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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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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3年4月23日下午14:00

2、召开地点：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锦绣香江花园会所二楼宴会厅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表决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48

人，代表股份492,965,0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4.20%。其中：限售股股东代表1人，代表股份406,115,339

股，流通股股东及授权代表47人，代表股份86,849,711股。出席现场会议的有26人，限售股股东代表1人，

代表股份406,115,339股，流通股股东及授权代表25人，代表股份58,607,813股。参加网络投票的流通股股

东22人，代表股份28,241,898股。公司董事长翟美卿女士主持现场会议，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

出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现场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一：《不再收购深圳家福特公司股权的议案》；

关联股东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表决结果：赞成票86,020,0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99.04％；反对票829,66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96％；弃权票0股。

议案二：《不再收购天津森岛三公司股权的议案》；

关联股东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表决结果：赞成票85,961,5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98.98％；反对票888,14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2％；弃权票0股。

议案三：《不再收购沈阳香江公司股权的议案》；

关联股东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表决结果：赞成票86,020,0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99.04％；反对票829,66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96％；弃权票0股。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北京国枫凯文 （深圳） 律师事务所张清伟律师和梁雪莹律师出具法律意见

书。根据法律意见书，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13年第二次股东大会决议原件；

2、北京国枫凯文（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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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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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3�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

公司负责人姓名 林俊波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潘孝娜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胡倩倩

公司负责人林俊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潘孝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胡倩倩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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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435,581,853.03 46,459,599,769.13 2.10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元) 12,646,217,947.60 12,572,878,926.99 0.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2.021 2.009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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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7,680,246.33 -15.45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134 -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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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85,211.61 54,285,211.61 -73.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9 0.009 -73.7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8 0.008 65.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9 0.009 -73.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3 0.43 减少1.62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41 0.41 增加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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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349.8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

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546,189.99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447,082.2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19,130.30

所得税影响额 -800,926.2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95,129.23

合计 2,633,69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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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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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535,784,149

人民币普通股

3,535,784,149

宁波嘉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462,275,400

人民币普通股

462,275,400

重庆卓智恒远投资中心 （有

限合伙）

281,922,150

人民币普通股

281,922,150

浙江恒兴力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147,722,400

人民币普通股

147,722,400

中国工商银行－富国天惠精

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9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6,000,000

交通银行－富国天益价值证

券投资基金

58,330,775

人民币普通股

58,330,77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

国天合稳健优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54,749,333

人民币普通股

54,749,333

中国农业银行－富国天瑞强

势地区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

52,029,560

人民币普通股

52,029,560

交通银行－华安策略优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9,999,777

人民币普通股

49,999,777

中国建设银行－华安宏利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8,9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9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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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30,968,000.00 -100.00% 票据到期兑现

预付账款 946,639,038.95 538,367,602.44 75.84% 预付工程款增加

其他非流动负债 3,026,342,216.75 2,090,572,406.74 44.76% 本期融资增加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营业税及附加 65,873,901.31 8,957,780.85 635.38%

本期房地产结算收入

增加

财务费用 63,166,188.85 30,443,776.92 107.48% 本期融资增加

投资收益 52,968,209.87 113,750,623.59 -53.43%

本期联营企业减少且

未处置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营业外收入 3,647,711.15 214,851,830.91 -98.30% 本期政府补助减少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85,516,895.58 85,661,800.52 -900.26%

本期股权投资支出增

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66,199,740.39 1,260,631,065.26 -63.02% 本期偿还借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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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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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尚未执行现金分红。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俊波

2013年4月25日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600208� � � �证券简称：新湖中宝

2013 第一季度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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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张绍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龙春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丁衬欢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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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永红 董事 公务出差 周雪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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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330,928.87 194,163,366.49 24.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4,906,273.58 36,449,528.53 2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4,636,568.64 36,313,568.47 22.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1,521,333.15 42,954,280.98 -49.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 2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 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4% 2.44%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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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9,909,441.11 1,737,120,055.22 -2.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41,612,347.95 1,586,706,074.37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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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5,610.53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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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071.94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0.00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

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

收益

0.00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0.0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0.00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

准备

0.00

债务重组损益 0.00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0.00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0.00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

损益

0.00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0.0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0.0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0.00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0.00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

变动产生的损益

0.00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

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0.00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5,838.5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0.00

所得税影响额 47,594.9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0.00

合计 269,704.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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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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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绍日 境内自然人 32.74% 117,855,000 88,391,250

叶惠棠 境内自然人 6.73% 24,234,574 21,175,930

李煜坚 境内自然人 2.22% 8,000,000 0

黄仕斌 境内自然人 2.18% 7,860,000 5,895,000

肖艳 境内自然人 2.06% 7,412,300 0

龙超峰 境内自然人 1.97% 7,100,000 6,075,000

陈永红 境内自然人 1.94% 7,000,000 6,075,000

曹家跃 境内自然人 1.92% 6,900,000 5,700,000

赵希平 境内自然人 1.92% 6,900,000 5,175,000

李萍 境内自然人 1.67% 5,997,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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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绍日 29,463,750 人民币普通股 29,463,750

李煜坚 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00

肖艳 7,412,300 人民币普通股 7,412,300

李萍 5,997,130 人民币普通股 5,997,130

中国工商银行－博时精选股票

证券投资基金

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0

中国银行－易方达医疗保健行

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971,816 人民币普通股 3,971,816

叶惠棠 3,058,644 人民币普通股 3,058,644

叶柱洪 2,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00,000

周卓和 2,1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40,00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977,600 人民币普通股 1,977,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前10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前10名无限售条

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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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待摊费用：报告期期末余额为188.15万元，较去年期末增长297.7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装修工程完工增加所致。

应付账款：报告期期末余额为3,495.80万元，较去年期末增长211.68%，主要原因是销售收入增加及报告期末有一批原材

料到库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报告期期末余额为1,187.31万元， 较去年期末下降42.71%，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支付去年年末计提的

2012年度年终奖、奖励金所致。

股本：报告期期末余额为36,000.00万元，较去年期末增长100.0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实施了2012年度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方案所致。

营业成本：报告期发生额为9,933.76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7.8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销售收入增长及原材料采购价

格上升所致。

管理费用：报告期发生额为1,540.01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1.7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研究开发费投入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报告期发生额为-266.72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45.3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到期的定期存款较去年同期减

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报告期发生额为118.55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44.1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应收账款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报告期发生额为36.59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78.88%，主要原因是收到的政府补助转入当期损益较去年同

期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152.13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49.90%，主要

原因是原材料采购量增加及采购单价上升影响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报告期内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548.47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94.98%，主

要原因是比上年同期新增冻干粉针剂生产车间项目，固定资产投入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报告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8,507.43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2,531.66%，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实施了201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无。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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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

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

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

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

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

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

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

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2009年12月

11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公

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未发生违反承

诺的情况，该

事项仍在严格

履行中。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张绍日先生

本人及本人所控制的其他企业

不从事与股份公司相同、类似

以及其他可能与股份公司构成

竞争的业务；如股份公司业务

发生变更，本人及本人所控制

的其他企业不从事与股份公司

业务相同、类似以及其他可能

与股份公司构成竞争的业务；

上述承诺在本人作为股份公司

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期间

持续有效；以上承诺为不可撤

销之承诺。

2009年12月

11日

作为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

人期间持续有

效

报告期内，未

发生同业竞争

情况，该事项

仍在严格履行

中。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

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

体原因及下一步

计划

不适用。

是否就导致的同

业竞争和关联交

易问题作出承诺

不适用。

承诺的解决期限 不适用。

解决方式 不适用。

承诺的履行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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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至 30%

2013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区间（万元）

9,234.8 至 10,913.85

2012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8,395.2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持续强化营销网络建设，公司业绩保持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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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或关

联人名称

占用时间 发生原因

期初数

（万元）

报告期新

增占用金

额（万元）

报告期偿

还总金额

（万元）

期末数

（万元）

预计偿还

方式

预计偿还

金额（万

元）

预计偿还

时间（月

份）

合计 0 0 0 0 -- 0 --

期末合计值占期末净资产的比例

(%)

0%

相关决策程序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当期新增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

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的原因、责任

人追究及董事会拟定采取措施的

情况说明

无。

未能按计划清偿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的原因、责任追究情况及董事会

拟定采取的措施说明

无。

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占用的专项审

核意见的披露索引

无。

六、证券投资情况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

资成本

（元）

期初持

股数量

（股）

期初持

股比例

（%）

期末持

股数量

（股）

期末持

股比例

（%）

期末账

面值

（元）

报告期

损益

（元）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来

源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0.00 0 -- 0 -- 0.00 0.00 -- --

合计 0.00 0 -- 0 -- 0.00 0.00 -- --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无。

证券简称：众生药业 证券代码：002317� � � �公告编号：2013-020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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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2013年4月12日以专人和

电子邮件形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于2013年4月24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

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其中董事陈永红因公务原因不能亲自出席，委托董事周雪莉行使表决权。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绍日先

生主持，全体监事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记

名投票方式表决，做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备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修改如下：

原章程 修订后

第二条 公司系依照《公司法》和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公司经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粤办函[2001]739号文和广

东省经济贸易委员会粤经贸监督[2001]1086号批准，以发起方

式设立，公司在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取得营业执

照，营业执照号为440000000014746。

第二条 公司系依照《公司法》和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公司经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粤办函[2001]739号文和广东

省经济贸易委员会粤经贸监督[2001]1086号批准，以发起方式设

立。公司在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取得营业执照，营

业执照号为440000000014746。

第四十四条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司所在地。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公司还将提

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股东

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股东大会审议下列事项之一的， 应当安排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 互联网投票系统等方式为中小投资者参加

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购买的资产总价较所购买

资产经审计的账面净值溢价达到或超过百分之二十的；

（二）上市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担保金额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资产总额百分之三十的；

（三） 股东以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权或实物资产偿还其

所欠该公司的债务；

（四）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附属企业到境外上市；

（五）对中小投资者权益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事项。

第四十四条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司所在地。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公司还将提供

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股东通过

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股东大会审议下列事项之一的， 应当安排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 互联网投票系统等方式为中小投资者参加股东

大会提供便利：

（一）证券发行；

（二）重大资产重组；

（三）股权激励；

（四）股份回购；

（五）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当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的关联交易（不含日常关联交易）和对外担保（不

含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的担保）；

（六）股东以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偿还其所欠该公司的债务；

（七）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附属企业到境外上市；

（八） 根据有关规定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自主会计政

策变更、会计估计变更；

（九）拟以超过募集资金净额10%的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

资金；

（十）对社会公众股东利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十一）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采取网络投票等

方式的其他事项。

第七十二条 股东大会应有会议记录， 由董事会秘书负责。会

议记录记载以下内容：

（一）会议时间、地点、议程和召集人姓名或名称；

（二）会议主持人以及出席或列席会议的董事、监事、总

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三）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及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流通股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和非流通股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表决权的股份数，各占公司总股份的比例，流通股股东和非

流通股股东对每一决议事项的表决情况；

（四）对每一提案的审议经过、发言要点和表决结果；

（五）股东的质询意见或建议以及相应的答复或说明；

（六）律师及计票人、监票人姓名；

（七）本章程规定应当载入会议记录的其他内容。

第七十二条 股东大会应有会议记录,由董事会秘书负责。会议记

录记载以下内容:

（一）会议时间、地点、议程和召集人姓名或名称；

（二）会议主持人以及出席或列席会议的董事、监事、总经

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三）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及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四）对每一提案的审议经过、发言要点和表决结果；

（五）股东的质询意见或建议以及相应的答复或说明；

（六）律师及计票人、监票人姓名；

（七）本章程规定应当载入会议记录的其他内容。

第一百一十二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股东大会和召集、主持董事会会议；

（二）督促、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

（三）签署公司股票、公司债券及其他有价证券；

（四） 签署董事会重要文件和其他应由公司法定代表人

签署的其他文件；

（五）在董事会休会期间，根据董事会授权，行使董事会

的部分职权；

（六）在董事会授权额度内，批准抵押融资和贷款担保事

项，以及批准固定资产投资事项；

（七）在发生特大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紧急情况下，对

公司事务行使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利益的特别处置权， 并在

事后向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报告；

（八）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一百一十二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股东大会和召集、主持董事会会议；

（二）督促、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

（三）签署董事会重要文件；

（四）在董事会休会期间，根据董事会授权，处理授权事宜；

（五） 在董事会授权额度内， 批准抵押融资和贷款担保事

项，以及批准固定资产投资事项；

（六）在发生特大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紧急情况下，对公

司事务行使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利益的特别处置权， 并在事后

向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报告；

（七）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一百一十六条 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的通知方式为：

邮寄、电子邮件、电话、传真或专人送达；通知时限为：临时董

事会会议召开前3个工作日内。

第一百一十六条 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的通知方式为：邮

寄、电子邮件、电话、传真或专人送达；通知时限为：临时董事会

会议召开5日前。

第一百七十条 公司指定《证券时报》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

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第一百七十条 公司指定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第一百九十四条 本章程以中文书写，其他任何语种或不同版

本的章程与本章程有歧义时， 以在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最

近一次核准登记后的中文版章程为准。

第一百九十四条 本章程以中文书写， 其他任何语种或不同版本

的章程与本章程有歧义时， 以在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最近一

次核准登记后的中文版章程为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备注：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全文刊登于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审议通过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2013年4月修订）》。本议案尚需提交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备注：修改后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2013年4月修订）》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审议通过了《董事会议事规则（2013年4月修订）》。本议案尚需提交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备注：修改后的《董事会议事规则（2013年4月修订）》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五、审议通过了《独立董事工作制度（2013年4月修订）》。本议案尚需提交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备注：修改后的《独立董事工作制度（2013年4月修订）》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六、审议通过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2013年4月修订）》。本议案尚需提交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备注：修改后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2013年4月修订）》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公司定于2013年5月20日召开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备注：《关于召开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简称：众生药业 证券代码：002317� � � �公告编号：2013-021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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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2013年4月12日以专人形

式送达全体监事，会议于2013年4月24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

监事3人，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黄仕斌先生主持，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做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监事会议事规则（2013年4月修订）》。本议案尚需提交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备注：修改后的《监事会议事规则（2013年4月修订）》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名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简称：众生药业 证券代码：002317� � � �公告编号：2013-023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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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司决定于2013年5月20日召

开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

（二）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2013年5月20日上午10:00开始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五）会议出席对象：

1、截止2013年5月9日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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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

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因故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该代理人可不必是公司

股东）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

（六）会议地点：广东省东莞市石龙镇西湖工业区信息产业园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2、审议《股东大会议事规则（2013年4月修订）》。

3、审议《董事会议事规则（2013年4月修订）》。

4、审议《监事会议事规则（2013年4月修订）》。

5、审议《独立董事工作制度（2013年4月修订）》。

6、审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2013年4月修订）》。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其中《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

议案》需经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会议登记方式

（一）登记时间：2013年5月10日上午9：00-11：30，下午2：00-4：00；

（二）登记地点：广东省东莞市石龙镇西湖工业区信息产业园公司证券部

（三）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和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2、委托代理人凭委托人身份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3、法人股东凭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4、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2013年5月10日下午4：00之前送达或传真到公司），不接

受电话登记；

四、其他事项

1、联系方式

联系人：周雪莉、李素贤

电话：0769-86188130

传真：0769-86188082

邮编：523325

2、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3、出席会议的股东需出示登记手续中所列明的文件。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身份证号码： ）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广东众生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公司/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 案 名 称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议案一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议案二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2013年4月修订）》

议案三 《董事会议事规则（2013年4月修订）》

议案四 《监事会议事规则（2013年4月修订）》

议案五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2013年4月修订）》

议案六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2013年4月修订）》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时间： 年 月 日

附注：

1、如欲投票同意提案，请在“赞成”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如欲投票反对提案，请在“反对” 栏内相应地方填

上“√” ；如欲投票弃权提案，请在“弃权”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简称：众生药业 证券代码：002317� � � �公告编号：2013-024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发明专利获得东莞市专利奖金奖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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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4月23日，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颁发2012年

东莞市专利奖的通报》（东府办[2013]66号），公司的发明专利“一种新众生丸的中药制剂及其制备方法”（专利号：

ZL201010237529.7）获得东莞市专利奖金奖。

特此公告。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317� � � � �证券简称：众生药业 公告编号：2013-022

2013 第一季度

报告

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600566� � �证券简称：洪城股份

2013 第一季度

报告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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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3�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

公司负责人姓名 王洪运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姓名

邓燕石

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

计主管人员）姓名

夏群英

公司负责人王洪运、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邓燕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夏群英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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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3,060,951.30 992,871,481.85 1.03

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

权益）(元)

489,868,791.42 489,683,058.65 0.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 （元/

股）

3.54 3.5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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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7,862.71 -10.34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元/

股）

0.012 -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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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732.77 185,732.77 -79.43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01 0.001 -85.7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01 0.001 -85.71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001 0.001 -85.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0.04 0.04 减少0.13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04 0.04 减少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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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4,183.13

所得税影响额 6,045.7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62.75

合计 -17,77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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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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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荆州市洪泰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28,549,358 人民币普通股

荆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4,540,782 人民币普通股

徐开东 4,4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黄炬培 2,681,923 人民币普通股

郭品洁 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黄淑媛 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新股＋套利 785,119 人民币普通股

郑涛 647,526 人民币普通股

赵祖文 612,411 人民币普通股

龙梅 567,060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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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本期余额（元） 年初余额（元） 增减（%） 增减原因

应收票据 4,890,860.00 714,000.00 584.99 款项结算

预付款项 4,917,504.64 7,072,208.28 -30.47 款项结算

2、利润表项目

项目 本期余额（元） 上年同期（元） 增减（%） 增减原因

营业利润 250,094.28 1,099,020.54 -77.24 人工成本及销售费用增加所致

利润总额 225,911.15 1,099,240.54 -79.45 人工成本及销售费用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39,357.72 192,337.56 -79.54 利润减少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本期余额（元） 上年同期（元） 增减（%） 增减原因

投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

净额

-13,502,176.37 -20,385,110.94 -33.76 项目投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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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日，本公司与荆州市亮涵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签署了《资产转让协议》。本公司以6000万元的价格向

荆州市亮涵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出售本公司所属的位于荆州市沙市区白云路铸造部资产，包括存货、房屋建（构）筑

物、设备（含工装模具）和土地使用权。2011年12月30日，本公司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协议。根

据协议约定,自协议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荆州市亮涵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向本公司支付定金人民币300万元（转让总价

款的5%）；自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荆州市亮涵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向本公司支付预付款2700万元（转让总

价款的45%）；自标的资产办理完过户手续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荆州市亮涵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向本公司支付人民币

3000万元整（转让总价款的50%）。截至本报告发布之日，本公司收到荆州市亮涵有色金属有限公司资产转让款共计

5900万元。目前正在办理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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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3月26日，公司第六次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2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和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因

公司2012年年度出现较大亏损，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公司2012年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预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该预案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该预案尚需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洪运

2013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002590� � � �证券简称：万安科技 公告编号：2013-020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的

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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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遗漏。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13年4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了公司《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由于工作人员疏忽，在公告文件中出现了部分

数据填写错误，现更正如下：

更正前：

1、合并资产负债表第11页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代理承销证券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0,000,000.00

其他流动负债 -59,423.25

流动负债合计 936,573,178.71 881,858,629.53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10,000,000.00

应付债券

更正后：

1、合并资产负债表第11页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代理承销证券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936,573,178.71 881,858,629.53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本次更正公告不会导致公司《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的其他内容发生变动，对公司2013年一季

度经营业绩不会造成影响，更正后的《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公司董事会就上述更正事项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4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