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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００２０３１

证券简称： 巨轮股份

股票简称： 实益达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０２１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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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会议通知发出的时间和方式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０ 日以书面、 传真送达或专人送达的
方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及部份高管。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３０ 在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
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会议；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和《
广东
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要求。 会议由董事长吴潮忠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陈章锐先生、郑伍昌先
生、孟超先生、王哲生先生和黄晓鸿先生，财务总监林瑞波先生等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全体董事对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进行了认真讨论，会议采取逐项审议、集中表决、记名投票的方式
形成如下决议：
董事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
１、 会议以 ９ 票赞成，０ 票反对，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
告》的议案；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二 Ｏ 一 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份条款》的议案全文详见附件 １。
关于提请召开二 Ｏ 一 ０ 年度第一次临
３、会议以 ９ 票赞成，０ 票反对，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关于召开二 Ｏ 一 Ｏ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０２２）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 ０ 年九月十八日
附件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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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
公司”或“
本公司”）２００９ 年度第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召开的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拟进行远期外汇交易的议案”，议案主要内容包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１、 公司拟于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 以境内外商业银行作为交易对手方， 进行合计不超过
５０００ 万美元的远期外汇交易。
２、 本公司拟于境内以境内商业银行作为交易对手方进行远期外汇交易， 公司全资子公司实益达科技
（
香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香港实益达”）拟于香港以境外商业银行作为交易对手方进行远期外汇交易，本
公司与香港实益达进行的远期外汇交易合计不超过上述 ５０００ 万美元的限额。
３、本公司及香港实益达未来所进行的所有外汇交易合约必须与明确的贷款合同相对应，或者未来所有
的外汇交易合约必须实现金额相等、方向相反的一一对应关系，以切实达到符合生产经营实际需要、风险收
益锁定的目的；严格禁止任何金额的单向、存在风险敞口的远期外汇交易行为。
香港实益达根据 ２０１０ 年度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向恒生银行香港分行申请人民
币远期信用证贴现 ４，４９３，７０８．８１ 美元，期限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根据上述股东大会决议，香港实益达与
恒生银行香港分行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进行了一笔“
人民币不交收远期外汇交易”，约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以美元兑人民币 ６．６７６０ 的汇率水平购买 ４，４９３，７０８．８１ 美元，说明如下：
１、上述远期外汇交易合约的标的 ４，４９３，７０８．８１ 美元是考虑了该笔远期人民币信用证贴现到期后本公
２、上述远期外汇交易合约到期日并不需要实际交割全额标的，根据约定汇率与估价日实际汇率之间的
差额进行交割；
３、上述远期外汇交易合约标的金额在股东大会决议限额之内；交易目的是为了规避美元借款到期日由
于汇率波动可能造成的损失。 因此该笔外汇交易合约严格遵守了股东大会决议的相关内容。
４、截至目前，包括本次公告所涉及远期外汇交易，本公司共进行了八笔远期外汇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交易方向
买入美元
买入美元
买入美元

各位董事：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和其他有关规定，

买入美元

公司拟完成对《
公司章程》的修订：
一、第一章第四条原文为：“
公司住所：广东省揭东经济开发试验区 ５ 号路中段，邮编：５１５５００。 ”
现修改为：“
公司住所：广东省揭东经济开发区 ５ 号路中段，邮编：５１５５００。 ”

买入美元
买入美元

二、第一章第五条原文为：“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３９，９２９，５３６ 元。 ”
现修改为：“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６５，２７４，３５６ 元。 ”

买入美元

三、第三章第一节第二十条原文为：“
公司现有的总股本为 ２３９，９２９，５３６ 股，股本结构为：

股 东
股权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限售条件股 ５６ ，８４７ ，３７５．００
揭阳市外轮模具研究开发有限公司 有
２３．６９％
份
有
限
售
条
件
股
洪惠平
３７ ，８９８ ，２５０．００
１５．８０％
份
有
限
售
条
件
股
郑明略
３７ ，８９８ ，２５０．００
１５．８０％
份
有限售条件股 １８ ，９４９ ，１２５．００
揭阳市飞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７．９０％
份
无
限
售
条
件
股
社会公众股
８８ ，３３６ ，５３６．００
３６．８２％
份
合 计
２３９ ，９２９ ，５３６．００
１００％
”现修改为：“
公司现有的总股本为 ２６５，２７４，３５６ 股，股本结构为：

股 东

股权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无限售条件股 １０ ，７９６ ，５４６．００
４．０７％
份
揭阳市外轮模具研究开发有限公司 有限售条件股
４６ ，０５０ ，８７５．００
１７．３６％
份
有限售条件股 ３７ ，８９８ ，２５０．００
洪惠平
１４．２９％
份
有
限
售
条
件
股
郑明略
３７ ，８９８ ，２５０．００
１４．２９％
份
有
限
售
条
件
股
揭阳市飞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１８ ，９４９ ，１２５．００
７．１４％
份
无限售条件股 １１３ ，６８１ ，３１０．００
社会公众股
４２．８５％
份
合 计
２６５ ，２７４ ，３５６．００
１００％
”请各位董事讨论并审议。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 ０ 年九月十七日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０２２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二 Ｏ 一 Ｏ 年度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漏。

证券代码：002111 证券简称： 威海广泰 公告编号：2010-041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进行远期外汇交易的公告

买入美元

关于修改《
公司章程》部份条款的议案

证券简称： 巨轮股份

编号：２０１０－０３９

司需要偿还的本金及利息；

《
董事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份条款》的议案；
２、会议以 ９ 票赞成，０ 票反对，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二 Ｏ 一 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证券代码：００２０３１

股票代码：００２１３７

201 0

算 估价日（ 汇率 约定汇率金额（ 美元）
（结
交易时间 交割日
日）
决定日）
年１ 月７ ２０１１ 年１ 月７ ２０１１ 年１ 月７ ６．６７５０ ５ ，１０１ ，４０４．６０
日
日
日
２０１０ 年２ 月３ ２０１１ 年２ 月２０１１ 年２ 月９
６．６７４０
２ ，５６３ ，７０１．２３
日
日
１１ 日
２０１０ 年２ 月５ ２０１１ 年２ 月２０１１ 年２ 月９
６．６８００
３ ，５８４ ，１６０．６０
日
日
１１ 日
２０１０ 年３ 月８ ２０１１ 年３ 月２０１１ 年３ 月９
６．６５１０
６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日
日
１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１４ ２０１１ 年４ 月２０１１ 年４ 月
６．６４１０
５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日
１４ 日
１４ 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１９ ２０１１ 年７ 月２０１１ 年７ 月
６．６９５０
２ ，５３９ ，２０８．３６
日
１１ 日
１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３０ ２０１１ 年８ 月１ ２０１１ 年８ 月１
６．６７０１
５ ，０７３ ，８６９．５７
日
日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１３ ２０１１ 年９ 月２０１１ 年９ 月
６．６７６０
４ ，４９３ ，７０８．８１
日
１４ 日
１４ 日
２０１０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 实益达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

股票代码：００２１３７

编号：２０１０－０４０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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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６，０１３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 元现金），对于
１ 元人民币现金（
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权益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司深圳分公司（
四、权益分派方法
或
１、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五、咨询机构
１、咨询部门：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２、咨询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北区朗山路同方信息港 Ａ 座 １１ 楼
３、咨询联系人：李辉
４、咨询电话：０７５５－２９６７２８７８、８６００１０５８－２８８
５、咨询传真：０７５５－２９６７２８７８
六、备查文件
１、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Ｏ 一 Ｏ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星期五）上午 ９：３０
一、会议时间：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002281

证券简称： 光迅科技

公告编号：（2010 ）026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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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会议期限：半天
三、会议地点：广东省揭东经济开发区 ５ 号路中段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一楼视听会议
室

一、重要提示：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1、 公司于 2010 年 8 月 12 日在《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上刊登《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五、会议召集人：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六、会议审议事项：

2、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董事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１、《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份条款》的议案；
２、《

1、 召开时间：2010 年 9 月 17 日上午 9 时
2、 召开地点：武汉市洪山区邮科院路 88 号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

关于修改＜对外担保管理办法＞（
修订稿）》的议案。 （
３、《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七、出席会议的对象：
１、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下午收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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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东均可出席会议，股东因故不能亲自到会，可书面委托代理人（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出席会议（
授
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

3、 召集人：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4、 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表决形式
5、 主持人：董事长童国华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3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102,2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

２、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数的 63.875%。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童国华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３、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见证律师、保荐机构代表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八、会议登记办法：

四、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上午 ９：００－１１：３０，下午 ２：００－４：３０）
１、登记时间：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至 ９ 月 ３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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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登记办法：自然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应持被委托人身

关于修改公司现行章程的议案》
1、 审议通过了《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股 102,20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和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

100%；反对股 0 股；弃权股 0 股。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 审议通过了《

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３、登记方式：直接登记，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本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４、登记地点：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

候选人童国华先生获得 102,200,000 份投票表决权的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５、通信地址：广东省揭东经济开发区 ５ 号路中段；邮政编码：５１５５００；来函请在信封注明＂股东大会＂

候选人鲁国庆先生获得 102,200,000 份投票表决权的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候选人余少华先生获得 102,200,000 份投票表决权的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字样。

候选人夏存海先生获得 102,200,000 份投票表决权的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许玲玲

候选人刘水华先生获得 102,200,000 份投票表决权的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传真：０６６３－３２６９２６６

候选人周航先生获得 102,200,000 份投票表决权的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候选人刘栋女士获得 102,200,000 份投票表决权的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九、 其它事项：出席会议股东的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 ０ 年九月十八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兹全权委托

（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
本单位）出席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董事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赞成□、反对□、弃权□
１、《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份条款》的议案；赞成□、反对□、弃权□
２、《
关于修改＜对外担保管理办法（
修订稿）＞》的议案；赞成□、反对□、弃权□
３、《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证券帐户号码：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日期及期限：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 审议通过了《
候选人蔡学恩先生获得 102,200,000 份投票表决权的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候选人马洪先生获得 102,200,000 份投票表决权的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候选人张敦力先生获得 102,200,000 份投票表决权的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候选人张友棠先生获得 102,200,000 份投票表决权的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4、 审议通过了《
候选人向军先生获得 102,200,000 份投票表决权的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候选人陈建华先生获得 102,200,000 份投票表决权的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候选人颜剑雄先生获得 102,200,000 份投票表决权的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嘉源律师事务所李琤、苏敦渊律师现场见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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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召开程序合法，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注：１、持股数系以股东的名义登记并拟授权股东的代理人代理之股份数，若未填上数目，则被视为
代表全部以股东的名义登记的单位或自然人股份。
２、本授权委托书如为法人股东的，必须由法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书面授权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
单位公章。

1、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关于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一○年第一次
2、 北京嘉源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 《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赞成、反
３、如股东大会有临时提案，被委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对股东大会临时提案以投票方式（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弃权）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００２３５３

二○一○年九月十七日

证券简称： 杰瑞股份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０４８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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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６０
号”文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２，９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每股 ５９．５０ 元，募集资金总额 １７２，
５５０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３，５９１．３７ 万元后，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６８，９５８．６３ 万元。 公司以上募集资金
已由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８ 日出具中喜验字［
验资报告》验
２０１０］第 ０１００３ 号《
证确认。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实施研发中心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２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大楼、职工食堂及后勤行政中心建设项目的议案》，公司决定使用超募资金 １１，８５３．９７ 万元实施油气田井
下作业服务项目，项目实施主体为本公司，项目建设资金通过专户集中管理。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以及《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制度》的规定，
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广发证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支行营业部（
以下简称
“
专户银行”）签署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约定了三方的权利和义务。 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具体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账号为 ４６７２２００００１８１０２０００５８２３２，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０７ 月 ３０
日，专户余额为 ２５，１１０．７８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油田维修服务基地网络建设项目，研发中心大楼、职工
食堂、后勤行政中心项目和部分超募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２４，４００ 万元，公司承诺定期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
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广发证券。 存单不得质押。 公司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
金详情：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网络投票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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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下午 13：00
网络投票时间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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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0 年 9 月 16 日下午 15:00 至 2010 年 9 月 17 日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股权登记日：2010 年 9 月 10 日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三楼会议室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光太先生
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7、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有 24 人，代表公司股份 106,
444,55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2.20%。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6 人，代表股份 106,123,25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1.98%。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参加表决的股东共计 18 人，代表股份 321,30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2%。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等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关于公司符合申请公开增发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1、《
表决结果：106,161,882 股赞成， 赞成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73%；276,173
股反对，反对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26%；6,500 股弃权，弃权股份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1% 。
关于公司 2010 年度公开增发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逐项审议通过了《
2.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增发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表决结果：106,163,882 股赞成， 赞成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74%；280,673
股反对，反对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26%；0 股弃权，弃权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 。
2.2 发行数量及规模
本次增发股票的总数不超过 4,500 万股，最终发行数量和规模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相关规定
和具体情况与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表决结果：106,163,882 股赞成， 赞成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74%；280,673
股反对，反对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26%；0 股弃权，弃权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 。
2.3 发行对象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立 A 股股票账户的境内自然人、法人和证券投资基金以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禁止者除外）。
表决结果：106,163,882 股赞成， 赞成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74%；280,673
股反对，反对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26%；0 股弃权，弃权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 。
2.4 发行方式及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次增发采用包括但不限于网上、网下定价发行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许可的发行方式，具体
发行方式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确定。 本次增发将以一定比例向公司确定的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册的
公司全体 A 股股东优先配售，具体配售比例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与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表决结果：106,163,882 股赞成， 赞成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74%；280,673
股反对，反对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26%；0 股弃权，弃权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 。
2.5 发行价格和定价方式
本次增发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公告招股意向书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均价或前一个交易日的
均价，具体发行价格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具体情况与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同时，如果
未来证券监管部门对增发新股政策出台新的规定，公司新股具体发行价格将按照新的政策规定，并由股
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与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表决结果：106,163,882 股赞成， 赞成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74%；280,673
股反对，反对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26%；0 股弃权，弃权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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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说明：序号 １、２ 两项为存单开户日，序号 ３、４ 两项为存单到期日。
二、公司与专户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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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作为保荐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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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发证券应当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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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和专户银行应当配合广
发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广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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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授权广发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刘旭阳、赵怡可以随时到专户银行方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
资料；专户银行应及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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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指定的其他
工作人员向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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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户银行按月（
每月 １０ 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广发证券。专户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
六、发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的，专户银行应及时以传真
方式通知广发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广发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广发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
文件书面通知专户银行，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公司、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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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广发证券出具对账单或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广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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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本协议自公司、专户银行、广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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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督导期结束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 ９ 月 １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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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决议公告
漏。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
星期五）召开二

７、联系电话：０６６３－３２７１８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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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简称： 天宝股份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６、联系人：杨传楷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及提示性公告分别于 2010 年
9 月 2 日、9 月 14 日发布。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现场会议于 2010
年 9 月 17 日下午 14:30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2010 年 9 月 16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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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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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间的任何时间。
本次参与表决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 23 人，代表股份 127,351,553 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 64.9753％。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 20 人， 代表股份 2,900,449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4798％。 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124,451,104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3.4955％。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黄作庆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符合《
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聘请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连莲、赵彦律师出
席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情况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的
1、审议通过了《
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27,306,253 股，占参与表决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644％；反对 21,100 股，占
参与表决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166％； 弃权 24,200 股， 占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190％。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2,855,14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4382％；反对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3,000
21,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275％；弃权 24,200 股（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8344％。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2、审议通过了《
表决结果为：同意 127,306,253 股，占参与表决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644％；反对 21,100 股，占
参与表决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166％； 弃权 24,200 股， 占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190％。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2,855,14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4382％；反对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3,000
21,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275％；弃权 24,200 股（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8344％。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3、审议通过了《
本次会议逐项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具体如下：
3.1、发行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为：同意 127,320,553 股，占参与表决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757％；反对 21,100 股，占
参与表决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166％； 弃权 9,900 股， 占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78％。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2,869,44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312％；反对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700 股），
21,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275％；弃权 9,9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413％。
3.2、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为：同意 127,318,153 股，占参与表决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738%；反对 23,100 股，占
参与表决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181%； 弃权 10,300 股， 占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81%。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2,867,04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485％；反对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100
23,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964％；弃权 10,300 股（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551％。
3.3、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为：同意 127,318,153 股，占参与表决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738％；反对 31,800 股，占
参与表决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250％； 弃权 1,600 股， 占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13％。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2,867,04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485％；反对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 股），
31,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964％；弃权 1,6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52％。
3.4、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为：同意 127,318,153 股，占参与表决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738％；反对 21,500 股，占
参与表决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169％； 弃权 11900 股， 占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93％。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2,867,04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485％；反对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700
21,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413％；弃权 11,900 股（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103％。
3.5、限售期
本次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表决结果为：同意 127,318,153 股，占参与表决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738％；反对 21,100 股，占
参与表决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166％； 弃权 12,300 股， 占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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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烟台杰瑞石油开发有
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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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６０
号”文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２，９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每股 ５９．５０ 元，募集资金总额 １７２，
５５０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３，５９１．３７ 万元后，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６８，９５８．６３ 万元。 公司以上募集资金
已由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８ 日出具中喜验字［
验资报告》验
２０１０］第 ０１００３ 号《
证确认。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实施油气田井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２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下作业服务项目的议案》，公司决定使用超募资金 ２８，２０７ 万元实施油气田井下作业服务项目，项目实施主
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烟台杰瑞石油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石油开发公司”），公司将通过增资方式注入
项目实施资金，增资计入资本公积，不增加实收资本，项目建设资金通过专户集中管理。
目前公司已开始分笔注入项目实施资金。 为规范石油开发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
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以及《
烟台杰瑞石油
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制度》的规定，石油开发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
广发证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开发支行（
以下简称“
专户银行”）签署了《
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协议约定了三方的权利和义务。 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具体情况
石油开发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账号为 ３７００１６６６６６００５０１６１７１７，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０８
月 ２５ 日， 专户余额为 ３５００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石油开发公司油气田井下作业服务项目资金的存储和使
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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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募集资金用途
公司拟通过本次增发新股募集资金净额（
扣除发行费用后）不超过 46,7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
募集资金将用于投资以下三个项目：
（
1）投资 30,200 万元建设高端空港装备及专用装备制造羊亭基地项目；
（
2）投资 9,000 万元建设中卓时代消防装备技术改造项目；
（
3）投资 7,500 万元建设国家空港地面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改造项目。
本次增发募集资金净额（
扣除发行费用后）如少于 46,700 万元，则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将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存储专项账户。
公司将根据《
表决结果：106,163,882 股赞成， 赞成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74%；280,673
股反对，反对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26%；0 股弃权，弃权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 。
2.7 本次增发完成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分配
本次增发完成后，公司新老股东将共享本次增发完成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表决结果：106,163,882 股赞成， 赞成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74%；280,673
股反对，反对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26%；0 股弃权，弃权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 。
2.8 上市地
本次增发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表决结果：106,163,882 股赞成， 赞成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74%；280,673
股反对，反对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26%；0 股弃权，弃权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 。
2.9 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增发的决议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本次增发方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尚须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并最
终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表决结果：106,163,882 股赞成， 赞成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74%；280,673
股反对，反对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26%；0 股弃权，弃权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 。
关于公司 2010 年度公开增发 A 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3、审议通过了《
表决结果：106,161,882 股赞成， 赞成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73%；276,173
股反对，反对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26%；6,500 股弃权，弃权股份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1% 。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4、审议通过了《
表决结果：106,161,882 股赞成， 赞成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73%；276,173
股反对，反对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26%；6,500 股弃权，弃权股份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1%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开增发 A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
5、审议通过了审议通过了《
议案》；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本次增发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全权办理本次增发有关事
宜。 具体如下：
（
1） 依据国家法律法规、 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股东大会决议制定和实施本次增发的具体方
案。
（
2）根据具体情况全权负责办理和决定发行时机、发行数量、发行方式、发行价格、原股东的优先认
购比例、发行起止日期、具体申购办法等与发行方案有关的一切事项。
（
3）决定并聘请保荐机构等中介机构，全权办理本次增发申报事宜。
（
4）签署本次增发以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重大合同。
（
5）在本次增发完成后，办理本次增发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事宜。
（
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
6）本次增发完成后，根据本次增发的结果，修改《
（
7）授权确定并办理与本次增发有关的其他事宜。
（
公司章程》规定必须由股东大
8）根据新颁布的法律、法规、规定和政策等，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
会重新表决事项外，授权董事会根据新规定对本次增发方案等相关事项作相应调整。
（
在出现不可抗力或其他足以使本次增发计划难以实施、或者虽然可以实施但会给公司带来极其
9）
不利后果之情形，董事会可酌情决定本次增发计划延期实施。
（
10）本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106,161,882 股赞成， 赞成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73%；276,173
股反对，反对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26%；6,500 股弃权，弃权股份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1% 。
关于修订<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6、审议通过了《
表决结果：106,161,882 股赞成， 赞成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73%；276,173
股反对，反对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26%；6,500 股弃权，弃权股份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1%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华堂律师事务所孙广亮律师、林恩克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年 9 月 18 日

0.0097％。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2,867,04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485％；反对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100
21,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275％；弃权 12,300 股（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241％。
3.6、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为：同意 127,318,153 股，占参与表决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738％；反对 21,100 股，占
参与表决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166％； 弃权 12,300 股， 占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97％。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2,867,04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485％；反对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100
21,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275％；弃权 12,300 股（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241％。
3.7、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为：同意 127,318,153 股，占参与表决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738％；反对 21,100 股，占
参与表决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166％； 弃权 12,300 股， 占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97％。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2,867,04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485％；反对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100
21,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275％；弃权 12,300 股（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241％。
3.8、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为：同意 127,318,153 股，占参与表决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738％；反对 21,500 股，占
参与表决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169％； 弃权 11,900 股， 占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93％。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2,867,04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485％；反对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700
21,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413％；弃权 11,900 股（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103％。
3.9、募集资金金额及投资项目
表决结果为：同意 127,318,153 股，占参与表决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738％；反对 21,100 股，占
参与表决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166％； 弃权 12,300 股， 占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97％。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2,867,04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485％；反对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100
21,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275％；弃权 12,300 股（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241％。
3.10、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表决结果为：同意 127,318,153 股，占参与表决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738％；反对 21,100 股，占
参与表决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166％； 弃权 12,300 股， 占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97％。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2,867,04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485％；反对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100
21,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275％；弃权 12,300 股（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241％。
3.11、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为：同意 127,318,153 股，占参与表决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738％；反对 21,100 股，占
参与表决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166％； 弃权 12,300 股， 占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97％。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2,867,04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485％；反对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100
21,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275％；弃权 12,300 股（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241％。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计划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
4、审议通过了《
表决结果为：同意 127,306,253 股，占参与表决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644％；反对 21,100 股，占
参与表决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166％； 弃权 24,200 股， 占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190％。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2,855,14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4382％；反对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3,000
21,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275％；弃权 24,200 股（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8344％。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5、审议通过了《
表决结果为：同意 127,306,253 股，占参与表决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644％；反对 21,100 股，占
参与表决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166％； 弃权 24,200 股， 占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190％。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2,855,14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4382％；反对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3,000
21,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275％；弃权 24,200 股（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8344％。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具体事
6、审议通过了《
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27,306,253 股，占参与表决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644％；反对 21,100 股，占
参与表决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166％； 弃权 24,200 股， 占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190％。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2,855,14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4382％；反对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3,000
21,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275％；弃权 24,200 股（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8344％。
三、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见证意见
公司聘请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北京市康达律师
事务所关于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意见书认为：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
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〇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十七日

上述专户将注入资金 ２８，２０７ 万元，为不损失存款利息，将由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其
他募集资金专户陆续到期的定期存单资金分笔注入。 石油开发公司承诺定期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
议确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存放，并通知广发证券。 存单不得质押。
二、石油开发公司与专户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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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作为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石油开发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广发证券应当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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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油开发公司和专
户银行应当配合广发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广发证券每季度对石油开发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石油开发公司授权广发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刘旭阳、赵怡可以随时到专户银行方查询、复印石
油开发公司专户的资料；专户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专户银行查询石油开发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广发证券指
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专户银行查询石油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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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户银行按月（
每月 １０ 日之前）向石油开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广发证券。专户银行应保证对
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石油开发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的，专户银行应及时
以传真方式通知广发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广发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广发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
文件书面通知专户银行，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公司、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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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广发证券出具对账单或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广发
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石油开发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石油开发公司、专户银行、广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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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督导期结束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起失效。
特此公告。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