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披露 Information
证券代码：０００７４８

证券简称：长城信息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３０

Disclosure

类别

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２００９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６４，６９２，７０５．００

２３７，１９３，９６９．７１

负债总额

２１７，７４８，１３２．７６

１８６，０９９，６０２．４０

营业收入

一、交易概述

营业利润

以下简称“
维胜电路板”）３５％股权和湖南维胜科技有
１、公司目前持有湖南维胜科技电路板有限公司（

净利润

维胜科技”）３５％的股权。
限公司（
以下简称“

证券代码：002416

未审计）
２０１０年 ６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净资产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0年 11 月 27 日

４６，９４４，５７２．２４

５１，０９４，３６７．３１

２６１，７９９，１０９．５８

１３１，８１０，５６７．２３

８９７，５１１．９１

３，０１６，６５２．４６

１，４１１，３６２．１２

４，１４９，７９５．０７

７）主要股东情况：

２、公司第五届七次董事会以通讯表决方式，全票赞成表决通过了本次出售维胜电路板 ３５％股权和维

维胜电路板

胜科技 ３５％股权的议案。

股东名称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权转让的决策是董事会根据公司目前实际情况而作出的决
定，符合公司的战略调整方向。 转让定价的方式将采用产权交易所挂牌公开竞价的方式进行，定价方式公
允合理，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形；本次股权转让的决策程序符合《
公司法》、
《
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维胜科技
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新加坡 ＭＦＳ 科技（
私
人）有限公司

６５％

新加坡 ＭＦＳ 科技（
私
人）有限公司

６５％

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

３５％

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

３５％

３、公司本次资产出售无须报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交易的定价情况

４、由于本次股权出售将采用在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的方式进行，故目前交易对方和交易价格都无法

本次交易将以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为依据采用在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的方式， 交易价格以最终挂牌

确定，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进行后续披露。

交易成交价格为准。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挂牌价格的确定：以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为依据确定的。

本次股权出售将采用在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的方式，故目前无法确定交易对方。 公司将根据本次交

五、出售资产的目的

易的进展情况进行后续披露。

１、该两家公司作为长城信息的参股子公司对公司主业的贡献有限，出售其股权后将有利于公司集中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资源用于主业的发展。

１、本次出售资产的名称：维胜电路板 ３５％股权和维胜科技 ３５％股权

２、该两家公司近几年的经营业绩波动较大，不能为长城信息带来稳定的投资收益。

类别：长期股权投资（
维胜电路板账面价值为 ７４２３ 万元，维胜科技账面价值为 １７８８ 万元）

六、其他事项

２、标的公司情况介绍如下：

１、由于本次交易的标的是中外合资企业，若外方股东不放弃优先受让权，则本次交易须向国务院国有

１） 公司名称：湖南维胜科技电路板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600330

２、根据国有产权交易所关于挂牌申请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标的的正式转让挂牌还需得到湖南维胜

２） 公司法定代表人：

３、公司将根据本次公告事项的进展及时进行后续披露。

湖南维胜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庄世忠

七、备查文件

３） 公司注册资本：

１．董事会决议。

湖南维胜科技电路板有限公司注册资本：１７００ 万美元

２．独立董事意见。

４） 公司注册地址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７４８

单位：元
２００９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人，实际投票董事 １２ 人，会议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资产总额

２８８，３８０，５５２．５６

３１８，７１６，４６１．８９

《
关于出售参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负债总额

７３，２１４，５６８．７１

１０６，６３３，０２４．８７

公司根据自身经营发展的需要，以不低于评估机构的评估价格，采取在国有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的方

净资产

２１５，１６５，９８３．８５

２１２，０８３，４３７．０２

营业收入

１９６，８０８，５６０．８３

１５５，０２８，５０８．２８

营业利润

－１６，３５９，１８５．５７

－４，８１８，４９９．７２

净利润

－１５，２９０，３２２．０９

－３，０８２，５４６．８３

维胜科技：

经与会监事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本次会议作出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
<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自查事项的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专项治理活动的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经审议，公司提交的《
关于公司专项治理活动的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客观地反映企业现阶段治理水
平，整改计划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对公司治理的
精神和要求。
三、审议通过《
关于<财务会计基础工作专项活动自查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简称：浙江龙盛

公告编号：2010-056 号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0 年 5 月 28 日召开的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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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2007 年公开增发股票所募集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
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计算）。 上述事项

持有本公司 47,468,175 股股
2010 年 11 月 26 日，本公司接到第二大股东浙江天力工贸有限公司（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8.06%）通知，该公司名称由"浙江天力工贸有限公司"变更为"天盈控股发展有限公

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通讯会议的方式召开， 应参加投票董事 １２

未审计）
２０１０年 ６ 月 ３０ 日（

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流动资金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维胜电路板：

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24 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会议通知已于 2010 年 11 月 12 日以电子
邮件并电话确认的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3 名监事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 会议的

证券代码：600352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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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主要财务数据：
类别

证券简称：长城信息

长城信息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维胜科技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
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告编号：临 2010-031

变更的公告

董事会

湖南维胜科技电路板有限公司：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东二路 １０ 号

维胜电路板：１９８９ 年 ７ 月 ２０ 日

公告编号：201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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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５）成立时间：

证券简称：天通股份

证券简称：爱施德

B5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关于第二大股东名称及部分股东

湖南维胜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５００ 万美元

湖南维胜科技有限公司：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东二路 １０ 号

证券代码：002416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科技电路板有限公司及湖南维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会的审议通过。

湖南维胜科技电路板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庄世忠

公告编号：2010-029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
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已于 2010 年 11 月 12 日以电子邮件并电话确认的方式送达各位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24 日下午两点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7 名，7 名董事亲自出席。 会议由董事长黄文辉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
经与会董事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本次会议作出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
<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自查事项的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
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自查事项的报告》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二、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专项治理活动的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
关于公司专项治理活动的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全文、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及保荐机
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此议案发表的核查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三、审议通过《
关于<财务会计基础工作专项活动自查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资产管理委员会备案。

湖南维胜科技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爱施德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星期六

公司于 2010 年 5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刊
http://www.sse.com.cn）和《
登公告。
现公司已于 2010 年 11 月 26 日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1.5 亿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司"；其股东除潘建清先生（
持有 75.78%股权）不变外，其他股东所持股权合计 24.22%转让给杜海利女

户，已将该归还情况通知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潘建清先生之配偶）。 该公司已在海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士（

特此公告。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式，转让长城信息持有的湖南维胜科技电路板有限公司 ３５％股权和湖南维胜科技有限公司 ３５％股权。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２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董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议案进行事先审议并表示同意。 公司将根据本次股权转让的进展，及时进行后续披
二 О 一 О 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露。

事

会

二 O 一 O 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特此公告！

单位：元

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证券简称：*ST 金果

证券代码：000722

公告编号：2010-031

证券代码：002252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方案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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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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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18 日以电子邮件和电话的方
式发出通知，并于 2010 年 11 月 26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八名，实际表决董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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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漏。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于近日接到本公司大股东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证监许可［
大资产重组及向湖南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
2010］1698 号），核

科瑞天诚"）的函告，科瑞天诚将其所持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80 万股质押给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准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湖南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 本公司将根据上述核

京甘家口支行作为贷款担保，贷款金额为人民币 4,000 万元，贷款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科瑞天诚共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0,200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27,200 万股）的 37.5%；本次
质押的股份数为 180 万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66%； 累计质押所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9,

有限公司因以资产认购本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而需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会

董事会
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６２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起拍价：9000 万
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在 9000 万至一亿五千万的额度内办理该土地使用权竞拍的各项具体事宜。 如
果竞拍成功，拍得房产现阶段由于房屋使用性质限制，只能用于办公和仓库用途，不能用于商品住宅开发。

由于竞拍事项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公司在竞拍结束后，将公告竞拍结果，
请投资者关注相关竞拍进展公告。
特此公告。
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颜新元简历
颜新元，男，1974 年 6 月生，湖南省耒阳市人，汉族，1997 年参加工作。
教育背景：
1993-1997 成都科技大学塑料工程专业 本科 获工学学士学位
2001-2003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MBA 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工作经历：
1997-1999 航天部第三研究院 研发部工程师
1999-2001 华创天元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研发部工程师、 市场部技术主管 2003-2007 七喜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部总经理
2009-2010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办公室标杆项目研究经理
2010 年 11 月至今 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副总裁候选人颜新元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
本人并未持有公司股票，且并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符合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有关规定。
颜新元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020-82253777-1014 传真：020-32219262
邮箱：hedy@hedy.com.cn

经甲、乙、丙三方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

三、出售标的基本情况

给自然人钱其连。 经交易双方协商，本次交易的价格为 １３，４９７．２７ 万元，较 ２００９ 年泰达蓝盾收购价格溢价

（
一）南京蓝燕介绍

１０．９７％。 本次交易若能完成，泰达蓝盾将不再持有南京蓝燕的股权。

１．单位名称：南京蓝燕石化储运实业有限公司；

为其担保的银行借款及银行承兑汇票 ２．５６ 亿元整，同意甲方不再承担担保责任，若乙方到期不能归还 ２．５６

自然人控股）；
２．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亿元银行借款，甲方有权处置由丙方提供的反担保资产。

监事会认为：本次交易是公司实施石油仓储销售产业整体战略进程中的一次调整，本次交易不改变公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

监

事

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６５２

九人，实际行使表决权九人。 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
公司章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６４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天津泰达蓝盾集团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出售所持南京蓝燕石化
储运实业有限公司 ４０％股权的公告

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刘惠文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
关于控股子公司天津泰达蓝盾集团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出售所持南京蓝燕石化储运实业有限公司
４０％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泰达蓝盾集团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泰达蓝盾）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收购南
京蓝燕石化储运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南京蓝燕）４０％的股权，交易价格为 １２，１６２．６７ 万元。 鉴于收购后
南京蓝燕的经营状况与公司的预期不完全相符， 且泰达蓝盾预计未来进一步增持南京蓝燕的股权达到绝

２、为确保甲方安全解除担保责任，丙方以其在乙方长期投资、固定资产等有效资产的账面净值作为反

蓝燕路 １ 号）；
４．主要办公地点：南京市栖霞区太新路 ８１ 号（

通知各位董事，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董事有刘惠文先生、张
军先生、吴树桐先生、许育才先生、邢吉海先生、罗永泰先生、缐恒琦先生和徐春利先生共九人。 应表决董事

１．为确保甲方安全退出，并确保乙方企业正常经营，乙方承诺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前归还银行由甲方

蓝燕路 １ 号）；
３．注册地：南京市栖霞区太新路 ８１ 号（

特此公告。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担保资产，丙方承诺反担保资产不存在对外质押、抵押等权属风险。
（
二）定价依据

５．法定代表人：邹凌；
６．注册资本：１０，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控股子公司泰达蓝盾以 １１，
２９３．０４ 万元的价格，收购自然人钱其连所持南京蓝燕 ３７．１４％股权，以 ８６９．６３ 万元的价格收购南京联正商

７．营业执照注册号：３２０１１３０００００２９７０；
以道路运输许可证为准）；油料、危险化学品销售（
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
８．许可经营项目：危险品运输（

贸实业有限公司（
自然人钱其连持股 ８４％）所持南京蓝燕 ２．８６％股权，上述交易金额合计 １２，１６２．６７ 万元。

按危险化学品储存备案证明所列项目为准）；汽油、煤油、柴油
可证所列项目经营）；油料、危险化学品仓储（

本次交易经双方协商， 泰达蓝盾以 １３，４９７．２７ 万元的价格将所持南京蓝燕 ４０％的股权出售给自然人钱其

批发；餐饮服务（
餐饮服务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连，较 ２００９ 年泰达蓝盾收购价格溢价 １０．９７％。

一般经营项目：化工产品仓储、销售；化工设备加工、安装及技术开发；五金及汽车配件、日用百货销
售；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处）；以下范围仅

对于尚未解除的担保，为确保在公司安全退出的同时不影响南京蓝燕正常运营，公司拟与钱其连、南

９．股东共三方：自然人钱其连持股 ４５％，泰达蓝盾持股 ４０％，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１５％。

京蓝燕签署《
补充协议》，南京蓝燕承诺在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之前归还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银行借款和银

（
二）南京蓝燕一年又一期的经营情况

行承兑汇票，同时钱其连以其在南京蓝燕的长期投资、固定资产等有效资产的账面净值共计 ２６，８９１．０４ 万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方式

２０１０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通知各位董事，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在公司本部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的董事有

２００９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万元，较 ２００９ 年泰达蓝盾收购价格溢价 １０．９７％。 本次交易若能完成，泰达蓝盾将不再持有南京蓝燕的股

董事会认为， 本次交易时南京蓝燕的资产和经营状况与上次收购时并无实质改变， 本次交易价格在
２００９ 年收购价格的基础上溢价 １０．９７％，因此本次交易的价格是公平合理的，没有损害股东的利益。

限分支机构经营：汽车冲洗、美容；货物搬运、装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对控股的可能性较小，难以保证其通过控股权的优势实现公司石油仓储销售产业的整体战略，因此泰达蓝

权。

公告编号：2010-35

控股权优势实现公司石油仓储销售产业的整体战略， 因此泰达蓝盾拟将其所持南京蓝燕 ４０％的股权出售

司长期看好加油站资源价值的发展战略，公司仍将积极发展石油仓储销售产业，给投资者更好的回报。

盾拟将其所持南京蓝燕 ４０％的股权出售给自然人钱其连。 经交易双方协商，本次交易的价格为 １３，４９７．２７

广州市芳村区信义路 24 号第 1-17 幢的房产，建筑面积 19758.6 平方米，房屋使用性质为仓库、办公

出让方地址：广州市海珠区建基路 66 号广东外贸广场 6 楼

湖南金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０００６５２

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拟参与房产竞拍》的议案。 公司拟在董事会
审批权限内对以下地块进行竞拍：

出让方名称：广东广新外贸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董 事

书职责，颜新元先生简历附后。

房地产证号：穗房地证字第 0464996）。
（

809.7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6.065%。

特此公告。

原副总裁、董事、董事会秘书廖健先生于 2010 年 11 月 11 日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辞职报告，公司对廖健先

二、 关于《
公司拟参与房产竞拍》的议案

限自本次质押股份之质押登记手续办理完毕之日起至解除质押之日为止。

证监许可［
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
2010］1699 号），核准豁免湖南发展投资集团

一、 关于《
聘任颜新元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聘任颜新元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公司
生在职期间对公司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现聘任颜新元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并代为行使董事会秘

该质押手续已于 2010 年 11 月 2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质押期

关于核准湖南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告湖南金果实业股份有限公
同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

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
证券法》和《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议合法有效。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如下决议：

关于核准湖南金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
2010 年 11 月 26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准文件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事宜。

股票简称：七喜控股

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0-050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湖南金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股票代码：002027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１２５，２１４．８４ １１６，７９７．４６ ８，４１７．３８ ２７４，６４３．４２
５６２５９．６２

４８，０７６．０６ ８，１８３．５６ ４０６，６９８．７１

营业利润

净利润

元作为反担保资产，若南京蓝燕到期不能归还 ２．５６ 亿元银行借款，公司有权处置由钱其连提供的反担保资
产。 因此董事会认为，届时公司解除担保责任的风险是可控的。

８４５．１６

９０４．２０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风险、对策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６０５４．３３

９７９．２３

（
一）交易目的

董事会认为：２００９ 年公司收购南京蓝燕的目的，是看好其拥有的加油站的资源，但完成收购后，南京蓝

刘惠文先生、张军先生、吴树桐先生、许育才先生、马军先生、邢吉海先生、罗永泰先生、缐恒琦先生和徐春

（
三）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７ 日，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为帮助南京蓝燕更好地抓住江浙地区

１．２００９ 年公司收购南京蓝燕的目的，是看好其拥有的加油站的资源价值，并希望通过股权合作的形式

能源市场机遇，扩张经营规模，公司为南京蓝燕提供不超过 ３ 亿元的银行借款担保额度。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拓展市场渠道，迅速进入江浙经济发达地区的成品油供应市场。 但完成收购后，南京蓝燕的经营状况与公

燕的经营状况与公司的预期不完全相符， 且泰达蓝盾预计未来进一步增持南京蓝燕股权达到绝对控股的

利先生共计 ９ 名，无委托他人代为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行使表决权 ９ 人，公司全体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刘惠文先

月 １５ 日，公司累计为南京蓝燕 ２．５６ 亿元的银行借款和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 为确保在公司安全退出的

司的预期不完全相符，且泰达蓝盾预计未来进一步增持南京蓝燕股权达到绝对控股的可能性较小，难以保

可能性较小，难以保证其通过控股权的优势实现公司石油仓储产业整体战略，为避免分散公司资源影响公

同时不影响南京蓝燕正常运营，公司拟与钱其连、南京蓝燕签署《
补充协议》，南京蓝燕承诺在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证其通过控股权的优势实现公司石油仓储销售产业的整体战略， 为避免分散公司资源影响公司整体战略

司整体战略的推进，公司决定出售泰达蓝盾所持南京蓝燕 ４０％的股权。

生主持，审议并通过《
关于控股子公司天津泰达蓝盾集团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出售所持南京蓝燕石化储运实
业有限公司 ４０％股权的议案》，现公告如下：

１５ 日之前归还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银行借款和银行承兑汇票，同时钱其连以其在南京蓝燕的长期投资、固

的推进，公司决定出售泰达蓝盾所持南京蓝燕 ４０％的股权。

本次交易是公司实施石油仓储销售产业整体战略进程中的一次调整，本次交易不改变公司长期看好
加油站资源价值的发展战略，公司仍将积极发展石油仓储销售产业，给投资者更好的回报。
本次交易时南京蓝燕的资产和经营状况与收购时并无实质改变，但价格溢价 １０．９７％，本次交易没有损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６３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１．交易基本情况

银行借款，公司有权处置由钱其连提供的反担保资产。
四）南京蓝燕际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
（

储运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南京蓝燕）３７．１４％股权，以 ８６９．６３ 万元的价格收购南京联正商贸实业有限公

四、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司（
自然人钱其连持股 ８４％）所持南京蓝燕 ２．８６％股权，上述交易金额合计 １２，１６２．６７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
一）合同的主要内容

２１ 日，南京蓝燕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泰达蓝盾持有南京蓝燕 ４０％的股权。

泰达蓝盾拟与拟与南京蓝燕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１．本次交易若能完成，泰达蓝盾将实现投资收益 ２，２０４．２３ 万元，根据股权比例，本次交易将增加公司
２０１０ 年合并报表净利润 ８４３．１２ 万元。
２．本次交易若能完成，泰达蓝盾将回收资金 １３，４９７．２７ 万元，有利于其增强财务弹性，并寻机实施其既
定的发展战略。
（
三）风险及防范措施

转让方：天津泰达蓝盾集团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甲方）

受让方：钱其连

（
以下简称：乙方）

加油站数量，帮助公司通过市场渠道的拓展进一步做大石油贸易的经营规模。 但鉴于收购后南京蓝燕的经

１．１ 甲方将其持有标的公司 ４０％的股份，乙方同意溢价接受上述转让的标的公司 ４０％股份。

场机遇， 扩张经营规模， 公司为南京蓝燕提供不超过 ３ 亿元的银行借款担保额度。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１．２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甲方不再参与目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也不承担任何相应的经营风险

日，公司累计为南京蓝燕 ２．５６ 亿元的银行借款和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 为确保在公司安全退出的同时不

南京蓝燕拥有 １３ 个加油站、９．６ 万立油库和运输车队， 其资产构成主要是成品油销售终端类资产，公

营状况与公司的预期不完全相符， 且泰达蓝盾预计未来进一步增持南京蓝燕股权实现绝对控股的可能性
较小，难以保证其通过控股权的优势以实现公司石油仓储销售产业的整体战略，因此泰达蓝盾拟将其所持
南京蓝燕 ４０％的股权出售给自然人钱其连。 经交易双方协商，本次交易的价格为 １３，４９７．２７ 万元，较 ２００９
年泰达蓝盾收购价格溢价 １０．９７％。 本次交易若能完成，泰达蓝盾将不再持有南京蓝燕的股权。
２．与会公司独立董事罗永泰先生、缐恒琦先生和徐春利先生均对此次交易行为无异议。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

责任，并自愿让渡其做为股东期间的其他一切权益。
２．１ 本协议项下第 １．１ 条约定乙方将溢价收购甲方持有标的公司的 ４０％股权， 人民币合计 １３４，９７２，
７１８．６３ 元。
２．２ 甲乙双方同意设立共管账户作为支付本次股权转让款的专用账户， 共管账户以甲方名义设立，并

３．上述行为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开户银行设在标的公司所在地并由甲方
由甲方保管共管账户的财务印鉴，乙方保管共管账户的人名印鉴（

通知各位监事，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监事有路雪女士、穆强

４．公司与自然人钱其连不存在关联关系，故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出售的标的为股权，本次交

指定）。

先生、周京尼先生、于际海先生和于洪先生共五人。 应表决监事五人，实际行使表决权五人。 会议符合《
公司

易不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公司经测算，本次交易不需提交股东大会表决，不构成重大资产重

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监事会主席路雪女士主持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组。

《
关于控股子公司天津泰达蓝盾集团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出售所持南京蓝燕石化储运实业有限公司

（
二）对公司的影响

司收购南京蓝燕股权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股权合作的形式实现优势互补，增加公司石油化工产业可掌控的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４０％股权的议案》

２．本次交易是公司实施石油仓储销售产业整体战略进程中的一次调整，本次交易不改变公司长期看好
加油站资源价值的发展战略，公司仍将积极发展公司石油仓储销售产业，给投资者更好的回报。

除上述担保外，截至目前，公司无委托南京蓝燕理财的情况，南京蓝燕未占用公司的资金。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泰达蓝盾）以 １１，２９３．０４ 万元的价格，收购自然人钱其连所持南京蓝燕石化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６５２

定资产等有效资产的账面净值共计 ２６，８９１．０４ 万元作为反担保资产， 若南京蓝燕到期不能归还 ２．５６ 亿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泰达蓝盾集团

害股东的利益。 对于尚未解除的担保，为确保在公司安全退出的同时不影响南京蓝燕正常运营，钱其连同
意以其同等价值的资产作为反担保资产，公司解除担保责任的风险是可控的。

一、交易概述

２．３ 乙方应于 １１ 月 ２６ 日之前将股权转让款 １３４，９７２，７１８．６３ 元划至共管账户，甲方协助乙方及时到登
记机关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
一）钱其连先生介绍

２．４ 甲乙双方完成股权转让工商变更手续后，甲方出具收款凭证，乙方解除对共管账户的共管，共管账
户内的股权转让价款由甲方自行支配。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７ 日，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为帮助南京蓝燕更好地抓住江浙地区能源市

影响南京蓝燕正常运营，公司拟与钱其连、南京蓝燕签署《
补充协议》，南京蓝燕承诺在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
之前归还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银行借款和银行承兑汇票，同时钱其连以其在南京蓝燕的长期投资、固定资
产等有效资产的账面净值共计 ２６，８９１．０４ 万元作为反担保资产， 钱其连承诺反担保资产不存在对外质押、
抵押等权属风险， 若南京蓝燕到期不能归还 ２．５６ 亿元银行借款， 公司有权处置由钱其连提供的反担保资
产。
六、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和经董事签字的会议记录及第六届董事会三十一次会决
议公告；
２．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和经监事签字的会议记录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决议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姓名：钱其连；

公司拟与南京蓝燕、钱其连签署的补充协议

３．交易各方拟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因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泰达蓝盾集团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泰达蓝盾）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收购

２．身份证号码：３２０１０６１９５８０６１６０４１９；

甲方：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南京蓝燕石化储运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南京蓝燕）４０％股权后，南京蓝燕的经营状况与公司的预期不

３．该自然人与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无任何关系；

乙方：南京蓝燕石化储运实业有限公司

完全相符，且泰达蓝盾预计未来进一步增持南京蓝燕的股权达到绝对控股的可能性较小，难以保证其通过

４．该自然人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

丙方：钱其连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002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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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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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26 日在
公司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1 月 21 日以邮件形式发出，公司应参会董事 9 名，实际
参会董事 9 名。 会议由董事长蒋辉珍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
《
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认真研究，全体董事传真/专人送达方式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议案。
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
为进一步拓宽公司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增强公司资金管理的灵活性，根据《
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公司控股股东中南大学粉末冶金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提议公司发行规
模不超过 2 亿元人民币的短期融资券。 相关情况如下：
（
一）本次发行计划的方案如下：
1、发行规模：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券总额不超过 2 亿元人民币；
两年）内一次或分期择机
2、发行日期：根据公司资金需求，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有效期（
发行；
3、发行期限：根据公司资金需求确定每次发行期限，最长不超过 365 天；
4、发行利率：参考发行时与公司发行主体相近、期限相当的短期融资券的现行市场利率，但不高于同
期银行贷款利率；
5、发行对象：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银行间债券市场国内机构投资者；
6、承销方及承销方式：由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采用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
二）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部分归还银行贷款，部分用于补充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营运资金。
（
三）本次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获得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将由董事会向股东大会申请授权公司

董事会在本议案规定的范围内全权决定和办理与发行短期融资券有关的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制定和实施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券的具体方案，确定发行时间、发行方式、发行数量、发行价格、发行
期限、发行利率、决定并聘请参与本次发行的相关中介机构等事项；
2、制作、签署所有必要的申报注册文件、发行文件及材料，以及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
3、若国家对于发行短期融资券有新的规定，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
新表决事项外，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新规定对发行短期融资券等相关事项进行调整。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为有效。
特此公告。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年 11 月 26 日
证券代码：002297
证券简称：博云新材
编号：2010-036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延期召开
并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16 日在《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
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
关于召开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2010－
034），定于 2010 年 12 月 1 日召开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湖南博云新材
2010 年 11 月 26 日，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此议案需提交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控股股东中南大学
粉末冶金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以下称"粉末冶金研究中心"）从提高会议效率角度考虑，提请公司将《
关
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以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一并审议。
经核查，粉末冶金研究中心现持有公司 37,212,718 股，持股比例为 17.39%，其提案内容未超出相关法
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及股东大会职权范围，且提案程序亦符合《
公司章程》、公司《
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和深交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故本公司董事会同意将该项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2010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将此次股东大会延期至 2010 年 12 月 6 日。
根据临时提案内容，公司对 2010 年 11 月 16 日发布的《
关于召开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公告》（
以下简称"原通知"）作如下修订：
一、原通知"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中会议召开时间修改为"2010 年 12 月 6 日上午 10：00"；
二、原通知"二、会议审议事项"中增加一项议案为第四项议案："四、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四、对原通知"授权委托书"进行修订，详见附件：授权委托书。
五、除上述修订外，原通知中其他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26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个人出席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单位/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有效期限：自本委托书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
大会结束。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名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适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
（
投票数：
1）蒋辉珍
（
刘文胜
投票数：
2）
（
投票数：
3）易茂中
（
投票数：
4）肖怀中
（
投票数：
5）何正春
（
投票数：
6）王铁
（
说明：上述累积投票制度，即每位股东拥有的表决权等于其持有的股份数乘以应选举非独立董事人
数之积，对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时可在累积表决票总和之下自主分配。 ）
独立董事候选人（
适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

（
1）谢科范

投票数：

（
2）郭平

投票数：

（
3）肖加余

投票数：

（
说明：上述累积投票制度，即每位股东拥有的表决权等于其持有的股份数乘以应选举独立董事人数
之积，对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时可在累积表决票总和之下自主分配。 ）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名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2、《
（
1）王勇

投票数：

（
2）杨静

投票数：

（
说明：上述累积投票制度，即每位股东拥有的表决权等于其持有的股份数乘以应选举监事人数之积，
对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时可在累积表决票总和之下自主分配。 ）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正案》
3、《
赞成□

反对□

弃权□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4、《
赞成□

反对□

弃权□

（
说明：1、议案一、二采用累积投票制度选举董事、监事，填写投票权数。 2、议案三、四委托人可在"赞
成"、"反对"或"弃权"方框内划"√"，做出投票指示。 3、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
的意愿表决。 ）
委托人（
签字或盖章）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或单位营业执照注册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2010 年 月 日
注：1、授权委托书复印和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2、委托人为法人股东必须加盖公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