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重要提示

1.1�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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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如有董事未出席董事会，应当单独列示其姓名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曾劲 董事 因公务未能出席 刘建平

1.3�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公司董事长贺江川、总经理赵惠芝及财务总监陈援朝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告的真实、完整。

§2�公司基本情况

2.1�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29,309,056,195.00 29,483,823,785.00 -0.59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

元

) 10,250,403,427.00 10,109,496,972.00 1.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3.04 3.00 1.33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268,500,460.00 283.86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0.08 300.00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40,767,076.00 140,767,076.00 397.86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4 0.04 300.0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4 0.04 300.0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4 0.04 3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1.38 1.38

增加

1.09

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

）

1.38 1.38

增加

1.08

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77,01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6,90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0,61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23,750

所得税影响额

-40,11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55,466

合计

175,805

2.2�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291,222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种类

北京北辰实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1,161,000,031

人民币普通股

1,161,000,031

HKSCC NOMINEES

LIMITED

685,042,498

境外上市外资股

685,042,498

北京王府井百货

（

集团

）

股

份有限公司

137,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7,000,000

中航鑫港担保有限公司

73,573,353

人民币普通股

73,573,353

山西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信海七号集合资金信托

合同

33,575,682

人民币普通股

33,575,68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新华优选分红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27,371,625

人民币普通股

27,371,625

浙江海越股份有限公司

27,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000,000

山西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信海六号集合资金信托

18,731,610

人民币普通股

18,731,6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新华钻石品质企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11,310,571

人民币普通股

11,310,571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0,569,068

人民币普通股

10,569,068

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财企［2009］94

号）文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联合发出的2009年第63号公告，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北辰实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150,000,000股股份目前处于冻结状态。

§3�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2013

年

2012

年

增减额 增减率

%

主要变动原因

3

月

31

日

12

月

31

日

在建工程

19,309,020 1,878,675 17,430,345 927.80

主要由于本期汇园公寓装

修改造转入在建工程所

致

。

应付利息

165,051,245 115,071,960 49,979,285 43.43

主要由于计提公司债券利

息所致

。

2013

年

1-3

月

2012

年

1-3

月 增减额 增减率

%

营业收入

1,296,563,706 667,089,355 629,474,351 94.36

主要由于受房地产开发

、

结算周期影响本期可结算

面积同比增加所致

。

营业成本

747,447,690 326,301,313 421,146,377 129.07

主要由于本期收入增加

，

结转成本相应增加所致

。

营业税金及附

加

97,635,869 54,854,720 42,781,149 77.99

主要由于本期收入增加

，

相应税费增加所致

。

资产减值损失

6,906 4,549 2,357 51.81

主要由于酒店计提减值准

备较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

投资收益

-658,834 - -658,834 -

为本期联营企业北极星公

司按权益法核算确认的净

损失

。

营业利润

187,972,501 41,691,131 146,281,370 350.87

主要由于受房地产开发

、

结算周期影响本期可结算

面积同比增加所致

。

营业外支出

448,803 2,364,669 -1,915,866 -81.02

主要由于本期固定资产处

置等较去年同期减少所

致

。

利润总额

188,016,109 39,740,209 148,275,900 373.11

主要由于本期营业利润增

加所致

。

所得税费用

48,038,198 11,858,504 36,179,694 305.09

本期利润增加

，

相应所得

税金增加

。

净利润

139,977,911 27,881,705 112,096,206 402.04

主要由于本期营业利润增

加所致

。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40,767,076 28,274,415 112,492,661 397.86

本期母公司净利润较去年

同期增加

。

少数股东损益

-789,165 -392,710 -396,455 -100.95

主要为姜庄湖公司亏损较

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

基本每股收益

0.04 0.01 0.03 300.00

主要为本期归属母公司净

利润较去年同期增加所

致

。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68,500,460 -146,035,798 414,536,258 283.86

主要由于本期房地产销售

收款较去年同期增加所

致

。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366,013,544 438,088,665 -804,102,209 -183.55

主要由于本期新增银行借

款较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

3.2�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011年11月24日，公司第五届第三十九次董事会决议审议批准《关于吸收合并本公司全

资子公司-北京北辰会议中心发展有限公司的议案》。 批准本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北京北辰会

议中心发展有限公司实施整体吸收合并，合并完成后，北京北辰会议中心发展有限公司独立

法人资格注销，其所有资产、负债及应当承担的其他义务和责任由本公司承继。

2012年2月7日，公司召开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上述议案。

2012年2月7日，公司与北京北辰会议中心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并协议书》。

2012年3月7日，公司在北京日报刊登《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北京北辰会议

中心发展有限公司吸收合并的公告》。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正在进行北京北辰会议中心发展有限公司税务清算等后续工作。

本次吸收合并有利于本公司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

北京北辰会议中心发展有限公司作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其财务报表已按100%比例纳入

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预计本次吸收合并不会对本公司当期损益产生实质性影响。

3.3�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

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公司2012年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2012年末总股本3,367,020,0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0.60元（含税）。 该利润分配方案需在2013年6月5日召开的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后执行。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贺江川

2013年4月24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邹剑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飞跃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莫劲刚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邹剑佳 董事长 因事请假 廖坚

汪月祥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孙友松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对以前期间财务数据是否进行了追溯调整或重述

□ 是 √ 否

2013

年

1-3

月

2012

年

1-3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355,130,004.40 320,573,584.38 10.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9,305,094.79 27,452,180.64 -6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8,535,311.85 27,742,488.33 -69.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54,220,149.43 7,838,170.55 -791.74%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6 0.17 -64.71%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6 0.17 -64.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0.94% 2.97% -2.03%

2013

年

3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1,871,361,722.63 1,758,316,640.50 6.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994,922,147.91 985,617,053.12 0.9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980,929.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5,302.01

所得税影响额

135,844.05

合计

769,782.94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3,611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高要鸿图工业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54% 32,047,382 0

质押

16,400,000

广东省科技创

业投资公司

国有法人

9.38% 15,387,634 0

高要市国有资

产经营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5.06% 8,305,774 0

广东省科技风

险投资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4.11% 6,742,574 0

邦信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4% 4,000,000 0

广东恒健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4% 4,000,000 0

佛山市南海港

能燃料物料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4% 3,932,881 0

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8% 3,252,367 0

上海首佳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1% 2,808,000 0

百年化妆护理

品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65% 2,705,0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高要鸿图工业有限公司

32,047,382

人民币普通股

32,047,382

广东省科技创业投资公司

15,387,634

人民币普通股

15,387,634

高要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8,305,774

人民币普通股

8,305,774

广东省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6,742,574

人民币普通股

6,742,574

邦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0

广东恒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0

佛山市南海港能燃料物料有限

公司

3,932,881

人民币普通股

3,932,881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3,252,367

人民币普通股

3,252,367

上海首佳投资有限公司

2,808,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08,000

百年化妆护理品有限公司

2,70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05,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中

，

高要鸿图工业有限公司与高要市国有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

后者为前者的控股股东

；

广东省科技创业投资公司与广东省

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

二者的控股股东同为广东省粤科风险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

未知其他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

人

。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应收票据较年初增长888.61%，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增加利用银行承兑汇票收取货款所致。

2、预付账款较年初增长95.09%，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预付的模具、工装设备款增加所致。

3、其他应收款较年初增长40.8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垫付了运费所致。

4、应付票据较年初下降50.0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应付银行承兑汇票到期结算所致。

5、预收账款较年初增长61.9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收到客户预付返销工装款增加所致

6、应交税费较年初增加225.51%，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应交增值税增加所致。

7、长期借款较年初增长75.89%，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南通公司增加银行借款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1、营业税金及附加较去年同期下降40.2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应缴流转税税额下降所致。

2、管理费用较去年同期增长32.48%，主要原因是：1）因公司资产规模及业务的扩展以致员工增加，同时

因用工形势需要，提高了职工工资及福利，使得列入的工资福利同比增加；2）增加了劳动保险费的计提基

数；3），随着南通的发展，规模的扩大，相应的日常经营费用支出增多。

3、财务费用较去年同期增长22,745.1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借款增加，同时，受报告期内远期外汇套

期保值交割所产生的汇兑收益同比有较大幅度下降所致。

4、营业利润较去年同期下降64.99%，主要原因是：1）公司全资子公司-----南通公司现正处于试生产

期，产销较少，但人员调配及培训费用逐步加大，物耗损耗较大，相关人工、折旧、动力等固定费用较大，亏损

近936万元，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影响了公司整体业绩。2）新增固定资产及相应的生产技术工人，使得折旧

费用、人力成本同比上升，引致产品销售成本上升，增长幅度高于销售收入的增长，造成毛利下降。 3）受报

告期借款增加以及汇兑收益下降，使得财务费用上升，影响利润。

5、营业外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13,990.69%，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收到的政府补贴增加所致。

6、营业外支出较去年同期下降78.39%，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捐赠支出减少所致。

7、利润总额较去年同期下降61.8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营业利润下降所致。

8、所得税费用较去年同期下降39.09%，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利润总额下降所致。

9、净利润较去年同期下降66.1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利润总额下降所致。

10、基本每股收益较去年同期下降64.71%，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少所

致。

11、综合收益总额较去年同期下降66.1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净利润下降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下降791.34%，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以票据方式结算的销

售收款增加所致。

2、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上升452.7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增加了银行借款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无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高要鸿图工业

有限公司

、

高

要市国有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

连续六个月内

通过证券交易

系统出售的本

公司股份不超

过本公司股份

总数的

5%

2010

年

12

月

25

日

长期 正在履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2013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3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3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幅度

（

%

）

-30%

至

0%

2013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区间

（

万元

）

3,220

至

4,600

2012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4,600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预计上半年公司业绩同比有所下降

，

主要原因是

：

1.

公司全资子公

司

-----

南通公司现正处于试生产期

，

产销较少

，

但人员调配及培训费

用逐步加大

，

物耗损耗较大

，

相关人工

、

折旧

、

动力等固定费用较大

，

较去

年同期大幅增加

，

影响了公司整体业绩

。

2.

由广东鸿图本部实施的募投

项目已全部完工

，

新增固定资产及相应的生产技术工人

，

使得折旧费用

、

人力成本同比上升

，

引致产品销售成本上升

，

增长幅度快于销售收入的

增长

，

毛利下降

，

影响利润

。

3.

二季度受到客户年度产品降价的影响

，

预

计售价有所下降

，

影响业绩

。

五、上市公司发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无

六、证券投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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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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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已经届满。为保公司证监事会

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2013年4月23日在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职工

代表大会，会议由公司工会主席宁鸿志先生主持。

经过认真讨论，会议一致同意选举黄文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个人简历附后），与

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会委员会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附：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黄文胜，男，35岁，大学本科学历，2006年至今在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工作。

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国籍或长期居留权。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证券代码：002101� � � �证券简称：广东鸿图 公告编号：2013-19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2013年4月15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

议通知，会议于2013年4月24日在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毛志洪先生主持，应出席监事3

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研究，会

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毛志洪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毛志洪，男，39岁，本科学历，曾任高要市经济技术协作总公司总经理，高要电厂总经理；现任高要市国

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资产运营部经理。 其与公司控股股东及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 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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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会议以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议案》

监事会同意：聘任徐飞跃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张国光先生、张百在先生、莫建忠先生为公司副总经

理，聘任莫劲刚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经认真核查，监事会认为上述人员不存在《公司法》第 147�条规定的情形，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上述人员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能够胜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

职责要求，其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以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公司二○一三年第一季度报告》；

监事会对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的专项审核意见：经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的广东鸿图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此公告。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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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13年

4月15日通过专人送达、电子邮件、传真等形式向全体董事、监事发出。 会议于2013年4月24日14:00在公司一

楼会议中心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其中董事邹剑佳委托董事廖坚代为表决，独立董

事汪月祥委托独立董事孙友松代为表决。 公司监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本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由副董事长廖坚先生主持，采用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了全部议案

并作出如下决议：

1、会议以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邹剑佳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2、会议以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汪月祥、崔毅、彭星国、莫劲刚为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汪月祥为主任委员；选举崔毅、汪月祥、

陈德甫、廖坚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崔毅为主任委员；选举孙友松、崔毅、邹剑佳、廖坚为提名委员

会委员，其中孙友松为主任委员；选举孙友松、黎柏其、邹剑佳、汪月祥为战略委员会委员，其中孙友松为主

任委员。

3、会议以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推选子公司广东鸿图南通压铸有限公司

董事的议案》；

同意推选徐飞跃先生为广东鸿图南通压铸有限公司董事；

同意推选廖坚先生为广东鸿图南通压铸有限公司董事，同时推选为广东鸿图南通压铸有限公司的副董

事长；

4、会议以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徐飞跃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5、会议以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张国光先生、张百在先生、莫建忠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6、会议以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莫劲刚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7、会议以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

议案》；

同意聘任莫劲刚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赵璧女士为证券事务代表；

8、会议以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

案》；

同意聘任李茂泉先生为公司内审部主任（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

上述1、3、4、5、6、7、8项决议的相关人员简历以及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请见附件；

9、会议以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董事长薪酬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确定董事长的基本年薪为伍拾陆万贰仟伍佰元人民币(￥562,500.00)，分月平均计发；董事

长纳入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经营责任指标及考核与奖励方案》的考核范畴。

董事长薪酬方案于本届董事会任期内有效，董事会换届将重新确定。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10、会议以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南通公司副董事长廖坚先生薪酬

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确定南通公司副董事长廖坚先生的薪酬，基本年薪标准为伍拾万陆仟贰佰伍拾元人民币

（￥506,250.00），分月平均计发；纳入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经营责任指标及考核与奖励方案》的考核范

畴。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议案9和议案10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将另行公告。

11、会议以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公司二○一三年第一季度报告》；

详细内容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邹剑佳，男，55岁，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广东华达机器厂副厂长，高要鸿图工业有限公司总

经理，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兼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广东鸿图南通压铸有限公司董事长，兼任高要鸿图

工业有限公司董事。 其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没有持有本公

司股份，均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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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坚，男，45岁，大学本科学历，曾任高要市信息中心主任，现任高要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本

公司董事。其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均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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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飞跃，男，42岁，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商管理硕士（EMBA），工程师职称。 曾任高要鸿图工业有限公

司技术部主任、生产部经理、开发部经理，2000年起先后担任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总经

理助理、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 2012年10月起担任公司总经理。其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持有本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均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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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国光，男，45岁，大专学历，曾任高要鸿图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现任广东

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广东鸿图南通压铸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其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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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百在，男，48岁，硕士学历，曾任中国嘉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铸造车间技术员、技术二处技术员、科长，

现任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广东鸿图南通压铸有限公司董事。其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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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建忠，男，36岁，大专学历，曾任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物控部经理、副总经理助理兼物控部经

理，U9-ERP实施项目经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负责物控部和生产控制部管理工作。 其与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的惩戒。

莫劲刚，男，41岁，大专学历，曾任肇庆蓝带啤酒卢堡有限公司财务部科员、主任科员、财务部副经理、财

务部经理、财务总监助理兼财务部经理，现任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广

东鸿图南通压铸有限公司董事。 其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

联关系。 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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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璧，女，33岁，本科学历，曾任广东天量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现任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其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本公司

股份，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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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茂泉先生，1973�出生，大专学历。 曾任肇庆万利彩色印刷包装有限公司会计、高要鸿图工业有限公司

会计、本公司会计，2007年至今担任本公司内审部主任。 其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本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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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莫劲刚 赵璧

联系地址 广东省高要市金渡世纪大道

168

号 广东省高要市金渡世纪大道

168

号

电话

0758-8512880 0758-8512658

传真

0758-8512996 0758-8512658

电子信箱

mjg@ght-china.com zhaobi@ght-china.com

附件：

邹剑佳先生，1958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兼总经理，现任本公司

董事长、广东鸿图南通压铸有限公司董事长，兼任广东省机械工程学会压铸分会副理事长，广东省精密压铸

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主任，广东省精密压铸专业技术专家库专家，广东省铸造协会副会长。其与公司实际

控制人及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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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坚先生，男，1968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现任高要市信息中心、信息办 主任，兼任高要市国有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董事。 其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

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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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柏其先生，1961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 现任广东省粤科风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广东

省科技创业投资公司总经理，广东科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公司董事。其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持有

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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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德甫先生，1960年出生，大专学历，工程师。 现任高要鸿图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高要鸿爱斯

机械工业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董事。 其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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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星国先生，1963年出生，硕士。曾任广东省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现任广东省

粤科风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广东省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公司董事。其与公司实际控

制人及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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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劲刚先生，1972年出生，大专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 曾任蓝带啤酒卢堡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蓝带啤

酒企业财务总监助理兼财务部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广东鸿图南通压铸有限公司

董事。其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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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友松先生，独立董事，1944年出生，硕士学历。 现任广东工业大学材料能源学院教授、博导。 其与公司

实际控制人及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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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毅女士，独立董事，1951年出生，本科学历。 现任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导，华南理工大

学风险投资研究中心主任，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其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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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月祥先生，独立董事，1968年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 现任北京服装学院商学院会计专业副教授，上海

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其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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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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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度股东大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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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2、会议召开地点为：广东鸿图一楼会议中心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陈金葵先生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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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62,483,364�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38.10％。

会议出席情况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公司二〇一二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62,483,364股赞成，0�股反对，0�股弃权。 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理

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2、审议通过了《公司二〇一二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62,483,364股赞成，0�股反对，0�股弃权。 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理

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3、审议通过了《公司二〇一二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62,483,364股赞成，0�股反对，0�股弃权。 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理

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4、审议通过了《公司二〇一二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62,483,364股赞成，0�股反对，0�股弃权。 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理

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二〇一二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本年度进行利润分配，以2012年12月31日总股本164,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发现金红利2元（含税），不进行送股或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次利润分配共计32,800,000.00元，剩余未分配利

润224,478,776.23元转入下一年度。

表决结果：62,483,364股赞成，0�股反对，0�股弃权。 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理

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二〇一三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续聘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二〇一三年度审计机构，审计费用每年45万元；

表决结果：62,483,364股赞成，0�股反对，0�股弃权。 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理

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广东鸿图南通压铸有限公司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62,483,364股赞成，0�股反对，0�股弃权。 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理

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之非独立董事选举；

8.1、选举邹剑佳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62,483,36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8.2、选举廖坚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62,483,36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8.3、选举黎柏其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62,483,36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8.4、选举陈德甫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62,483,36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8.5、选举彭星国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62,483,36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8.6、选举莫劲刚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62,483,36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之独立董事选举；

9.1、选举孙友松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62,483,36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9.2、选举崔毅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62,483,36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9.3、选举汪月祥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62,483,36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0.1、选举孙宏图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62,483,36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10.2、选举毛志洪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62,483,36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的戴毅、刘丽娟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意见如下：本

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行政

法规和广东鸿图《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二〇一二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二〇一二年年度报告

3、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二〇一二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2013年 4月 25 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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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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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投资内蒙古60吨/年辅酶Q10扩产项目暨对子公司增资的议

案》，具体内容详见2013年3月19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

告》。 公司以募集资金9,900万元对全资子公司内蒙古金达威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达威

药业"）进行增资，用于内蒙古年产60吨/年辅酶Q10扩产项目，9,900万元全部计入金达威药业

注册资本。 增资后，金达威药业的注册资本由19,000万元增加至28,900万元。

目前，公司对金达威药业的增资事宜已办理完毕。金达威药业已取得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

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名称：内蒙古金达威药业有限公司

注册号：150107000002920

住所：托克托县托电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姓名：吴轶

注册资本：28,900万元

实收资本：28,9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医药原料药、生物制品、有机化工产品（限制

的除外）、食品添加剂（营养强化剂）、二十二碳六烯酸（DHA）、食用植物油（新资源食品）、

花生四烯酸油脂（ARA）和饲料添加剂的生产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

所需的机器设备、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未获

许可不得生产经营）

特此公告。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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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接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戚建萍函，该股东于

2013年4月23日将所持有本公司的1,000,000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质押给恒丰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上质押行为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自2013年4月23日至质押双方向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解除质押手续为止。

截至本公告日戚建萍持有公司股份63,962,800股，全部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7.867％；共质押的公司股份58,37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4.559％。

特此公告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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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年报披露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公司2012年报相关资料

准备不齐备的原因，经本公司申请，2012年度报告和2013年一季度报告披露时间

由原预约的2013年4月25日变更为2013年4月26日。

同时，为保护投资者利益，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已于2013年4月24开市起停

牌，公司股票将在年报和一季报披露日开市起复牌。

对广大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