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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司和桐君阁共同对太极大药房进行增资，增资价格在太极大药房 ２００９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基
础上，同时考虑了目前太极大药房已经拥有直营药房 ４１ 家、加盟药房 １０４５ 家市场资源等因素，经协商作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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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为 ２ 元／股。其中：（
１）公司出资 １６００ 万元，折为股份为 ８００ 万股；（
２）桐君阁出资 １４００ 万元，折为股份 ７００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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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资后，太极大药房注册资本将由 ５００ 万元变更为 ２０００ 万元，其中：（
１）桐君阁持股 １１００ 万股，占注
册资本的 ５５％；（
２）公司持股 ９００ 万股，占注册资本的 ４５％。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０ 票，反对 ０ 票

重庆太极实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０

四、关于处置两路口房产的议案

日发出，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１５ 人，实到董事 １１ 人，公司独立董事宋瑞霖、
时德、杨胜利因工作原因未能参会，其中宋瑞霖和时德委托独立董事朱建碧代为表决，杨胜利委托独立董

为提高资产使用效率，盘活公司闲置资产，公司拟将位于重庆市渝中区两路口名为“
黄埔大厦”的房产
（
以下简称：两路口房产）对外处置。 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事刘定华代为表决；董事张戎梅因出差，委托董事万荣国代为表决。 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

１、两路口房产基本情况
拟处置的两路口房产，位于重庆市渝中区重庆村 １ 号，建筑面积 ３０６０９．２１ 平方米（
含车库 ３０８０．０２ 平

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太极集团重庆涪陵制药厂有限公司整体吸收合并重庆太极医药工业有限公司的议案

方米）。 该项目由重庆市兆和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兆和公司）取得土地使用权并负责立项和各项报批

重庆太极医药工业公司（
以下简称：医药工业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目前无生产经营，主要资产为

工作，房屋（
地面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由公司出资建造， ２００４ 年项目建成后一直由公司使用。

土地 １０８５．８２ 亩。 为了整合集团内部资源，盘活公司土地资源，根据涪陵区人民政府关于“
退城进园”的整体

２、兆和公司基本情况
兆和公司注册资本为 ８００ 万元，由公司控股股东太极集团有限公司和公司出资组建，其中：（
１）太极集

工业产业规划，公司拟阶段性介入房地产项目。 为了便于项目运作，公司全资子公司太极集团重庆涪陵制
药厂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涪药司）拟整体吸收合并医药工业公司股权。 现将有关事宜汇报如下：

团有限公司出资 ４０８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５１％；（
２）公司出资 ３９２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４９％。

１、整体吸收合并前医药工业公司和涪药司的基本情况

３、两路口房产处置方案
鉴于两路口房产修建的资金主要来自公司，公司又持有兆和公司 ４９％的股权。 经协商，公司拟将修建

（
１）医药工业公司的基本情况
医药工业公司注册资本为 ３５０００ 万元，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股权结构为：公司持有 ３４，９５０ 万股，

两路口大厦形成的资产，经评估后作价 ９００２．１７ 万元出售给兆和公司，后再与公司控股股东太极集团有限

占注册资本的 ９９．８６％，涪药司持有 ５０ 万股，占注册资本的 ０．１４％。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医药工业公司

公司一并将兆和公司的股权以承债方式整体对外挂牌转让。 受让方承担兆和公司的全部债务，将对公司的

总资产 ６８７８３．４９ 万元，净资产为 ６８６７９．７４ 万元，净利润为－２８０ 万元。

债务 ９００２．１７ 万元和股权转让款一同支付给公司。

医药工业公司的资产为土地资产 １０８５．８２ 亩。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６ 票，反对 ０ 票

（
２）、涪药司基本情况
涪药司注册资本 ５２４００ 万元， 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涪药司总资产为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具体办理完善相关手续。
五、关于将公司职工住房处置给职工的议案
为了积极盘活公司非生产性存量资产，着力降低财务费用，妥善解决职工居住公司住房多年而一直未

２２０１７１．８０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０１７８５．８６ 万元，净利润为 ６４６７．２４ 万元。

享受房改政策的遗留问题，经重庆市涪陵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２、吸收合并方案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拟将职工住房在住房成本价的基础上优惠处置给职工，经初步估计，本次处置

公司将持有医药工业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涪药司，转让价格以医药工业公司 ２００９ 年经审计的每股

职工住房资产净值成本约为 １０４６９ 万元，公司将获得收入约为 ８８５１ 万元。

净资产为依据，转让价格为 ２ 元／股，转让总价款为 ６９，９００ 万元。

提请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完善相关手续。

转让后医药工业公司成为涪药司的全资子公司，涪药司再整体吸收合并医药工业公司的股权。 同时，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０ 票，反对 ０ 票

同意涪药司在经营范围上增加“
房地产开发”项目。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０ 票，反对 ０ 票

六、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二、关于同意全资子公司太极集团重庆涪陵制药厂有限公司在李渡工业园区征地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０ 票，反对 ０ 票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涪陵区人民政府关于“
退城进园”的整体工业产业规划，因公司全资子公司太极集团重庆涪陵制

董 事 会

药厂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涪药司）生产厂位于涪陵主城区，为此，涪药司拟在重庆市涪陵区李渡工业园区

二 Ｏ 一 Ｏ 年九月十七日

征地用于建设新厂区。 现将有关事宜汇报如下：

证券代码：６００１２９

经与重庆市涪陵区李渡新区管委会初步协商，涪药司拟在李渡工业园区征地 １５０ 亩，其中：工业用地

证券简称： 太极集团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２３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１００ 亩，单价为 ２８ 万元／亩，征地费用为 ２８００ 万元；商业用地 ５０ 亩，单价为 ７０ 万元／亩，征地费用 ３５００ 万
元，以上征地费用合计 ６３００ 万元。
提请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完善相关手续。

本公司及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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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０ 票，反对 ０ 票
三、关于对四川太极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为了解决四川太极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太极大药房）在直营药房发展过程中资本金不足
的问题，最终实现公司下属子公司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桐君阁）的商业终端网络建设“
千

重要提示

即：拟用 ３ 年时间，建成直营药房 １０００ 家、加盟药房 １００００ 家），公司拟对太极大药房进行增
家万店”目标（

以下简
１、公司拟将修建两路口大厦形成的资产，作价 ９００２．１７ 万元出售给重庆市兆和实业有限公司（
称：兆和公司），后再与公司控股股东太极集团有限公司一并将兆和公司的股权以承债方式整体对外挂牌

资，具体事项如下：

转让。

１、太极大药房增资前基本情况如下：
太极大药房注册资本为 ５００ 万元，其中：桐君阁出资为 ４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８０％；公司出资 １００ 万
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０％。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太极大药房总资产为 ２６６８．１ 万元，净资产为 ５５９．７５ 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６３３５．５２ 万元，净利润为 １０．２３ 万元。

为规范产权关系，盘活公司闲置资产。 经协商，公司拟将修建两路口大厦形成的资产，经评估后作价
９００２．１７ 万元出售给兆和公司，后再与公司控股股东太极集团有限公司一并将兆和公司的股权以承债方式

２、本次增资情况如下：

整体对外挂牌转让。 受让方承担兆和公司的全部债务，并将兆和公司对公司的债务 ９００２．１７ 万元和股权转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由于太极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规定，上述交易为关联交易。 按照《
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修订）》规定：上市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３，０００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 ５％以上的关联交易，除应当披露外，还应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处置两路口房产的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案》。 董事会就上述关联交易表决时，公司关联董事白礼西先生、李志超先生、艾尔为先生、朱明希先生、秦
少容女士、张戎梅女士进行了回避。 其他非关联董事就上述关联交易均表决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
立意见。
二、关联方介绍
１、太极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重庆市涪陵区太极大道 １ 号。
法定代表人：白礼西
注册资本：３４２３３．８ 万元
主营业务：销售：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原料药及其制剂、生化药品、中成药、生物制品、中药材、
中药饮片（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保健食品、保健用品、饮品、医疗器械；医疗包装制品加工，货物、
技术进出口业务（
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法规限制的取得许可后经营）；中草药种植；旅游开发；房
地产开发。
与公司关系：太极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２、重庆市兆和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渝中区两路口新村 ４ 号 。
法定代表人：白礼西
注册资本：８００ 万元
不含稀贵金属），汽车零部件，摩托车零部件，电
主营业务：玻璃器皿加工；销售五金，百货，金属材料（
器机械及器材，家用电器，建筑材料和化工原料（
不含化学危险品），文体用品，服装。
与公司关系：同受太极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三、交易标的情况
含车库 ３０８０．０２ 平
１、拟处置的两路口房产位于重庆市渝中区重庆村 １ 号，建筑面积 ３０６０９．２１ 平方米（
方米）。 该项目由重庆市兆和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兆和公司）取得土地使用权并负责立项和各项报批
工作，房屋（
地面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由公司出资建造， ２００４ 年项目建成后一直由公司使用。
２、兆和公司注册资本为 ８００ 万元，由公司控股股东太极集团有限公司和公司出资组建，其中：（
１）太极
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４０８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５１％；（
２）公司出资 ３９２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４９％。
四、关联交易内容
为规范产权关系，盘活公司闲置资产，提高资产使用效率。 经协商，公司拟将修建两路口大厦形成的资
产，经评估后作价 ９００２．１７ 万元出售给兆和公司。 出售后，公司再与公司控股股东太极集团有限公司一并将
兆和公司的股权以承债方式整体对外公开挂牌转让。 受让方承担兆和公司的全部债务，并将对公司的债务
９００２．１７ 万元和股权转让款一同支付给公司。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资产处置有利于规范产权关系，盘活公司闲置资产和提高资产使用效率。
独立董事意见：本次处置两路口房产有利于规范产权关系，盘活公司闲置资产和提高资产使用效率。
本次资产的处置价格通过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事务所评估，并将实行对将外公开挂牌出让，未发现有损
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１、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重康评报字 【
２、 重庆华康资产评估土地房产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 （
２０１０】 第 １３４
号）。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 一 ０ 年九月十七日
：６００１２９
：
：２０１０－２４

证券简称： 建研集团

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二、会议通知情况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在 2010 年
《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8 月 28 日《
三、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星期五）上午 9：30 分
2、会议时间：2010 年 9 月 17 日（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蔡永太先生
4、会议召开地点：厦门市湖滨南路 64 号厦门市工程检测中心有限公司实验楼五楼会议室
5、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有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关规定。
四、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45 名，代表股份总数 82,113,25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43 %。
五、会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经过认真审议， 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逐项
表决，并通过决议如下：
（
一）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成员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表决制选举蔡永太先生、李晓斌先生、麻秀星女士、叶斌先生、彭志兵先
生、桂苗苗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成员。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1 选举蔡永太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所获得的表决权总数为 82,811,650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85%；
1.2 选举李晓斌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所获得的表决权总数为 82,811,650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85%；
1.3 选举麻秀星女士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所获得的表决权总数为 81,414,850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5%；
1.4 选举叶斌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所获得的表决权总数为 82,811,650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85%；
1.5 选举彭志兵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所获得的表决权总数为 81,414,850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5%；
1.6 选举桂苗苗女士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所获得的表决权总数为 81,414,850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5%。
上述非独立董事成员候选人均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当
选为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成员。
（
二）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表决制选举张益河先生、黄锦泉先生、卢永华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2.1 选举张益河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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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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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０４２

漏。

2、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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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编号：201 0- 04 7

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７ 名，实际参加表决
董事 ７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朱胜利先生主持。 会议经通
讯方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漏。

本公司及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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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票是否涉及融资融券业务：否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召集人：董事会
２、会议召开时间：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上午 １０：００
３、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渝北区龙塔街道黄龙路 ３８ 号公司会议室
４、会议方式：现场表决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处置两路口房产的议案
具体议案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８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证
券日报》上的《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公告》。
三、出席人员：
１、凡在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股东。
２、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书面授权委托他人代理出席和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三、出席会议登记办法：
１、国有法人股股东、其他法人股股东凭法人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２、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到公司证券部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必须持有授权委托
书、委托人身份证、代理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上午 ９：３０－－１１：３０，下午 ２：００－－５：００）。
３、登记时间：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四、本次会议时间半天，与会者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五、公司联系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塔街道黄龙路 ３８ 号公司证券部。
邮编：４０１１４７
联系电话（
传真）：０２３－８９８８６１２９
联系人：徐旺 袁衎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 一 ０ 年九月十七日
附：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女士）代表本人（
或本单位）出席重庆太极实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会议议案行使如下表决权，本人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
无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权（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关于处置两路口房产的议案

１

同意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
同意”、“
反对”、“
弃权”项前的方格内选择一项用“
√”明确授意受托人投
委托人姓名（
法人单位盖公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号码：

委托日期：

受托人姓名：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２、徐州九洲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无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２、本公司所持子公司堆花贸易 １００％的股权转让给徐州九洲后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资产状况没有
不良影响。
３、堆花贸易是以酒类、纯净水的销售为主的贸易类公司，主要资产为货币资金和应收款项，无生产设

５、堆花贸易法定代表人：乔贵生
均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６、堆花贸易最近财务状况（
或 ２００９ 年 １－１２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月）

或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２０１０年 １－５ 月（
日）

股权转让价格为 １４，５８４，１５４．０３ 元。 同时，子公司江西堆花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所欠本公司 １６，７７７，２０６．６５

项目

万元的债务由受让方徐州九洲贸易有限公司承担偿还连带责任（
具体情况详见“
威达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

资产总额

３８，０２９，４５４．５３

３５，８７４，０６６．１２

司关于子公司股权转让公告”）。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班子具体办理股权转让的相关事项。

负债总额

２３，５７９，０１８．８５

２１，２８９，９１２．０９

净资产

１４，４５０，４３５．６８

１４，５８４，１５４．０３

销售收入

３，７１４，６３７．９５

１，１７９，０５７．８８

０．００

０．００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威达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０００６０３

公司简称：﹡ ＳＴ 威达

净利润

董事会

以上对比表明，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需经股东大会审批。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６ 日天健正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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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
天健正信审（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堆花贸易 １－５ 月份出具的《
２０１０）ＮＺ 字第 ０４０１９１ 号）为无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０４３

保留意见报告。

威达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股权转让公告

７、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
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本公司未对该公司提供担保，未委托该公司理财。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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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以下简称“
公司”、“
本公司”）所持子公司江西堆花贸易有限
１、交易内容：威达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堆花贸易”）１００％的股权，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１４，５８４，１５４．０３ 元。

１、交易各方
转让方：本公司
受让方：徐州九洲
２、合同签署日期：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３、交易内容：本公司将所持堆花贸易 １００％股权转让给徐州九洲
４、交易金额：人民币 １４，５８４，１５４．０３ 元

２、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

５、合同生效条件：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并经甲方董事会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后生效。

３、本次转让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资产状况没有不良影响。

６、定价政策：本次交易价格，以最近一期审计报告为参考，经甲、乙双方协商确定。

４、需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此次股权转让不需经股东大会审批。

７、截至本协议签订日，堆花贸易欠本公司 １６，７７７，２０６．６５ 元，此项欠款应由堆花贸易归还；同时受让

一、交易概述
以下简称“
徐州九洲”），交易金额
１、本公司将所持堆花贸易 １００％股权转让给徐州九洲投资有限公司（
为人民币 １４，５８４，１５４．０３ 元。 此次股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
关于公司拟
２、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转让江西堆花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股权的议案》， 授权公司经营班子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
事务所对堆花贸易进行审计，以经审计的净资产 １４，５８４，１５４．０３ 元作价确定股权价值，以及子公司江西堆
花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所欠本公司 １６，７７７，２０６．６５ 元的债务由受让方徐州九洲贸易有限公司承担偿还连带
转让的相关事项。 （
董事会决议内容请见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在《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证券
日报》、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六届二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本公司与徐州九洲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向徐州九洲转让堆花贸易 １００％股权，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１４，

方承诺，若堆花贸易无法清偿此项债务，受让方将负责代为清偿，并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日起 １５ 日内
（
包括协议签订日）归还本公司 １６，７７７，２０６．６５ 元。 受让方代为清偿后，堆花贸易应付本公司的欠款即清偿
完毕，而堆花贸易应付受让方的欠款为 １６，７７７，２０６．６５ 元。 交易双方约定，在本公司收到受让方支付的股
权转让款 １４，５８４，１５４．０３ 元及堆花贸易 １６，７７７，２０６．６５ 元欠款后，方可办理堆花贸易的股权过户手续。
五、特别说明
１、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２、董事会对交易对方的支付能力及该等款项收回的或有风险作出的判断和说明。
经董事会核查，根据交易对方的资产、财务、经营和资信状况，交易对方有能力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相关
款项，本次转让不存在或有风险。
３、此次股权转让资金将用于经营业务的调整和解决公司债务。
六、转让股权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１、本次股权转让是公司经营业务调整和解决公司债务的需要，并为化解公司长期投资的风险。
２、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将收回堆花贸易全部欠款 １６，７７７，２０６．６５ 元，对本公司的经营损益没
有影响，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资产状况没有影响。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徐州九洲注册地址：徐州市关庄 ３＃－６－１０１

股权转让协议》；
２、公司与徐州九洲签订的《

徐州九洲法定代表人：杨利兵

专项审计报告》。
３、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徐州九洲注册资本：１０００ 万元

威达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徐州九洲成立时间：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８ 日

董事会

徐州九洲主营业务：商业项目投资；投资理财信息咨询服务；经济贸易信息咨询服务；抵押贷款信息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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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表决权的 0.14%。
议项六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同意 86,564,804 股，占总有效表决权的 99.86%股；反对 0 股；弃权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的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25,100 股，占总有效表决权的 0.14%。

1、召开时间：2010 年 9 月 17 日上午 9 点。
珠海九洲大道 1146 号海珠大厦 4 楼）。
2、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股，占总有效表决权的 0.14%。

证券简称： 登海种业

议项七 募集资金的用途：同意 86,564,804 股，占总有效表决权的 99.86%股；反对 0 股；弃权 125,100

4、召集人：公司董事局。

股，占总有效表决权的 0.14%。

5、主持人：董事黄志华先生。

议项九 决议的有效期：同意 86,564,804 股，占总有效表决权的 99.86%股；反对 0 股；弃权 125,100 股，
占总有效表决权的 0.14%。

公司法》、《
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6、会议的召开符合《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 4 人，代表股份 86,689,904 股，占公司总股本 25.13%。 公司部分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法律顾问出席了会议。

3、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局全权办理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 86,564,804 股， 占总有效表决权的 99.86%股； 反对 0 股； 弃权 125,100 股， 占总有效表决权的
0.14%。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4、 关于珠海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与珠海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开展购销合作业务的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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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告号：201 0- 023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确定董事薪酬津贴标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108,756,58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刊登了《
关于召开 2010
●公司于 2010 年 8 月 28 日在《

议案

1、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证券代码：00204 1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议项八 发行债券的上市：同意 86,564,804 股，占总有效表决权的 99.86%股；反对 0 股；弃权 125,100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权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0%。
三、律师见证情况

同意 86,689,90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同意 86,689,90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关于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其中：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议项一 发行规模：同意 86,564,804 股，占总有效表决权的 99.86%股；反对 0 股；弃权 125,100 股，占总

2、律师姓名：易朝蓬、陈坚；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事项、对议案的表决程序及形成的决议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9 月 17 日上午 9：00 在山东登

大会真实、合法、有效。

定，召集和出席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及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结果合法

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培训中心三楼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6 人， 代表股份 108,756,

五、备查文件

有效。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
587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 176,000,000 股的 61.79%%，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1、经出席会议的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关规定。

2、康桥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二○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有效表决权的 0.14%。
议项二 债券期限：同意 86,564,804 股，占总有效表决权的 99.86%股；反对 0 股；弃权 125,100 股，占总
有效表决权的 0.14%。
议项三 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同意 86,564,804 股，占总有效表决权的 99.86%股；反对 0 股；弃权 125,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100 股，占总有效表决权的 0.14%。
议项四 发行方式：同意 86,564,804 股，占总有效表决权的 99.86%股；反对 0 股；弃权 125,100 股，占总

董事局
2010 年 9 月 18 日

康桥律师事务所宫香基律师、 孙爱荣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 《
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二○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会议召集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审议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大会由副董事长毛丽华女士主持。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

特此公告。

次会议。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康桥律师事务所宫香基律师、孙爱荣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000688

证券简称：* S T 朝华

证券代码：6001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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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相关公告；

因朝华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2004 年、2005 年、2006 年连续三年亏损，公司股票

公司已将资产重组的有关文件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证监会"）；

证券简称： 亚盛集团

编号： 临201 0- 032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09 年 12 月 14 日公司召开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重组方案， 按照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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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 2007 年 5 月 23 日被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实施暂停上市。 2008 年 4 月 25 日公司公布了

为满足重组相关报告的时效性，公司又将报告基准日调整至 2010 年 4 月 30 日，并重新制作更新了相

《
2007 年年度报告》，经审计的年度财务会计报告显示公司实现盈利，故按照有关规定，公司在 2008 年 5

关报告， 且经 2010 年 7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重大资产重组标

月 5 日向深交所递交了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及材料，公司分别于 2008 年 5 月 7 日和 5 月 9 日收到深交所

的资产交易作价、关于签署《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补充协议、签署《
业绩补偿协议》及交易涉及的相关财

重要内容提示：

正式受理本公司关于恢复股票上市的申请和要求公司补充提交材料的函。 深交所将依据相关规定作出是

务报告及盈利预测报告的议案(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0 年 7 月 22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否核准其股票恢复上市申请的决定。

潮资讯网上的《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依照相关规定，公司已将调整后的重组相关文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件报送证监会。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重大重组
2008 年 4 月，公司与重组方甘肃建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新集团")签订了《

董事会
2010年 9 月 17 日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公告编号：201 0- 031 号

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恢复上市进展公告
漏。

弃权

票，其它空格内划“
—”。

计，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子公司江西堆花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的股权价值为 １４，５８４，１５４．０３ 元，

企业性质：有限公司（
自然人独资）

有效表决权的 0.14%。

反对

４、堆花贸易注册资本：４６２ 万元

为满足公司业务调整、解决公司债务和化解长期投资风险的需要，董事会同意本公司向徐州九洲贸易
有限公司转让子公司江西堆花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的股权。 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

徐州九洲投资有限公司

议项五 发行对象：同意 86,564,804 股，占总有效表决权的 99.86%股；反对 0 股；弃权 125,100 股，占总
一、重要提示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备、土地等固定资产。

一、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拟转让江西堆花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股权》的议案。

１、基本情况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会议方式：现场表决

１、交易标的：本公司所持子公司堆花贸易 １００％的股权。

二、交易对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证券简称： 珠海港

● 股权登记日：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 ８９，３８２，６４２．２５ 元，负债总额 ５０，００５，１００．００ 元，净资产 ３９，３７７，

５８４，１５４．０３ 元。

证券代码：000507

● 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渝北区龙塔街道黄龙路 ３８ 号公司会议室

５４２．２５ 元，净利润－６２２，４５７．７５ 元。

责任，本公司与受让方徐州九洲商谈确定股权转让价格，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及按照有关程序办理股权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年九月十七日

● 会议召开时间：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上午 １０：００。

最近一期财务状况（
未经审计）：

威达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以传真方式召开了六届二十一次董事会会议。 本

其所获得的表决权总数为 82,811,650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85%；
2.2 选举黄锦泉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所获得的表决权总数为 81,414,850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5%；
2.3 选举卢永华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所获得的表决权总数为 82,113,250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均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当选为本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综上，蔡永太先生、李晓斌先生、麻秀星女士、叶斌先生、彭志兵先生、桂苗苗女士与张益河先生、黄锦
泉先生、卢永华先生 9 人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算。
（
三）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表决制选举林燕妮女士、郭元强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3.1 选举林燕妮女士担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其所获得的表决权总数为 82,113,250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3.2 选举郭元强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其所获得的表决权总数为 82,113,250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上述监事候选人均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当选为本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新当选的股东代表监事林燕妮女士和郭元强先生与公司另一职工代表监事刘静颖女士共同组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算。
（
四）审议通过了《
关于同意公司及子公司进行银行融资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 45 人，代表股份 82,113,250 股，占与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表决结果为通过。
（
五）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子公司进行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 45 人，代表股份 82,113,250 股，占与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表决结果为通过。
（
六）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子公司常青树建材(福建)开发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 43 人，代表股份 78,714,85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86 %；反对 1 人，代表股份 698,4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5 %；弃权 1
人，代表股份 2,700,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9%。 表决结果为通过。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公司已刊载于 2010 年 8 月 28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发表意见如下：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
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重要内容提示：

询服务；建筑工程用机械及配件、电子产品销售。

威达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二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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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 准确和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股票简称太极集团

重庆太极实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６０３

证券代码：002398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让款一同支付给公司。

股票代码

２、以上交易属于关联交易，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议案。
一、关联交易概述

B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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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现场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审议通过了《
关于申请发行 8 亿元人民币中期票据的议案》
572,779,403 股同意， 同意股份数占现场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0 股反对；0 股弃权；0
股回避。
三、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张晋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相关事宜之意向性协议书》，根据该协议，公司协调相关各方进行了环保核查、矿产资源贮量核查、国土确

截止本报告日，因公司拟实施的重大资产重组尚未实施完毕，故公司补充申请恢复上市的材料尚在准

甘肃亚盛实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9 月 17 日上午 9 时在

权等手续，并聘请中介机构完成了重大重组所涉及相关资产的审计、评估（
矿权评审）及相关资产的盈利预

备过程中且未提交深交所。 公司将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定积极准备提交补充申请恢复上市的资料，并根据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秦安路 105 号亚盛大厦东 12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召集人为董事会，主持人为张海

测报告等工作；

后期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副董事长。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 4 人，所持和代理股份总数为 572,779,403 股，占公司

四、备查文件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736,991,221 股的 32.98%，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1、2010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
证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

2、法律意见书

法有效。

特此公告

2009 年 11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向建新集团、建银国
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深圳市港钟科技有限公司三家资产出售方以非公开发行股份为对价购买其在内
蒙古东升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80%的股权、 内蒙古临河新海有色金属冶炼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安

若本公司恢复上市申请最终未能获得深交所的核准，本公司的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徽凤阳县金鹏矿业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以及在甘肃建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合计 100%的股权等有

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重大资产重组议案(具体详见公司于 2009 年 11 月 10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董事会

讯网上的《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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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议案具体内容已于 2010 年 9 月 2 日分别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九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