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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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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3年1月1日-2013年3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同向上升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利

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100%�-�150%

盈利：31,029,289.99元

盈利：6,206万元–7757万元

注：本表中的“元” 均指人民币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控股子公司山东登海先锋种业有限公司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母公司玉米种子销售收入比去年同

期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公司2013年一季度实际盈利情况以公司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数据

为准。公司将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3月26日

2013年 3 月 27 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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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16� � � �证券简称：民生银行 编号：2013-012

� � � � � �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二号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银行” 、“发行人” 、“公司” 或“本行” ）全体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

称“《证券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已依法履行诚信和勤勉尽责的义

务和责任。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

其他政府机关对本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行

的任何保证。

本行及联席上市保荐机构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

阅2013年3月13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金融时报》和《证券日报》的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附次级条款）募集说明书摘要》及刊载

于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附次级条款）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全文。

本上市公告书使用的简称释义与《募集说明书》相同。

第二节 可转债上市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根据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编制。

本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已经取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2]1573号文核准。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发字[2013]1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200亿元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将在上

交所上市，其中17,173,833,000元的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将于2013年3月29日起上市交易，2,826,167,000元

的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将于2013年5月2日起上市交易。 证券简称为 “民生转债” ， 证券代码为

“110023” 。

本次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上市情况如下：

1、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2、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民生转债

3、可转换公司债券代码：110023

4、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量：200亿元（2,000万手）

5、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时间及上市量：

公司本次发行的200亿元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将在上交所上市，其中17,173,833,000元的A股可转换

公司债券将于2013年3月29日起上市交易，2,826,167,000元的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将于2013年5月2日起

上市交易。

6、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限：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限为发行之日起六年，即自2013年3月15日

至2019年3月15日。

7、债券票面利率：第一年0.6%、第二年0.6%、第三年0.6%、第四年1.5%、第五年1.5%、第六年1.5%。

8、债券到期偿还：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发行人将以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票

面面值的106%（含最后一期年度利息）的价格向投资者兑付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

9、付息方式：本次发行的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可转债发行首日，即

2013年3月15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每年

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发行人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

利息。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发行人A股股票的可转债，发行人不再

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

人承担。

10、初始转股价格：10.23元/股。

11、转股起止日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即自

2013年9月16日至2019年3月15日。

12、可转换公司债券锁定期：

本次通过网下A类申购获得配售的2,826,167,000元民生转债锁定期为1个月，锁定期自2013年3月29

日至2013年4月29日（节假日顺延）。

原A股股东优先配售和网下B类申购、 网上发行申购获配部分合计17,173,833,000元民生转债不设

持有期限制，投资者获得配售的民生转债于2013年3月29日起上市流通。

13、担保事项：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提供担保。

14、可转债债券信用级别及信用评级机构：本次发行的民生转债债券信用级别为AA+，信用评级机

构为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15、债券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16、联席上市保荐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发行人名称（中文）：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民生银行）

发行人名称（英文）：CHINA� MINSHENG� BANKING� CORP.,� LTD.�（缩写：“CMBC” ）

境内股票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境内股票简称：民生银行

境内股票代码：600016

境外股票上市地：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境外股票简称：民生银行

境外股票代码：01988

法定代表人：董文标

董事会秘书：万青元

注册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2号

邮政编码：100031

电话号码：86-10-68946790

传真号码：86-10-68466796

互联网网址：www.cmbc.com.cn

电子信箱：cmbc@cmbc.com.cn

业务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

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买卖、代理

买卖外汇；从事结汇、售汇业务；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保险兼业代

理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

（一）发行人的设立情况

本行于1996年2月7日在北京成立，系依据国务院国函[1995]32号文及人民银行银复[1995]182号文、

银复[1996]14号文批准，经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牵头组建，由中国乡镇企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中国煤

炭工业进出口总公司、中国船东互保协会、山东泛海集团公司等共计59家单位作为发起人，共同发起设

立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本行成立时的注册资本为1,380,248,376元，是我国首家主要由非公有制企业入股

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二）发行人的股本变更情况

1、2000年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上市后的股本结构变化

2000年11月27日，经人民银行银复［1999］234号文、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0］146号文核准，

本行在上交所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35,000万股，并于2000年12月29日在上交所上市交易。本行首次公

开发行A股股票成功后，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增加到1,730,248,376元。根据当时法律法规的规定，本行

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后的股本分为流通股和非流通法人股。

2、2003年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后的股本结构变化

2003年2月27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3］13号文核准，本行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40亿

元人民币，每张面值100元人民币，共计发行40,000,000张。

2003年8月27日，该部分债券进入转股期并于2008年2月26日到期。截至2008年2月26日收盘，本行该

次发行的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已经转换成本行股份的数量为1,616,729,400股（含送增股），占该次发行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总量的99.992%。

3、2005年实施股权分置改革后股本结构的重大变化

2005年10月12日，经中国银监会银监复[2005]260号文批准，本行进行股权分置改革。本行根据有关

法律、法规规定，于2005年10月17日召开了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会议以全体股

东98.7752%、流通股股东92.3255%的赞成比例通过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及<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议案》。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原法人股东遵守一定禁售期的承诺，随着本行有限售条件的股东限售

解禁，截至2007年10月27日，股权分置改革中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全部上市流通。

4、2007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后的股本结构变化

2007年6月22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7]7号文、中国银监会银监复[2007]228号文批准，本

行向新希望投资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七家企业非公开发行A股238,000万股。非公

开发行股票后，本行的总股本达到14,479,080,428股。截至2009年8月24日，非公开发行中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全部上市流通。

5、2009年首次公开发行H股后的股本结构变化

2009年11月26日，经中国银监会《关于中国民生银行发行H股有关事项的批复》（银监复[2009]第

231号）、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批复》（证监许可

字[2009]1104号）批准以及香港联交所上市委员会上市聆讯，同意本行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并

在香港联交所上市交易。2009年11月26日，本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3,321,706,000股成功发行上市，

发行价格为每股9.08港元。2009年12月18日， 本行以每股9.08港元价格行使H股超额配售权， 配售H股

117,569,500股。H股发行后，本行总股本为22,262,277,489股。

6、2012年新增发行H股后的股本结构变化

经中国银监会 《关于中国民生银行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及增发H股的批复》（银监复

[2011]第328号）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发境外上市外资股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2]211号）的批准，本行于2012年3月26日在香港成功新增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1,

650,852,240股，发行价格为每股6.79港元。本次新增发行H股后，本行总股本为28,365,585,227股。

7、分红派息、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引起的股本变化

除上述因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股权分置改革、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首次公开发行H股、新增发行H股等事项引起的本行股本结构变化外，本行还因分红派息、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引起股本变化。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本行总股本为28,365,585,227股。

三、发行人主要经营情况

本行是国内首家且规模最大的主要由非国有企业发起设立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近年来，本

行资产负债规模稳健增长，战略业务持续发展，盈利能力不断提升。截至2012年9月30日，本行资产总额

28,095.70亿元，负债总额26,499.70亿元，分别比上年末增长26.04%和26.49%。其中，贷款和垫款总额13,

459.09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1.67%；客户存款总额18,557.76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2.83%。作为本行战略业

务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到2,805.32亿元，比上年末增长20.66%；小微客户数量达到79.23万户，保持快

速增长；本行私人银行客户数量达到8,695户，比上年末增长86.99%，管理金融资产规模达到1,351.86亿

元，比上年末增长97.73%。2012年前三季度，本行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88.10亿元，比上年同

期增长34.71%。

本行拥有高效且遍布全国的分支机构网络，在业务增长迅速的同时风险管理能力不断提高，资产

质量保持基本稳定。截至2012年9月30日，本行的不良贷款率为0.72%，拨备覆盖率为339.21%，贷款拨备

率达到2.44%。

近年来，本行已采取多项措施优化业务组合、完善风险管理体系和改进本行的信息技术平台以提

升本行的整体竞争力。自2007年底起，本行开展事业部改革，以配合本行主要行业、客户及产品的内部

分工，此举将进一步加强本行掌握市场机遇、服务客户及管理风险的能力。本行在业务表现、管理能力

和公司治理方面屡获殊荣和奖项。

四、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发行人股票、债券的情况

（一）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发行人股票情况

截至2012年6月30日，除监事会副主席王家智直接持有本行633,100股A股股份（占总股本0.0022%）

以外，本行董事、其他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直接持有本行股份的情况，间接持有本行股份的情况

如下：

姓 名 职位 股份类别

好仓/

淡仓

持股方式 股份数量（股） 股权比例

刘永好 非执行董事 A 好仓 通过控制企业持股 1,891,893,763 6.67%

张宏伟 非执行董事 A 好仓 通过控制企业持股 931,073,370 3.28%

卢志强 非执行董事 A 好仓 通过控制企业持股 698,939,116 2.46%

史玉柱 非执行董事

A 好仓 通过控制企业持股 805,600,038 2.84%

H 好仓 通过控制企业持股 344,479,500 1.21%

H 淡仓 通过控制企业持股 37,600,000 0.13%

（二）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发行人债券情况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前，本行无对外发行且尚未到期的可转债。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本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直接持有本行可转债的情况，

间接持有本行可转债的情况如下：

姓 名 职位 持有可转债方式 可转债数量（元） 可转债比例

张宏伟 副董事长，非执行董事 通过控制企业持有 786,739,000 3.93%

卢志强 副董事长，非执行董事 通过控制企业持有 618,561,000 3.09%

刘永好 副董事长，非执行董事 通过控制企业持有 1,680,946,000 8.40%

史玉柱 非执行董事 通过控制企业持有 751,664,000 3.76%

郭广昌 非执行董事 通过控制企业持有 259,462,000 1.30%

五、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本行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

六、发行人股本结构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本行股本总额为28,365,585,227股，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本行股本结构如下：

项目 股数（股） 持股比例

人民币普通股（A股） 22,587,602,387 79.63%

境外上市外资股 5,777,982,840 20.37%

股份总数 28,365,585,227 100.00%

截至2012年9月30日，本行前十大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股份类别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 H 5,777,982,840 20.37%

2 新希望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 A 1,333,586,825 4.70%

3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沪

境内法人 A 1,151,307,314 4.06%

4 中国船东互保协会 境内法人 A 905,764,505 3.19%

5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 A 888,970,224 3.13%

6 上海健特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 A 809,600,038 2.85%

7 中国中小企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 A 737,955,031 2.60%

8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 A 698,939,116 2.46%

9 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 A 558,306,938 1.97%

10 福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 A 550,151,500 1.94%

合计 - - 13,412,564,331 47.28%

注：（1）上述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H股股东持股情况是根据H股股份过户登记处设置的公司股东名册中所列的股份数目统计。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是以代理人身份，代表截至2012年9月30日，在该公司开户登记的所

有机构和个人投资者的H股股份合计数；

（3）新希望投资有限公司和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同为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公司；本行未

知其他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第四节 本次A股可转债发行情况

一、发行总额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总额为人民币200亿元（2,000万手）。

二、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票面金额为100元/张，按面值发行，发行价格为每手1,000元。

三、债券存续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限为发行之日起六年，即自2013年3月15日至2019年3月15日。

四、债券票面利率

第一年0.6%、第二年0.6%、第三年0.6%、第四年1.5%、第五年1.5%、第六年1.5%。

五、初始转股价格

初始转股价格为10.23元/股。

六、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向本公司原A股股东实行优先配售，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A股股东放弃优先配售

部分）采用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与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

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的申购数量下限为1手（10张，1,000元），上限为5,000,000手（50亿

元）。网下向机构投资者配售发行分两类：A类申购为有效申购数量为500,000手（5亿元）或以上，不

超过10,000,000手（100亿元）且承诺锁定期为1个月的申购；B类申购为有效申购数量为100,000手（1

亿元）或以上，不超过5,000,000手（50亿元）的申购。

七、发行结果

1、向原A股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本公司原A股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申购代码“704016” 进行优先配售民生转

债14,347,666,000元（14,347,666手），占本次发行总量的71.74%。

2、网上向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结果

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网上向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的民生转债为55,930,000元 （55,930手），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0.28%，网上中签率为0.36815827%。

3、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结果

本次网下A类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683,070,000手，即683,070,000,000元，最终网下向A类申购机构

投资者配售的民生转债总计为2,826,167,000元（2,826,167手），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4.13%，配售比例为

0.4137448578%。

本次网下B类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752,470,000手，即752,470,000,000元，最终网下向B类申购机构

投资者配售的民生转债总计为2,770,237,000元（2,770,237手），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3.85%，配售比例为

0.3681524845%。

八、前十大可转债持有人及持有量

本次发行前，本行无对外发行且尚未到期的可转债。

本次发行后，截至2013年3月25日，本行前十大可转债持有人名称、持有数量情况如下：

序号 可转债持有人名称 可转债持有数量（元）

1 新希望投资有限公司 1,186,844,000

2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沪 1,018,907,000

3 中国船东互保协会 800,000,000

4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86,739,000

5 上海健特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716,496,000

6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18,561,000

7 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 494,102,000

8 福信集团有限公司 486,884,000

9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产品 471,048,000

10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292,532,000

合计 6,872,113,000

九、募集资金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资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00亿元（含发行费用），扣除保荐及承销费用后，已由联席主承

销商于2013年3月21日汇入本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进

行了审验，并出具了毕马威华振验字第1300017号《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

金验证报告》。

经审验，截至2013年3月21日止，本行已收到扣除保荐及承销费用后的发行可转债实收募集资金人

民币19,920,000,000.00元，再扣除除保荐及承销费用以外的其他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9,

911,800,000.00元。

十、发行费用总额及项目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共计88,200,000.00元，具体如下：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1 保荐及承销费用 80,000,000.00

2 律师费用 1,000,000.00

3 审计及验资费用 2,910,000.00

4 资信评级费用 500,000.00

5 债券登记费用 2,000,000.00

6 信息披露费用 1,750,000.00

7 其他 40,000.00

合计 88,200,000.00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本行自募集说明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下列可能对本行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

事项。

（一）主要业务发展目标发生重大变化；

（二）所处行业或市场发生重大变化；

（三）主要投入、产出的供求及金融产品价格发生重大变化；

（四）未履行法定程序或未在募集说明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五）重大投资；

（六）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七）发行人住所发生变更；

（八）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变化；

（九）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违规的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六节 联席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联席上市保荐人

1、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开国

住所： 上海市广东路689号

保荐代表人： 张虞、周威

项目协办人： 葛欣

联系电话： (8621)�2321�9000

联系传真： (8621)�6341�1627

2、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名称：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弘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15层

保荐代表人： 韩刚、李洋阳

项目协办人： 廖君

联系电话： (8610)�5832�8888

联系传真： (8610)�5832�8954

二、联席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

联席上市保荐人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特推荐发行人本次发行的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

证券简称：证通电子 证券代码：002197� � � �公告编号：2013-015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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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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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议案3。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3年3月26日下午14:00-16:00；

网络投票时间：2013年3月25日-2013年3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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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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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时间为：2013年3月25日15:00� 至2013年3

月26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光明新区松白路甲子塘证通电子产业园9楼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许忠慈先生

6、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1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92,924,2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4.29%。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8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92,523,9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4.09%。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13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400,2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

7、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议案进行逐项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曾胜强先生、林楚彬先生、许忠慈先生、张跃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李连和先生、钟廉先生、刘小清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三年。具体表决情况如

下：

1.1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1.1关于选举曾胜强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92,924,260股；其中同意92,523,9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99.57%。

1.1.2关于选举林楚彬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92,924,260股；其中同意92,523,9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99.57%。

1.1.3关于选举许忠慈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92,924,260股；其中同意92,523,9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99.57%。

1.1.4关于选举张跃华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92,924,260股；其中同意92,523,9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99.57%。

1.2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2.1关于选举李连和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92,924,260股；其中同意92,523,9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99.57%。

1.2.2关于选举钟廉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92,924,260股；其中同意92,523,9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99.57%。

1.2.3关于选举刘小清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92,924,260股；其中同意92,523,9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99.57%。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郭友文先生、程燕娟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任期三年。

2.1关于选举郭友文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92,924,260股；其中同意92,523,9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99.57%。

2.2关于选举程燕娟女士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92,924,260股；其中同意92,523,9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99.57%。

3、审议通过《关于修改经营范围及<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92,924,260股；其中同意92,564,5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99.61%；其中反对227,3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24%；其中弃权132,352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14%。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40,603股，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1435%；反对227,329股，占

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56.7919%；弃权132,352股，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33.0645%。

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4、会议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4.1定价基准日和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92,924,260股；其中同意92,572,8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99.62%；其中反对351,3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38%；其中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0.00%。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48,923股，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2.2221%；反对351,361股，占

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87.7779%；弃权0股，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00%。

4.2本次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92,924,260股；其中同意92,572,8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99.62%；其中反对351,3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38%；其中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0.00%。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48,923股，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2.2221%；反对351,361股，占

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87.7779%；弃权0股，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00%。

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92,924,260股；其中同意92,572,8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99.62%；其中反对227,3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24%；其中弃权124,032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13%。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48,923股，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2.2221%；反对227,329股，占

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56.7919%；弃权124,032股，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30.9860%。

6、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授权期限的议

案》

表决结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92,924,260股；其中同意92,564,5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99.61%；其中反对227,3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24%；其中弃权132,352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14%。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40,603股，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1435%；反对227,329股，占

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56.7919%；弃权132,352股，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33.0645%。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四家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并由股东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曾胜强回避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7,501,028股；其中同意27,141,347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8.69%；其中反对227,3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83%；其中

弃权132,3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48%。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40,603股，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1435%；反对227,329股，占

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56.7919%；弃权132,352股，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33.0645%。

8、审议通过《关于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2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92,924,260股；其中同意92,564,5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99.61%；其中反对227,3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24%；其中弃权132,352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14%。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40,603股，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1435%；反对227,329股，占

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56.7919%；弃权132,352股，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33.0645%。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参与发行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92,924,260股；其中同意92,564,5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99.61%；其中反对227,3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24%；其中弃权132,352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14%。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40,603股，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1435%；反对227,329股，占

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56.7919%；弃权132,352股，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33.0645%。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隆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表

决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程序合法有

效，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的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隆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证券简称：证通电子 证券代码：002197� � � �公告编号：2013-016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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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3年3月26日下午16:

00以现场表决方式在深圳市光明新区松白路甲子塘证通电子产业园9楼会议室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3年3月15日以书面、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各位董事。本次会议

由董事许忠慈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5人，董事曾胜强委托许忠慈代为出席会议，独立董事刘小

清委托钟廉代为出席本次董事会。本次会议达到法定人数，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分项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选举，一致同意由曾胜强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曾胜强提名，与会董事一致同意聘任曾胜强担任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与第三届董事

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曾胜强提名，与会董事一致同意聘任许忠慈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与第三届

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曾胜强提名，与会董事一致同意聘任许忠慈、林楚彬、张伟松、李国政、方进担任公司副

总经理；邢俊芳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与第三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中，原副总经理曾胜辉未获提名继续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曾胜辉

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后，仍在公司任职。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五、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选举，一致同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委员的组成名单如下：

1、战略委员会：曾胜强（主任委员）、林楚彬、张跃华、李连和、钟廉

2、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钟廉（主任委员）、刘小清、曾胜强

3、审计委员会：刘小清（主任委员）、李连和、曾胜强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对三届一次董事会会议审议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曾胜强：男，50岁，研究生学历。曾任湖南省建南机器厂研发部经理、深圳市建博公司总经理，1993年9月

创建深圳市证通电子有限公司。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曾胜强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65,423,232股，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与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之一许忠桂为配偶关系，与公司持股百分之五以上股东曾胜辉

为兄弟关系，其配偶许忠桂与公司现任董事、副总经理许忠慈为兄妹关系，曾胜强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许忠慈：男，56岁，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具有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曾任湖南省古丈县邮电

局局长，广东省东莞市市内电话局局长，广东省电信实业集团东莞市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许忠慈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1,286,240股，与实际控制人股东之一、公司控股股

东曾胜强先生配偶许忠桂为兄妹关系， 许忠慈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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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楚彬：男，47岁，清华大学工程物理学士，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计算机工程硕士。曾任加拿大北

方电信公司高级软件工程师、美国优利公司高级工程师、华晨集团技术总监、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

司总工程师。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林楚彬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曾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张伟松：男，49岁，大学学历。工程师。曾任湖南华峰电子集团公司事业部副经理、湖南华峰电子集团公

司党委副书记、监事会主席、工会主席。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张伟松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717,360股，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亦不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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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国政：男，49岁，大专学历，工程师、经济师，2005年至今在本公司任职，曾任武汉证通电子有限公司总

经理、中南分公司总经理、销售总监、总经理助理职务。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李国政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

份64,000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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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进：男，35岁，本科学历，11年从事电子支付相关产品的技术开发、市场营销工作经验，曾任江苏泛太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深圳市证通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本公司总经理助理职务。现任本公司副总

经理。方进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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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邢俊芳：女，42岁，本科学历，会计师、经济师。曾任深圳市惠嘉理信实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海洋王照

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高级助理。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邢俊芳女士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亦不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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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简称：证通电子 证券代码：002197� � � �公告编号：2013-017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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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第三届监事会将由三名监事组成，其中一名为职工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

产生。

公司于2013年3月19日在深圳市光明新区松白路甲子塘证通电子产业园8楼多功能厅召开第三届职工

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对第三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代表人选进行选举，会议由兰美林主持，会议应到职工代

表30人，实到职工代表25人。

经职工代表大会认真审议，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选举周青伟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

事会。

特此公告！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职工代表监事周青伟简历：

周青伟：男，37岁，大专学历。曾任深圳市证通电子有限公司生产部系统集成工程师、自助产品事业部

副经理、密码产品事业部经理。现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监事会主席。周青伟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252,640

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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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简称：证通电子 证券代码：002197� � � �公告编号：2013-018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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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3年3月26日下午17:

00以现场表决方式，在深圳市光明新区松白路甲子塘证通电子产业园9楼会议室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3年3月15日以书面、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监事。本次会议

由周青伟先生主持，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会议达到法定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分项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与会监事一致同意，选举周青伟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上海市广东路689号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

海通证券大厦14层 英蓝国际金融中心12层、15层

证券代码：002472� � � �证券简称：双环传动 公告编号：2013－005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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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独立董事柯涛先生递

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柯涛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提

名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

由于柯涛先生辞职导致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根据《关

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柯涛先生的辞职将

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填补空缺后生效。在新任独立董事就职前，柯涛先生将

继续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监管部门规章制度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独立董事及董事会相关委

员会职责。

公司董事会对柯涛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为公司及董事会工作所做出的贡献表示

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3月26日

证券代码：600802� � � �证券简称：福建水泥 编号：临2013-011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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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2013年3月2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1月20日以公司OA系统及E-mail方式发出。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名,实

际参加表决董事9名，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记名投票表决，一致通过了以下决

议：

一、表决通过了《关于向民生银行申请银行授信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生产经营对资金的正常需要，同意向民生银行申请新一轮银行授信1.5亿元，期限一

年，担保方式为信用担保。（上一轮授信1.5亿元，由本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建材（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提供担保。）融资的笔数、种类、金额、期限、利率、费用等具体内容依本公司与债权人签订的有

关合同或协议为准。

特此公告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3月25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基金投资新纶科技（002341）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

知》等有关规定，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基金参与了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新纶科技，代码：002341）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013年

3月25日发布了《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公

布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果。现将本公司旗下基金投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认购数量

（万股）

总成本

（万元）

总成本占基

金资产净值

比例

账面价值（元）

账面价值占

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股票限售期

广发聚丰 500 4,340.00 0.2775% 43,450,000.00 0.2278%

自2013年03月 25日至

2014年03月 25日

广发行业领先 164 1,423.52 0.5772% 14,251,600.00 0.5778%

自2013年03月 25日至

2014年03月 25日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3月25日的数据。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3月27日

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排名不分先后）

公告日期：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