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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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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发生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 201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11 月 11 日以公告形式发出通知。 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26 日下午 2 时 30 分在河南省巩义市伊洛北路 121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
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谢保军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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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北京市君致律师
事务所邓鸿成律师、熊凯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127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57,205,058 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 58.24%。其中参加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4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40,681,275 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 52.1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123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6,523,783 股，占公司总
股份的 6.12%。
四、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如下：
一、关于审议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份 157,202,05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99.998%，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3,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0.002%。
二、关于审议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赞成股份 157,201,75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99.998%；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3,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0.002%。
2、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赞成股份 157,201,75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99.998%；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3,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0.002%。
3、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赞成股份 157,199,85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99.997%；反对股份 1,
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0.001%；弃权股份 3,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0.002%。
4、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赞成股份 157,201,75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99.998%；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3,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0.002%。
5、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赞成股份 157,199,85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99.997%；反对股份 1,
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0.001%；弃权股份 3,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0.002%。
证券代码：００２４６２

证券简称：嘉事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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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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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连带责任。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会议召开届次：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董事会三届六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提请召开本次股东大
会的议案。
３、会议召开时间：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下午 １４：００
４、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所在地会议室
５、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６、会议出席对象：
（
１）本次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收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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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
东。
（
２）公司董事、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
３）中咨律师事务所鉴证律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公
７、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
司章程》的要求。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使用剩余超募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题》。
１、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公司公告 ２０１０－０１３ 号。
关于挂牌转让持有北京嘉事大恒制药有限公司 １００％股权、北京大恒倍生制药
２、审议《
厂有限公司 ７５％股权的议题》。
本议题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方可实施。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公司公告 ２０１０－０１４ 号及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公司公告
２０１０－０１７。
关于投资建设医药物流三期项目的议题》。
３、审议《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
４、审议《
议题》。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公司公告 ２０１０－０１５ 号。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题》。
５、审议《
三、会议登记方式
需加盖法人印
１、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账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章）、出席会议人身份证件，办理登记手续。
２、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个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３、受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亲笔签发的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
理登记手续。 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 １。
４、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方式登记。
四、会议联系方式及费用

股票代码：002356

6、限售期安排
表决结果：赞成股份 157,201,75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99.998%；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3,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0.002%。
7、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赞成股份 157,201,75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99.998%；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3,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0.002%。
8、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表决结果：赞成股份 157,201,75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99.998%；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3,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0.002%。
9、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归属
表决结果：赞成股份 157,199,85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99.997%；反对股份 1,
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0.001%；弃权股份 3,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0.002%。
10、决议有效期限
表决结果：赞成股份 157,201,75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99.998%；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3,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0.002%。
三、关于审议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份 157,201,75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99.998%；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3,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0.002%。
四、关于审议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份 157,201,75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99.998%；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3,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0.002%。
五、关于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份 157,201,75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99.998%；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3,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0.002%。
六、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份 157,201,75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99.998%；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3,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0.002%。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邓鸿成律师、熊凯律师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
法律意见书》认为：恒星科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
的资格和会议审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六、会议备查文件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1、《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
2、《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27 日
１、联系人：张菁、赵媞
２、联系方式：（
Ｔｅｌ）０１０－８８４３３４６４ （
Ｆａｘ）０１０－８８４４７７３１
３、 联系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昆明湖南路 １１ 号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编
１００１９５
４、会议预计为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自理。
五、备查文件
１、经与会董事签字的三届六次董事会决议；
２、独立董事对三届六次董事会重点议案的独立意见；
３、经与会监事签字的三届六次监事会决议；
公司章程》；
４、变更条款后的《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嘉事堂用超募资金补充
５、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北京嘉事大恒制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项目股东
６、北京天坤联合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书》（
天坤评报字【
２０１０】第 ０４９ 号）
北京大恒倍生制药厂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项目股
７、北京天坤联合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书》（
天坤评报字【
２０１０】第 ０５０ 号）
北京嘉事大恒制药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睿合达审
８、北京睿合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字【
２０１０】第 １０６２ 号）
北京大恒北京制药厂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睿合达
９、北京睿合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审字【
２０１０】第 １０８２ 号）
特此公告
附件 １： 授权委托书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附件 １：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对本次会议审议议案应表决事项代为行使表决权。
或盖章）：
１、委托人签名（
２、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注册登记号：
３、委托人股东账号：
４、委托人持股数量：
５、受托人签名：
６、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２０１０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４６２
证券简称：嘉事堂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０１７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挂牌转让持有北京嘉事大恒制药
有限公司 １００％股权、北京大恒倍生制药厂
一）
有限公司 ７５％股权的后续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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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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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人。 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本公司《
章程》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公司拟以重大资产重组注入资产中的红溪
一、审议通过《
沟作业区及江南沱口作业区的净资产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拟设立的全资子公司的基本情
况如下：
公司名称：重庆港九万州港务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红溪沟作业区及江南沱口作业区的净资产（
金额以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
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验资为准）
经营范围：码头和其他港口设施经营、在港区内从事货物装卸、仓储经营，港口机械、设
施、设备租赁、维修业务经营，港口拖轮经营、船舶港口服务业务经营，货物专用运输（
集装
箱），大型物件运输等业务
公司住所：重庆市万州区金陵路 ７７ 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独资）
拟设立公司的名称、住所及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管理部门审核确定为准。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红溪沟作业区与江南沱口作业区净资产账面价值分别为
１７５２４．４７ 万元和 ８１６９．３０ 万元。 重庆华康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 对红溪沟作业区与江南沱口作业区净资产采用了成本法进行评
估，评估值分别为 ２３４５２．５９ 万元和 ８４２６．５３ 万元，并出具了重康评报字（
２００９）第 ８９－１ 号资
产评估报告书。 鉴于红溪沟作业区及江南沱口作业区的净资产评估值总额为 ３１８７９．１２ 万元，
根据公司相关内控制度的规定，本次设立全资子公司事项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将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按照工商登记管理部门的要求办理相关公司登记手续。
表决结果为：９ 票同意，０ 票反对，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
关于设立分公司的议案》。 公司拟以重大资产重组注入资产中的猫儿沱港
埠分公司的净资产设立分公司。 拟设立的分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猫儿沱港埠分公司
企业性质：分公司
营业场所：江津市珞璜镇猫儿沱
经营范围：码头和其他港口设施经营，在港区内从事货物装卸、驳运、仓储经营，港口机
械、设施、设备租赁、维修业务经营（
按许可证核定事项和期限从事经营）；销售日用百货，场
地租赁。
拟设立分公司的名称及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管理部门审核确定为准。
表决结果为：９ 票同意，０ 票反对，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
关于修改公司〈
章程〉的议案》。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资产过户及发行股份
章程》有关条款进行修改，
的相关手续已办理完毕。 由于公司股份总额发生变化，公司拟对《
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公司于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 １０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发行字
１、 原第三条
［
２０００］１０１ 号文件）批准，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８６０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
３１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修改为：第三条
公司于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 １０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发行字
［
２０００］１０１ 号文）批准，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８６０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 ３１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１４０４ 号文）批
准，以资产置换及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向重庆港务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７６，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 ３７，５５１，２６７ 股股份。
１５０，０３５ 股股份，向重庆市万州港口（
２、原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２８，３９０，９６０．００ 元。
修改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４２，０９２，２６２．００ 元。
３、 原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额为 ２２８３９．０９６ 万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２８３９．０９６ 万股。
修改为：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额为 ３４２，０９２，２６２ 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人民币普通
股 ３４２，０９２，２６２ 股。
４、原第二百六十条 本章程经公司二 ００ 八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修改为：第二百六十条 本《
章程》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
效。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为：９ 票同意，０ 票反对，０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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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交易内容：公司决定对上海紫东化工材料有限公司增资 750 万美元。
● 关联人回避事宜：本交易属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沈雯先生、郭峰先生、胡兵女士、沈臻
先生、彭胜浩先生、唐继锋先生回避表决。
●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额占截
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1.54%， 对本公司当期或未来财务状况无重大
影响。
● 本次交易需报上海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备案并审批。
一、关联交易概述
以下简称"紫东材料"）增资 750 万美元。 截止
公司决定对上海紫东化工材料有限公司（
按 10 月 31 日的汇率 6.6701 计，折合美
2010 年 10 月 31 日，该公司账面净资产 1,82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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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对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连带责任。
提示
一、 本次交易将在相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后， 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 受让
方将通过公开征集方式产生， 不涉及关联交易。
二、 本次标的股权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价格以资产评估结果为基础， 最终转让价格
以产权交易所根据交易规则公开竞价确定的转让价格为准。
三、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本次标的股权权属清晰， 不存在权利瑕疵。 公司对
转让标的无担保， 无委托理财。
四、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转让标的与公司有资金往来， 占用公司自有资金 ９，
４９６， ５６６．７９ 元， 标的转让的同时公司将收回该笔往来资金。
一、 交易后续进展情况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对外披露了 《
关
于挂牌转让持有北京嘉事大恒制药有限公司 １００％股权、 北京大恒倍生制药厂有限公司
详见公司公告 ２０１０－０１４ 号）。
７５％股权的公告》 （
公司三届六次董事会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以通讯方式审议通过了 《
关于挂牌转让持
有北京嘉事大恒制药有限公司 １００％股权、 北京大恒倍生制药厂有限公司 ７５％股权的议
题》， 董事会决议公告详见公司公告 ２０１０－０１１ 号。
目前， 交易标的的审计评估已完成。 北京睿合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为交易标的
的审计机构， 分别出具 《
北京嘉事大恒制药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
睿合达审字 【
２０１０】 第
北京大恒北京制药厂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
睿合达审字 【
１０６２ 号） 和 《
２０１０】 第 １０８２
号）， 审计时点均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北京天坤联合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交易标
的的评估机构， 对交易标的进行全面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 分别为 《
北京嘉事大恒制药有
限公司股权转让项目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书》 （
天坤评报字 【
２０１０】 第 ０４９ 号）
和 《
北京大恒倍生制药厂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项目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书》 （
天
坤评报字 【
２０１０】 第 ０５０ 号）， 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本次交易将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及相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后， 在北京产权交易所
挂牌交易。
标的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７９５３．８１ 万元， 评估价值为 ８４６５．３ 万元， 增值率 ６．４３％， 最终
转让价格以北京产权交易所根据交易规则公开竞价确定的转让价格为准。
二、 交易标的财务数据
１、 北京嘉事大恒制药有限公司
财务数据
２０１０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单位：元
２００９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９８，４０７，２５７．７６

１０１，３２７，８３１．０６

净资产

６６，８６４，７８５．４２

６８，８６３，４５５．４

营业收入

８２，０２２，１００．８８

６２，２７２，６７５．５

４，２２２，３５６．６０

１，９９８，６６９．９８

净利润

证券代码：002039

金额为 7,266.23 万元；1 级三相费控智能电能表中标数量为 58,365 只， 中标金额为 4,781.50
万元。 中标公示媒体为国家电网公司招投标网，其详细内容请查阅 2010 年 11 月 25 日国网
招投标网 http://newbidding.sgcc.com.cn 的中标公告。
二、中标项目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该项目中标后， 其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 2011 年经营工作和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但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三、中标项目的风险提示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国家电网公司及其相关代理机构发给本公司的中标通知书， 具体
中标的有关事项待收到中标通知书后，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
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简称：黔源电力

审议表决议案

１

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２

关于修改公司《
章程》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如果委托人未对会议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按自己决定表决。
委托人姓名（
或单位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件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码：
委托人签章（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公章）：
受托人（
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件号码：
委托期限：至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止
委托书签署日期：

弃权

评估结果
单位：万元
账面价值
项目

股票代码：６００４４９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Ｃ＝Ｂ－Ａ

Ｄ＝Ｃ／Ａ＊
１００％

Ａ

Ｂ

１

资产总计

１０，１３２．７９

１０，１４３．７９

１

负债合计

３，２４６．４４

３，２４６．４４

－

－

１

净资产（
所有者权益）

６，８８６．３５

６，８９７．３５

１１．００

０．１６

１１．００

０．１１

注：交易标的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数据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２、北京大恒倍生制药厂有限公司
财务数据
２０１０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单位：元
２００９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２３，６１０，９５２．５７

２３，９１４，８９７．０５

净资产

９，３４３，９００．１１

１０，６７４，５７４．７８

营业收入

２，４６１，２９０．５０

１１，７２９，３５９．２３

４９１，２５９．８４

１，３３０，６７４．６７

净利润

评估结果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１

资产总计

２，３９１．４９

２，８９１．９８

５００．４９

１

负债合计

１，３２４．０３

１，３２４．０３

－

－

１

净资产（
所有者权益）

１，０６７．４６

１，５６７．９５

５００．４９

４６．８９

２０．９３

注：交易标的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数据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备查文件
１、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２、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关于挂牌转让持有北京嘉事大恒制药有限公司 １００％股权、北京大恒倍生
３、独立董事《
制药厂有限公司 ７５％股权的意见》
北京嘉事大恒制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项目股东
４、北京天坤联合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书》（
天坤评报字【
２０１０】第 ０４９ 号）
北京大恒倍生制药厂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项目股
５、北京天坤联合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书》（
天坤评报字【
２０１０】第 ０５０ 号）
北京嘉事大恒制药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睿合达审
６、北京睿合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字【
２０１０】第 １０６２ 号）
北京大恒北京制药厂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睿合达
７、北京睿合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审字【
２０１０】第 １０８２ 号）
特此公告。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公告编号：201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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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
2010 年 11 月 26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员会审核了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2010 年度非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 股)事宜。 根据审核结果,本公司 2010 年度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申请
获得通过。 目前,本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书面核准文件,待公司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书面核准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聘基金经理的公告
因工作需要，我公司决定增聘熊志勇先生担任国投瑞银瑞和沪深 3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经理，与现任基金经理 LU RONG QIANG 共同管理该基金。
上述事项已向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了基金经理注册登记手续，并报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
局备案。
特此公告。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11 月 27 日
附：熊志勇先生简历
熊志勇先生，英国考文垂大学博士研究生，5 年证券从业经验。 曾任职于天狮投资中心、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从事量化分析和证券研究工作。 2009 年 12 月加入国投瑞银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国际业务部，担任高级量化研究员。 熊志勇先生具备基金从业资格，未被监管机构
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股票简称：赛马实业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０５８

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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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章程》的规定，公司决定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
公司”）《
下：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星期一）上午 ９ 时，会期半天
三、会议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信义街 １８ 号重庆朝天门大酒店三楼五会议室。
四、会议方式：现场表决
五、会议主要议题：
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１、审议《
关于修改公司〈
章程〉的议案》。
２、审议《
六、会议出席对象：
１、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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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
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七、会议登记事项
１、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他人出
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和股东账户卡办理
登记手续。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法定代表人应持本人身份证、加盖法人印章的营业
执照复印件和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
身份证、加盖法人印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及股东账户卡
办理登记手续。
２、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进行登记。
３、登记地点：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上午 ９：３０—１１：３０；下午：２：００—５：００）。
４、登记时间：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八、联系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信义街 １８ 号重庆朝天门大酒店 １５０６ 室。
邮政编码：４０００１１
联系人：邓红
江琳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３１００８７９ ６３１００８０３
传
真：（
０２３）６３１００９９１
九、其他事项：与会股东食宿与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 ０ 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女士）代表本单位（
本人）出席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召开的重庆港
九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请对所委托表决事项作
出同意、反对、弃权票的明确指示，并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元 273.01 万元），以该公司账面净资产为定价依据，增资 750 万美元后，公司持有其 90.66%
股权，上海紫江集团（
香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紫江香港"）持有其 9.34%股权。
本次增资前，公司持有紫东材料 65%股权，紫江香港持有紫东材料 35％股权；本次增资
完成后，公司持有紫东材料 90.66%股权，紫江香港持有 9.34%股权。
鉴于紫江香港系公司第一大股东紫江集团的子公司，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规定，本次交易属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金额合计为 750 万美元，占公司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1.54%。
董事会对本次交易进行了认真讨论，关联董事沈雯先生、郭峰先生、胡兵女士、沈臻先
生、彭胜浩先生、唐继锋先生回避表决，出席会议非关联董事一致审议通过，其中丁文江、潘
思中、 朱红军 3 名独立董事认为增资紫东材料是为了支持紫东材料正常生产经营和进一步
发展的需要，该金额是公允合理的，且该交易金额占公司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
资产的 1.54%，对本公司当期或未来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
全部投了赞成票。
本次交易尚需报上海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备案并审批。
二、关联方介绍
上海紫江集团（
香港）有限公司系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紫江（
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成立于 2003 年 6 月 13 日，注册资本为港币 500 万元，经营范围为包装、印刷技术、材料、产
品的研发、设计及相关业务。
包括本次关联交易止，累计 12 个月内，公司与紫江香港之间的关联交易为 750 万美元，
占公司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1.54%。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紫东材料成立于 2001 年 12 月 25 日，注册资本 1880 万美元，主要生产销售双向拉伸聚
酰胺薄膜、多层复合薄膜等新型薄膜材料。 截止 2010 年 10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5,087 万
元，净资产 1,821 万元，2010 年 1-10 月累计实现净利润 62.26 万元（
未经审计）。
本次增资前，公司持有其 65%股权，紫江香港持有其 35%股权，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持
有紫东材料 90.66%股权，紫江香港持有 9.34%股权。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增资紫东材料主要是考虑紫东材料目前自有资金严重不足，增资
可支持其正常生产经营和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对全体股东及公司都是有利的，该增资金额是
公允合理的。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增资紫东材料主要是为了支持紫东材料正常生产经营和进一步发
展的需要， 该增资金额是在对紫东材料生产经营所需的多次论证后确定的， 是公允合理
的， 且该交易金额占公司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1.54%， 对本公司当期或
未来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关联董事在审议本次交易时
进行了回避表决， 该项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要求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关联交易内容合法有效、 公允合理， 没有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对
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是公平的，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最大利益。
六、备查文件目录
1、紫江企业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函
特此公告。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1 月 27 日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
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１２ 月 １３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内容详见今日公司临 ２０１０－０３２ 号公告。
表决结果为：９ 票同意，０ 票反对，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 Ｏ 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６００２７９ 股票简称：重庆港九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３２ 号

序号

编号：临 2010-028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于 2010 年 11 月 16 日
以 E-MAIL 和传真方式向公司董事发出召开第二十七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并于 2010 年 11
月 26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 9 名董事出席会议并行使了表决权。 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
公
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以 3 票同意通过了 《
关于公司增资上海紫东化工材料有限公司的议案》：公
司决定对上海紫东化工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紫东材料"）增资 750 万美元。 截止 2010 年
按 10 月 31 日的汇率 6.6701 计，折合美元 273.01
10 月 31 日，该公司账面净资产 1,821 万元（
万美元），以该账面净资产为定价依据，增资 750 万美元后，公司持有其 90.66%股权，上海紫
江集团（
香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紫江香港"）持有其 9.34%股权。
紫东材料成立于 2001 年 12 月 25 日，注册资本 1880 万美元，公司持有其 65%股权，紫
江香港持有其 35%股权， 主要生产销售双向拉伸聚酰胺薄膜、 多层复合薄膜等新型薄膜材
料。 截止 2010 年 10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5,087 万元，净资产 1,821 万元，2010 年 1-10 月
累计实现净利润 62.26 万元（
未经审计）。
公司增资紫东材料主要是考虑紫东材料目前自有资金严重不足， 增资可支持其正常生
产经营和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鉴于紫江香港系公司第一大股东紫江集团的子公司，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规定，本次交易属关联交易，6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27 日
证券代码：600210
证券简称：紫江企业
编号 2010-029

公告编号：2010-048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经营合同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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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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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国家电网公司的国网招投标网 http://newbidding.sgcc.com.cn 于 2010 年 11 月 25 日
公告的"国家电网公司集中规模招标采购 2010 年电能表第四批项目电能表招标中标人名单
（
招标编号：0711-10OTL138）"，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为中标人，
中标的智能电能表总数量 597,769 只，中标总金额为 12,047.73 万元。 其中 2 级单相远程费控
智能电能表中标数量为 539,404 只， 中标金额为 7,266.23 万元；1 级三相费控智能电能表中
标数量为 58,365 只，中标金额为 4,781.50 万元。 其具体情况提示如下：
一、中标项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中标项目为国家电网公司集中规模招标采购 2010 年电能表第四批项目的招标 (招
标编号：0711-10OTL138），该项目由国家电网公司委托中电技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等招标
代理机构采用公开招标方式进行，已于 2010 年 10 月 27 日在国网招投标网 http://newbidding.
sgcc.com.cn 发布了详细的公开招标信息。 公司本次中标的智能电能表总数量 597,769 只，中
标总金额为 12,047.73 万元。 其中 2 级单相远程费控智能电能表中标数量为 539,404 只，中标

证券简称：紫江企业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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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关于延期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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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原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宁夏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宁
夏建材”）并注销宁夏建材所持公司股份之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在召
以下
开本次股东大会之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应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简称“
国资委”）的批复。
上述重组事项尚在审批之中， 预计不能在原定的股东大会召开日之前获得国资委的批
复，鉴于此原因，公司董事会决定延期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五次临时股
东大会，相关时间安排如下：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下午 ２：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３０－１１：３０；下午 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现场会议登记时间为：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至 １２ 月 １５ 日期间每个工作日 ９：３０ 至 １７：００。
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及其他事项不变（
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
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附：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附件：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投票日期：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总提案数：６ 个
一、投票流程
１．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投票股东

７３８４４９

赛马投票

６

Ａ股股东

２．表决方法
（
１）一次性表决方法：
如需对所有事项进行一次性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表决序号

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６ 号

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 ６ 项
提案

７３８４４９

９９．００ 元

１股

２股

３股

（
２）分项表决方法：
如需对各事项进行分项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表决序号

审议 《
关于签署＜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与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水股份
实际盈利数与净利润预测数差额的补偿协
议＞的议案》

７３８４４９

４．００ 元

１股

２股

３股

５

审议《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
权办理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相关事宜的议案》

７３８４４９

５．００ 元

１股

２股

３股

６

审议《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同意中国
中材股份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
司股份的议案》

７３８４４９

６．００ 元

１股

２股

３股

４

申报股数”项填写表决意见
３、在“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股

反对

２股

弃权

３股

二、投票举例
１、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Ａ 股收市后，持有公司 Ａ 股的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
投票的全部提案投同意票，则申报价格填写“
９９．００ 元”，申报股数填写“
１ 股”，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４４９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股

２、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
提案 《
关于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宁夏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并注销宁夏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暨关联交易方案
的议案》投同意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４４９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股

３、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
关于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宁夏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
提案 《
司并注销宁夏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暨关联交易方案
的议案》投反对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４４９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股

４、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
提案 《
关于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宁夏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并注销宁夏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暨关联交易方案
的议案》投弃权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４４９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股

三、投票注意事项

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
关于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新
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宁夏建材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并注销宁夏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所持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暨关
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７３８４４９

１．００ 元

１股

２股

３股

２

审议 《
关于＜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宁夏建材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并注销宁夏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所持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７３８４４９

２．００ 元

１股

２股

３股

３

审议 《
关于签署＜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以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宁夏建材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之协议书＞的议案》

７３８４４９

３．００ 元

１股

２股

３股

１、考虑到所需表决的提案较多，若股东需对所有的提案表达相同意见，建议直接委托申
报价格 ９９ 元进行投票。 股东大会有多个待表决的提案，股东可以根据其意愿决定对提案的
投票申报顺序。 投票申报不得撤单。
含现场投票、委托投票、网络投票），
２、对同一事项不能多次进行投票，出现多次投票的（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３、股东大会有多项表决事项时，股东仅对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即视为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
东未投票或投票不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规定的，按
照弃权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