为副总经理，杨旭先生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选举为制造中心总经理。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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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对上述股东不存在违规担保。
五、备查文件
１、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保荐机构核查报告
３、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 ０９ 月 １８ 日

股票简称： 华发股份
债券简称：09 华发债

表决结果：同意票代表股份 119,905,593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20,
216,777 股的 99.74%，反对票 1,001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弃权
票 310,183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
五）审议通过《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
重大资产重组有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代表股份 119,905,593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20,
216,777 股的 99.74%，反对票 1,001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弃权
票 310,183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
六）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
（
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代表股份 119,905,593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20,
216,777 股的 99.74%，反对票 1,001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弃权
票 310,183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
（
七）审议通过《
关于本次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代表股份 119,897,093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20,
216,777 股的 99.73%，反对票 1,001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弃权
票 318,683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
（
八）审议通过《
关于〈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代表股份 119,897,093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20,
216,777 股的 99.73%，反对票 1,001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弃权
票 318,683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
（
九） 审议通过 《
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有关财务报告和盈利预测报告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代表股份 119,897,093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20,
216,777 股的 99.73%，反对票 1,001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弃权
票 318,683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顾恺、余学军
（
（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
序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
一）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
二）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关于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Ｏ 一 Ｏ 年九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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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02 证券简称： 莱钢股份 公告编号： 临2010-032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局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十二次会议通知已于 2010 年 9 月 7 日
以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0 年 9 月 17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经董事局十一位董事以传真方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以十一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项目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为满足华发新城六期、华发山庄、云湖翠谷项目开发需要，同意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珠海华福商贸发展
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40000 万元， 公司以现金增资， 增资完成后注册资本相应变更为人民币
50000 万元；同意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珠海华耀商贸发展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109000 万元，公司
以现金增资，增资完成后注册资本相应变更为人民币 110000 万元；同意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珠海华茂房地
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64308.09 万元，公司以现金增资，增资完成后注册资本相应变更
为人民币 65000 万元。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一〇年九月十八日

所网站同时披露了《
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暨停牌公告》，因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山钢集团"）正在筹划与公司相关的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本公司股票已按有关规定
停牌。
目前，山钢集团仍在就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有关问题与相关部门进行政策咨询及方案论
证，因此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每周发布一次重大事项进展
公告。 待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敬请各位投资者谅解。
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指定报刊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十八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并
本公司及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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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
本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9 日在《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遗漏负连带责任。

证券代码：000043

证券简称： 中航地产

公告编号：2010-43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二○一○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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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2010 年 9 月 17 日上午 9:00
2、股权登记日：2010 年 9 月 10 日
3、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振华路 163 号飞亚达大厦西座六层公司第一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董事长仇慎谦先生因工作原因不能出席会议，由公司过
6、主持人：公司董事总经理石正林先生（
半数董事推举）
公司法》、《
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7、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5 人，持有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11,549,
086 股，占公司总股份 222,320,472 股的 50.17%。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经过记名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
关于提名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议案》，选举王建新先生、武建设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根据《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规

定，本次独立董事选举采取累积投票的办法。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1）以 111,549,086 股同意（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 股弃权（
占参加会议有
0 股反对（
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选举王建新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2）以 111,549,086 股同意（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 股弃权（
占参加会议有
0 股反对（
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选举武建设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黄劲业律师、王翠萍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详见附件）。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本次股东大会全套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九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