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聘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3年 6月 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富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富策略精选混合

基金主代码

410006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刘文正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郭晨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刘文正

任职日期

2013-06-07

证券从业年限

9

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3

年

过往从业经历

工商管理硕士

，

研究生学历

。

历任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系

统管理员

、

行业研究员

，

2010

年

9

月加入华富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

先后担任行业研究员

、

研究部总监助理

、

华富竞争力优

选混合型基金基金经理助理

。

其中

：

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 - -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

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无

国籍 中国

学历

、

学位 研究生学历

、

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

/

登

记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基金经理变更手续， 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

管局备案。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 6月 8日

证券代码：002086� � � �证券简称：东方海洋 公告编号：临 2013-010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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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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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5 月 27 日以电子邮件、 传真、 电话方式通知全体董

事，会议于 2013年 6月 7日上午以非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9人。会议由董事长

车轼先生主持，监事和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该议案详细内容如下：

为优化公司债务结构，降低公司资金运用成本，提高资产负债管理水平和资金运营效率，公司拟申请

发行短期融资券，具体内容如下：

1、注册额度

公司本次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亿元。

2、募集资金用途

公司本次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募集资金用途为补充公司营运资金和改善公司债务结构。

3、发行安排

在本次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注册有效期内，公司可一次发行或分期发行。 每期短期融资券的具体发

行规模、期限、利率等由公司董事长根据公司资金需求和发行当时的市场情况，按照有利于降低资金成本

的原则确定。

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 2013年 6月 24日召开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特此公告。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6月 8日

证券代码：002086� � � �证券简称：东方海洋 公告编号：临 2013-011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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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定于 2013年 6月 24日召开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集人、时间、地点和会议方式：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会议时间：2013年 6月 24日上午 9:00

会议地点：烟台市莱山区澳柯玛大街 9号公司会议室

会议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二、会议议题：

审议《关于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三、股权登记日：2013年 6月 19日

四、参加会议人员：

（一）截至 2013年 6月 19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注册的

公司股东经参会登记后出席会议；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出席会议，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

司股东。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五、参会股东的会议登记办法：

（一） 登记时间：2013年 6月 21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4:00—17:00）

（二）登记方式：

法人股东须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或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及出

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须持

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采用书面信

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以上投票代理委托书必须提前 24小时送达或传真至公司证券部。

（三）登记地点及会议咨询：

信函登记地址：公司证券部。 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 字样。

通讯地址：烟台市莱山区澳柯玛大街 18号

邮政编码：264003

联系电话：0535-6729111

传 真：0535-6729055

六、其他事项：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的食宿费用及交通费用自理。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6月 8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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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名： 委托代理人签名：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

1、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 栏内相应位置填“√”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反对” 栏内相应

位置填“√”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 栏内相应位置填“√” 。

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需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002422� � � �证券简称：科伦药业 公告编号：2013-037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完成股份锁定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股东追加承诺情况

四川科伦药业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3年 5月 30日在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发布了《关于股东自愿锁定股份限售承诺的公告》。 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刘革新先生和股东潘慧女士承诺，就所持公司股份自刘革新先生所持首次公开发行前已

发行股份解除限售的当日即 2013年 6月 3日起继续自愿锁定三年。

刘革新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任公司董事长。 潘慧为公司董事，任公司副总经理。 刘革新和

潘慧承诺在锁定期间，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所持有的上述股份。 若在股份锁定期

间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等使股份数量发生相应变动的事项,上述锁定股份数量则相应调

整。

股份持有人

名称

2013

年

6

月

3

日追加锁定前

占总股本比例

（

%

）

自愿锁定期

限

（

月

）

股份性质 股数

刘革新

0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0,968,640

25.81 3604

高管锁定股

92,905,920

合计

123,874,560

潘 慧

0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2,671,663

10.56 3604

高管锁定股

38,014,987

合计

50,686,650

共 计

174,561,210 36.37

二、办理股份性质变更手续情况

公司受股东刘革新和潘慧的委托，于 2013年 6月 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完成了所持股份办理限售登记及变更股份性质的手续。 完成以上追加股份锁定及股份性质变更登记手续

后，刘革新和潘慧所持股份的股份性质为首发后限售股（个人）。

三、完成上述股份锁定登记后，股东持有股份性质的变动情况和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东持有股份性质的变动情况：

股份持有

人名称

2013

年

6

月

3

日解除限售前

2013

年

6

月

3

日解除限售后 追加锁定承诺后

股份性质 股数 股份性质 股数 股份性质 股数

刘革新

05

首发前个

人类限售股

123,874,560

00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30,968,640

01

首发后限售

股

（

个人

）

123,874,560

04

高管锁定股

92,905,920

潘 慧

00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12,671,663

01

首发后限售

股

（

个人

）

50,686,650

04

高管锁定股

38,014,987

按股份性质统计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

一

、

限售流通股

（

或非流通股

）

242,774,934 50.58

04

高管锁定股

68,213,724 14.21

01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174,561,210 36.37

二

、

无限售流通股

237,225,066 49.42

其中未托管股数

0 0.00

三

、

总股本

480,000,000 100.00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6月 7日

证券代码：002132� � � �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2013027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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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6 月 2

日以直接送达、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会议于 2013 年 6 月 7 日（星期五）上午 9 时 30 分在公司会议室召

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九人，实际出席董事九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开合法

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谢保军先生主持。

经审议，会议以投票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独立董事王莉婷女士、王振华先生通过通讯方式进行了表

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郑州市金水区德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8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1票。

本次董事会除董事张云红女士认为目前经济环境不好，小额贷公司的风险难以判断，放弃对本项议案

的投票外，其他董事一致同意在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达股份” ）收购郑州市金水区

德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昌小贷” ）90%股权后，再由公司及通达股份与自然人邓琳琳、雷潞

共同对德昌小贷进行增资，公司本次计划对德昌小贷增资 4,500万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关于本次投资的具体情况，详情见 2013年 6月 8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公告编号：2013028）。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6月 8日

证券代码：002132� � � �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2013028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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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外投资概述

1、投资基本情况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达股份” ）拟以自有资金 4,500 万元收购郑州市金水区德

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昌小贷” ）8 名自然人股东共计 90%的股权，收购完成后，河南恒星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自有资金 4,500 万元（指人民币元，下同）和通达股份及其他两

位自然人股东共同对德昌小贷公司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德昌小贷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15,000 万元，公司

持有德昌小贷公司股份数额为 4,500万股，占其注册资本比例为 30%。

2、本次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投资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

进行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3、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拟投资德昌小贷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1、德昌小贷公司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郑州市金水区德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2）住所：郑州市金水区农业路东段 28号 23层

（3）法定代表人：魏慧玲

（4）注册资本：伍仟万圆整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6）经营范围：办理各项小额贷款；办理中小企业发展、管理、财务等咨询业务；省主管部门批准的其

他业务。

3、出资方式

本次投资德昌小贷公司的股东计划采用现金方式出资，公司亦将以现金方式出资，资金来源为企业自

有资金。

4、股东构成

目前，德昌小贷的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证件号码

出资金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赵红杰

41012219810818**** 1000 20

魏慧玲

41102219781103**** 500 10

王 刚

11022819760929**** 500 10

雷 潞

41010519760601**** 500 10

李程军

41012319740324**** 500 10

李建营

41010719630811**** 500 10

张 颖

41010519760123**** 500 10

吴瑞生

41042319700808**** 500 10

侯盛杰

41010219770818**** 500 10

合 计

- 5000 100

通达股份计划收购德昌小贷除雷潞女士外的其他 8 位自然人股东持有的 90%股权，收购完成后，本公

司、通达股份与自然人邓琳琳女士、雷潞女士计划共同对德昌小贷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德昌小贷的股权

结构为：

股东名称 拟出资金额

（

万元

）

占股本总额的比例 出资方式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

司

7650 51%

货币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4500 30%

货币

邓琳琳

2100 14%

货币

雷潞

750 5%

货币

合计

15000 100% -

5、德昌小贷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

亚会审字（2013）261号审计报告。 德昌小贷 201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2

年

12

月

31

日

货币资金

4,018.22

发放贷款及垫款

832.33

固定资产

47.54

资产总额

4,898.08

负债总额

0.80

所有者权益合计

4,897.28

项目

2012

年

营业收入

105.50

利润总额

-50.71

净利润

-50.82

三、拟增资德昌小贷公司其他股东的情况

通达股份完成收购德昌小贷 90%的股权后，拟参与德昌小贷公司增资的股东共有四名，除公司外，其

他三名股东具体情况如下：

1、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333.28万元

法定代表人：史万福

住所：偃师市史家湾工业区

经营范围：电线、电缆的生产、销售（凭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经营）：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

（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许可经营或禁止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通达股份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2、邓琳琳

邓琳琳，女，1978年出生，住址：河南省巩义市新华路 ***号院 ***号楼附 ***号。

邓琳琳女士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3、雷潞

雷潞，女，1976年出生，住址：郑州市金水区红专路 ***号院 ***号楼 ***号。

雷潞女士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通过增资德昌小贷公司，使其能够更好的为当地优秀的中小企业、个体经营者提供融资服务；同时公

司通过投资小额贷款公司，可以积累在金融领域的投资经验，有助于提高公司的综合经营能力，为公司获

取稳定和较好的投资收益奠定基础，提高公司利润水平，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2、本次对外投资的风险

（1）中小企业、个体经营者等借款人存在资信状况复杂、资产规模小等信用风险；

（2）小额贷款公司资金来源有限，不能吸收存款，经营中可能出现流动性风险；

（3）因市场利率的变化而影响小额贷款公司利率波动的市场风险；

（4）本次投资为金融类投资，公司在该领域内存在内部管理、风险控制等需要不断完善和健全的地

方，公司管理层对该领域内的运营机制把握度有限，可能产生由于人员、管理、市场等方面产生的风险。

3、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郑州地区中小企业众多，发展前景良好，为小额贷款公司提供了良好的业务市场和广阔的发展前

景，此项投资对公司目前的主营业务及未来的发展不构成重大影响，德昌小贷公司运营后预期投资收益相

对稳定，有利于提升公司盈利水平，增强企业盈利能力。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投资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本次投资德昌小贷公司是在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的前提下，拓宽业务种类，增加公司的盈利

渠道，并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公司收益，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

2、上述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本次对外投资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鉴于此，我们同意公司以

自有资金 4,500万元投资德昌小贷公司。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2、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对投资小额贷款公司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6月 8日

证券代码：002132� � � �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2013029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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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日前收到股东谢保军先生办理股权解除质押的文件，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公司股东谢保军先生于 2012年 6月 7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39,000,000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额的

7.22%）质押给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融信托” ）为本人与中融信托签订的《特定股权收益

权转让合同》提供担保，并于 2012年 12月 4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5,000,000股（占本公司股份总额的

0.93%）质押给中融信托，为本人与中融信托签订的《特定股权收益权转让合同》提供追加质押担保。

2013年 6月 7日， 谢保军先生就上述质押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

除股权质押手续。

截至目前，谢保军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187,655,049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34.76%，其中已质押股份数

额为 139,9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25.91%。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6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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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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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万力达”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13

年 6月 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6 月 2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应参加表决的董事九名，

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九名，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一、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广东证监局《关于进一步提高辖区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指导意见》（广东

证监〔2012〕206�号）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

《章程修订对照表》以及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此议案需提交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特别决议。

二、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广东证监局《关于进一步提高辖区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指导意见》（广东

证监〔2012〕206�号）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进行修订。

修订后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此议案需提交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广东证监局《关于进一步提高辖区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指导意见》（广东

证监〔2012〕206�号）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董事会议事规则》进行修订。

修订后的《董事会议事规则》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此议案需提交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广东证监局《关于进一步提高辖区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指导意见》（广东

证监〔2012〕206�号）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独立董事制度》进行修订。

修订后的《独立董事制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此议案需提交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广东证监局《关于进一步提高辖区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指导意见》（广东

证监〔2012〕206�号）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进行修订。

修订后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六、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广东证监局《关于进一步提高辖区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指导意见》（广东

证监〔2012〕206�号）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信息披露管理制度》进行修订。

修订后的《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此议案需提交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七、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广东证监局《关于进一步提高辖区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指导意见》（广东

证监〔2012〕206�号）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进行修订。

修订后的《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八、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

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广东证监局《关于进一步提高辖区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指导意见》（广东

证监〔2012〕206�号）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进行修订。

修订后的《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九、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广东证监局《关于进一步提高辖区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指导意见》（广东

证监〔2012〕206�号）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对外投资管理制度》进行修订。

修订后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十、 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关于召开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详见 2013年 6月 8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十一、备查文件

董事签署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一三年六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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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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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13 年 6 月 7 日以

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6 月 2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监事，应参加表决监事三名，实际参加表决监

事三名，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1、会议以 3票同意，O票反对，O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广东证监局《关于进一步提高辖区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指导意见》（广东

证监〔2012〕206�号）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此议案需提交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特别决议。

2、会议以 3票同意，O票反对，O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广东证监局《关于进一步提高辖区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指导意见》（广东

证监〔2012〕206�号）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监事会议事规则》进行修订。

修订后的《监事会议事规则》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此议案需提交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3、 会议以 3 票同意，O 票反对，O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关于召开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详见 2013年 6月 8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0一三年六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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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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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召开时间：2013年 6月 28日（星期五）上午 9：30时

2.召开地点：珠海市高新区科技创新海岸科技一路万力达继保科技园公司会议室

3.召集人：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5、股权登记日：2013年 6月 25日（星期二）

6.出席对象

（1）截止 2013年 6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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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

司全体股东或其授权代理人。

（2）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议案

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3、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4、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5、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议案

6、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上述议案中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需经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特别决议。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2）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代表为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的，请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持股凭

证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13年 6月 27日（上午 9：00时至下午 17：00时整）

3.登记地点：珠海市高新区科技创新海岸科技一路万力达继保科技园公司证券部

4.受托行使表决权人登记和表决时需提交的文件：

（1）个人股东代理人需提交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持股凭证。

（2）法人股东代理人需提交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亲自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

证。

四、其它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姜景国 叶江平

联系电话：0756—3395968

传 真：0756—3395968

邮 编：519085

2、会议费用：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3、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下格式自制均有效

特此公告。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一三年六月七日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本公司）依照以下指示（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对下列议案进行表

决，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形式方式做出具体指示，受托人可

行使酌情裁量权，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投票赞成或反对某议案或弃权。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2

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3

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4

关于修订

《

独立董事制度

》

的议案

5

关于修订

《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

的议案

6

关于修订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本次委托行为仅限于本次股东大会。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 � � � � � � � � � � � � �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2013年 6 月 8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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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易方达量化衍伸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公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易方达量化衍伸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现将易方达量化衍伸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本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及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以通讯方式组织召开了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对《关于易方达量化衍伸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变更基金的投资及其他相关事项的议案》进行表决。

会议投票时间自 2013年 4月 1日起，至 2013年 4月 30日 17：00止。 2013年 5月 2日，在本基金的基金

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下，本基金管理人对本次大会表决进行了计票，北京市方

正公证处公证员孟必珍、李乐对计票过程进行了公证，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刘焕志、刘露对计票过程进行了

见证。参加本次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基金份额占权益登记日本基金总份额的 85%，达到法定开会

条件。 相关表决结果详见 2013年 5月 3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刊登的《关于

易方达量化衍伸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的公告》。 根据表决结果，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易方达量化衍伸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变更基金的投资及其他相关事项的议案》。

根据《易方达量化衍伸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费用由基

金资产列支。 由基金资产列支的持有人大会会议费用如下表：

项目 金额（单位：元）

律师费 10000

公证费 5000

合计 15000

二、中国证监会核准情况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3年 6月 7日下发了《关于核准易方达量化衍伸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742号），同意易方达量化衍伸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 易方达量化衍伸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变更基金的投资及其他相关事项决议的主要

内容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基金

合同》的有关约定，同意按照《易方达量化衍伸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修改说明》，将易方达量化衍

伸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变更为易方达沪深 300量化增强证券投资基金。

修改《基金合同》中有关本基金的名称、投资目标、投资范围、投资策略、业绩比较基准、基金的费用等条

款，以及根据业务实践相应修改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基金的信息披露及其他部分条款。 "

三、关于本基金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的修订

根据《易方达量化衍伸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修改说明》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与基金托

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 基金管理人已将《易方达量化衍伸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易方达量化衍伸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修订为《易方达沪深 300 量化增强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易方达沪深 300量化增强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并已报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 《易方达沪深

300 量化增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易方达沪深 300 量化增强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自 2013 年 6

月 7日起正式生效。

此外，基金管理人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易方达沪深 300 量化增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拟定

了《易方达沪深 300量化增强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已报中国证监会审核。

四、备查文件

1、《易方达量化衍伸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附件一：《关于易方达量化

衍伸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变更基金的投资及其他相关事项的议案》，附件二：授权委托书（样本）,附件三：易

方达量化衍伸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票

2、《关于易方达量化衍伸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的公告》

3、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

4、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5、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易方达量化衍伸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3]742号)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 6月 8日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规模 设立时间 管理人

1 500006

基金裕阳

1,767,308,634.78 0.8837 20

亿元

1998.7.25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 184689

基金普惠

1,894,291,005.74 0.9471 20

亿元

1999.1.6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 184690

基金同益

-- 0.9500 20

亿元

1999.4.8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 500002

嘉实泰和封闭

2,307,345,967.57 1.1537 20

亿元

1999.4.8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 184691

基金景宏

1,816,853,552.62 0.9084 20

亿元

1999.5.4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 500005

基金汉盛

2,417,773,171.04 1.2089 20

亿元

1999.5.1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 500009

华安安顺封闭

3,288,188,900.52 1.0961 30

亿元

1999.6.15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 184692

基金裕隆

2,830,107,411.57 0.9434 30

亿元

1999.6.15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 500018

华夏兴和封闭

2,906,294,268.9 0.9688 30

亿元

1999.7.14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 184693

基金普丰

2,539,859,875.17 0.8466 30

亿元

1999.7.14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 184698

基金天元

2,704,566,450.52 0.9015 30

亿元

1999.8.25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 500011

国泰金鑫封闭

3,689,656,376.42 1.2299 30

亿元

1999.10.21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 184699

基金同盛

-- 1.0756 30

亿元

1999.11.5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 184701

基金景福

2,976,372,098.37 0.9921 30

亿元

1999.12.30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 500015

基金汉兴

2,963,305,556.06 0.9878 30

亿元

1999.12.3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 500038

融通通乾封闭

2,151,273,497.21 1.0756 20

亿元

2001.8.29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 184728

基金鸿阳

1,510,951,698.54 0.7555 20

亿元

2001.12.10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 500056

易方达科瑞封闭

3,088,381,821.96 1.0295 30

亿元

2002.3.1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 184721

嘉实丰和价值封闭

3,058,369,038.76 1.0195 30

亿元

2002.3.22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 184722

长城久嘉封闭

1,736,251,269.41 0.8681 20

亿元

2002.7.5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 500058

银河银丰封闭

2,736,651,018.73 0.9120 30

亿元

2002.8.15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未经审计单位拟分

配收益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建设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证券投资基金资产净值周报表

截止时间

：

2013

年

6

月

7

日 单位

：

人民币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