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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鹏华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折算结果的公告

根据《鹏华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鹏华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决定2013年8月8日

为鹏华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折算日，折算后的基金份

额净值与2013年8月8日标的指数收盘值的千分之一基本一致。2013年8月8日，沪深300指数收盘值为2276.782

点，本基金的基金资产净值为1,316,433,799.64元，折算前基金份额总额为1,306,582,851.00份，折算前基金份额

净值为1.0075元。

根据《鹏华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折算的公告》 中公告的基金份额折算方

式，基金份额折算比例为0.44252786（以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8位），折算后基金份额总额为578,

192,168.00份，折算后基金份额净值为2.2768元。

本基金管理人已根据上述折算比例，对各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的基金份额进行了折算，并由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2013年8月9日进行了变更登记。折算后的基金份额保留到整数位（小数部

分舍去，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最终的基金份额数以本基金登记结算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投资

者可以自2013年8月12日起在其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账户指定的销售机构查询折算后其持有的基金份额。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

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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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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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52,720,29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55%。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3年8月14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2011年5月，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重庆市金科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1]799号文）核准，本公司以5.18元/股价格新增908,498,204股股份吸收合并

金科集团，金科集团全体股东以其拥有的金科集团权益折为本公司的股本，成为本公司股东。本次新增股份

于2011年8月2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3年8月14日。

2、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52,720,29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55%。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

股

）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

质押

、

冻结的股份数量

（

股

）

股份总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1

红星家具集团有限公司

52,720,297 52,720,297 4.55% 49,000,000

合计

52,720,297 52,720,297 4.55% 49,000,000

三、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794,011,132 68.54% -52,720,297 741,290,835 63.98%

1

、

国家持股

2

、

国有法人持股

3

、

其他内资持股

794,011,132 68.54% -52,720,297 741,290,835 63.98%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350,126,767 30.22% -52,720,297 297,406,470 25.67%

境内自然人持股

443,884,365 38.31% 443,884,365 38.31%

4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5

、

高管股份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364,528,919 31.46% +52,720,297 417,249,216 36.02%

1

、

人民币普通股

364,528,919 31.46% +52,720,297 417,249,216 36.02%

2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1,158,540,051 100.00% 1,158,540,051 100.00%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东做出的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1

红星家具集团有限公司

2009

年

7

月

13

日

，

出具

《

关于新增股份限制流通或转让的承诺

》：

该等主体以其拥有的金科集团权益折为的

ST

东源

（

即本公

司

）

本次新增股份

，

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

让

。

限售期届满后

，

股份转让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有

关规定执行

。

不存在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本公司独立财务顾问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此次限售股解禁发表了核查意见：经核查，红星家具集团

有限公司所持有的金科股份重大资产重组时新增股份所形成的限售股份的解除限售、 上市流通申请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上述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了重大资产重组时做出的限售承诺；本次限

售股份上市流通时间、解除限售数量符合有关规定。本独立财务顾问同意金科股份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

市流通。

六、其他事项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红星家具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本公司及子公司资金

的情况，本公司及子公司也未对其及其控制的企业发生违规担保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1、上市公司新发行的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2、独立财务顾问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查意见；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九日

1、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2）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普洛药业 股票代码

00073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葛向全 楼云娜

电话

0579－86559672 0579－86557527

传真

0579－86558122 0579－86558122

电子信箱

000739@apeloa.com louyunna@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

）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

（

元

）

1,958,233,144.31 872,287,286.03 1,717,557,776.75 14.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80,884,309.57 7,684,018.45 60,680,161.15 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77,787,856.76 3,794,022.43 53,475,378.11 45.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77,790,130.03 93,762,976.44 247,658,034.05 -68.59%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034 0.0299 0.081 27.65%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034 0.0299 0.081 27.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5.29% 0.96% 4.88% 0.4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

%

）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

（

元

）

4,328,986,677.77 2,125,670,926.37 4,107,220,717.96 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707,095,387.99 801,073,422.04 1,351,142,066.49 26.34%

（2）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43,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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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横店进出口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77% 120,425,310

浙江光泰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06% 106,519,760

质押

78,805,070

横店集团康裕药业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62% 45,815,760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7% 34,801,230

横店集团家园化工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2% 34,423,214

江信基金公司

－

工行

－

中江国际信托

·

中央

财富

2

号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3.24% 26,400,000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

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21% 17,985,019

青岛供销社资产运营

中心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7% 11,200,000

尚建华 境内自然人

1.35% 11,000,000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1.05% 8,6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浙江横店进出口有限公司

、

浙江光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

横店集团康裕制药有限公司

、

横

店集团家园化工有限公司为关联企业

，

与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构成为一致行动人关

系

。

（3）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新控股股东名称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变更日期

2013

年

01

月

08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http://www.cninfo.com.cn/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3

年

01

月

08

日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3年，国务院大部制改革后，成立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总局，政策资源等得到优化组合、药品监管审

批效率得以提升、促使行业更快更好发展。新版基本药物目录、新版GMP等一系列行业新政的调整为行业内

具竞争力的规范药企带来新的利好。同时竞争加剧带来的行业内并购重组、外资药企转向基层市场大举渗

透、政策性药品降价等，使医企面临双重考验。

普洛药业上半年经过关联资产重组完善公司治理、整合内部资源优势，完善业务流程。公司以此为切入

点，加强产品研发、积极进行市场布局、加快新旧厂区整合改造工作、完善整体区域布局、优化产能调整、以

此展现一个全新的普洛。

一）依托资本市场、整合优势资源、优化资本结构、提升公司管理

经过2012年末普洛药业资产重组、实现公司关联医药资产整体上市。2013年3月公司定增募集3亿资金，

4月公司明确医药主业更名为“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6月公司完成资本公积金10转10方案。

2013年上半年，公司完成了安徽普洛康裕制药有限公司的增资，山东普洛得邦医药有限公司吸收合并

了山东优胜美特医药有限公司，浙江巨泰药业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了浙江施泰乐制药有限公司。通过这一系

列资产及股权关系调整后，逐步优化公司产业结构及内部资源整合。

二）加快投资项目建设、推进优化产业布局调整

1、抓紧横店制剂园区建设，推进金华、武义制剂工厂整体搬迁的各项工作，完成了提取车间、综合制剂

车间设计，并计划于8月底结顶，主要的生产设备及公用工程设备已完成招标；

2、公司的衢州制剂新区一期工程按计划完成，一期工程年内可投入正式生产，二期工程无菌粉蒸项目

也将随之进入建设阶段；

3、抓紧推进公司安徽制药园区项目建设。利用该区域优势公司可对部分项目的工艺流程、设备设施、排

污处理等进行了提高改进，项目完成后可大大改进部分产品收率，安徽园区目前共已取得705亩土地证，通

过了安全设施设计的专家评审及当地安监局的批复，为一期项目的顺利投产奠定了法规保障；目前，一期项

目工程辅助综合楼菌种中心已完成初装修，精烘包车间、成品仓库、发酵车间已完成主体结构，其他配套工

程正在紧张有序的建设中。

4、公司在山东投资建设的“年产300吨羟基甲氧基乙苯及年产2000吨联苯腈项目” 配套工程已经基本

完成，7月份已投入生产；“年产300吨阿托伐他汀钙中间体ATS项目” 已完成立项、环评、安评等工作，AP003

项目配套工程已经基本完成。

三）加强研发工作

1.公司近年来一直注重在研发方面的投入，目前公司已形成由4名千人计划专家领衔，共300余名科研人

员组成的研发团队，为公司产品的技术稳定及核心产品的技术升级提供强大的支持；公司上半年直接研发

费用投入4,459万元，比上年同期新增997万元。

目前公司除了已具备的162个药品文号外，后续还有25个药品文号已正在报国家药监部门评审中，在评

审中的25个文号中：1个为1类新药，7个为3类新药，15个为6类药等（按方向分：肿瘤类1个，心血管类2个，精

神病类3个，呼吸类2个等）；公司的“重组EDI-8T蛋白”也于最近获得发明专利申请。

2.公司目前正在开发的原料药类有盐酸帕洛诺司琼、盐酸美金刚、非布索坦等20余个新品。其中四个原

料药：盐酸美金刚、氢溴酸右美沙芬、头孢替安酯、左乙拉西坦已完成了中试并提交了CFDA注册申报；六个

原料药已完成中试工艺验证；十一个原料药正在开展小试研究。

公司开发的制剂项目有头孢地尼胶囊、头孢克肟咀嚼片、左氧片剂、盐酸美金刚片剂、乌苯美司片剂、西

他沙星片和颗粒、酮咯酸氨丁三醇鼻喷剂、左乙拉西坦片等20多个，其中左氧片剂为制剂出口战略产品，目

前已顺利完成小试工作，进行中试生产和向WHO注册申报；盐酸美金刚片剂为“十二五” 重大专项项目产

品，完成了注册生产现场核查并已提交了CFDA注册申报，正准备国外注册申报，产品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3.生物制药方面公司对硫酸新霉素进行了立项，现已完成引进的相关准备工作。开展了泰乐菌素和香

兰素产品3个专利的申报工作。硫酸粘菌素产品的一项研究于去年获得国家发明专利，今年吉他霉素的一项

专利也已通过国家审批。另外，泰乐菌素和香兰素产品的3项新工艺研究也获得了突破，已向国家申请了专

利，正在申报当中。

4.利用由子公司上海普洛药物研究院研发的国内领先的EGF高活性生物产品，完成了自有EGF护肤品

的商标名的查证和注册申报工作，并已获得薇芙妮、美裕怡芙两个商标的注册受理，为今后相关产品的生产

和销售打下了基础。目前，正与具备相关资质的OEM生产商进行合作，委托冻干粉加工、精华液加工。同时，

正在进行人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的生产工艺的开发等。

5.深化合同制备项目，加强与国际一流企业的合作，学习国际先进的开发、管理理念，锻炼一批技术和

管理队伍。目前正在开展的合同制备项目有钾盐等20余个项目，业务逐步在深入中。

四）优化公司产品、接轨国际管理，推进注册认证工作

1.公司的头孢地尼原料药、胶囊制剂等生产线上半年通过了新版GMP认证、产品也已逐步上市，其他如

头孢克肟片、头孢克肟咀嚼片等新产品也已上市，丰富了公司制剂品种；

2. 公司上半年完成9个品种在13个国家和地区的注册， 其中左乙拉西坦获得美国FDA� DMF注册号，

OTC原料药氢溴酸右美沙芬获得美国NDC号，兽药原料药磷酸泰乐菌素获得美国FDA� VMF登记号。接待

了8个跨国医药企业的审计，为企业深入拓展国际市场奠定良好基础。上半年，公司参与制定的酒石酸美托

洛尔和氢溴酸安非他酮两个原料药正式通过美国药典委员会（简称“USP” ）审批，成为国际标准。

五）提升内部管理水平，加强内部控制，减少系统风险。

上半年，公司进一步推进了财务信息化系统建设工作，实现了各子公司财务信息一体化并网管理工作，

强化公司财务管理及人员委派工作，重新修订了企业内控管理制度，进一步提高完善管理水平。同时，各子

公司结合公司的实际，积极探索产业化管理的新模式，在统一的战略方案指导下，各子公司在各细分业务领

域不断创新管理方案，优化生产管理，严格落实生产责任制，加强对预算执行、成本控制、EHS管理、创新管

理等多个方面的考核，有效推动降本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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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投资

安徽普洛康裕一期项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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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目概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普洛康裕制药有限公司拟向安徽普洛康裕制药项目追加投资，主要用于其全资子

公司安徽普洛康裕制药有限公司的一期工程项目建设，项目主要包括硫酸粘菌素及预混剂项目、氧氟沙星、

左氧氟沙星及盐项目、系列合同制备原料药出口等项目。

二、本次投资基本情况

（一）出资方式

浙江普洛康裕制药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对安徽普洛康裕一期工程项目进行投资，投资总额为3.9亿元，

资金来源由浙江普洛康裕制药有限公司自筹解决。

（二）投资方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浙江普洛康裕制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6,468万元；法定代表人：葛萌芽；

注册地址：浙江省东阳市横店

该公司持有安徽普洛康裕制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2、安徽普洛康裕制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舒理建

注册地址：安徽省东至经济开发区

三、对公司的影响

项目完成后，企业可形成年产2300吨硫酸粘菌素及预混剂、年产500吨氧氟沙星、年产1000吨左氧氟沙

星及盐、系列合同制备原料药出口等项目，其中硫酸粘菌素及预混剂预计2013年10投产，氧氟沙星、左氧氟

沙星及盐预计2014年12月投产。

该项目有利于上市公司整体产业区域布局调整战略的实施，协调发挥公司浙江、安徽、山东三大产业基

地的各自优势。通过利用区域优势和优化生产工艺，大幅降低部分产品的生产成本，进一步提升产品的市场

竞争力；通过产品技术质量升级，产品可通过国际注册和认证，出口欧美高端市场，提高经济效益；同时通过

区域调整，公司可释放浙江核心厂区部分功能，提升公司未来综合竞争力。

四、其他

本交易尚在公司董事会授权范围之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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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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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原证券事务代表刘萍女士因工作变动原因辞去证券事务代表职务。公司对刘萍女士在任期间对公

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的实际工作需

要，公司拟聘任楼云娜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楼云娜女士于2011年4月到本公司证券部工作，现担任证券部副经理职务。楼云娜女士熟悉公司及本行

业状况，同时具备履行证券事务代表职责所必须的财务、管理、法律等专业知识，具备处理信息披露事务的

专业知识，并已获得了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德。

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8月9日

附简历：

楼云娜：女，1983年6月出生，硕士研究学历。2008年7月参加工作，原在在浙江普洛康裕制药有限公司工

作；现为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副经理。

楼云娜女士不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

关系，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证券代码：000739� � � �证券简称：普洛药业 公告编号：2013－51

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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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或“普洛药业”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2013年7月

30日以短信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13年8月9日在浙江横店国际会议中心大酒店会议室举行，会议应到监事3

人，实到监事3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以

下议题并形成本决议：

一、审议通过《201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详见《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201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公告》）

该议案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投资安徽普洛康裕一期项目的议案》（详见《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

投资安徽普洛康裕一期项目的公告》）

该议案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详见《关于公司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该议案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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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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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普洛药业”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2013

年7月30日以短信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13年8月9日在浙江横店国际会议中心大酒店会议室举行，会议由徐

文财董事长主持，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3名监事和公司高管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董事认真审议了以下议题并形成本决议。

一、审议通过《201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详见《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201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公告》）

该议案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2013年半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该议案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2013年半年度财务工作报告》

该议案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投资安徽普洛康裕一期项目的议案》（详见《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

投资安徽普洛康裕一期项目的公告》）

该议案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详见《关于公司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该议案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8月9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电子交易

平台认购基金实施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服务客户，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2013年8月12日起，在本公司

电子交易平台认购证券投资基金实施前端、后端费率优惠。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业务开通时间

2013年8月12日起。

二、适用基金范围

本公司发售的证券投资基金。

三、适用业务范围

由本公司发售的基金的前端、后端收费模式下的认购业务。

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电子交易平台办理上述业务时，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与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及相关公告的规定。

四、费率优惠

1、前端认购费率优惠

当投资者在我公司电子交易平台通过前端收费模式认购基金，在基金原费率基础上实行优惠，即在该基

金招募说明书、招募说明书（更新）或相关公告中规定的相应前端认购费率基础上实施4折起优惠，优惠后的

认购费率不低于0.6％；原认购费率等于、低于0.6%或是固定费用的，按原费率执行。具体前端认购费率优惠

折扣参照本公司之前公告的各支付渠道的前端申购费率的优惠折扣执行。

2、后端认购费率优惠

当投资者在我公司电子交易平台通过后端收费模式认购基金，在赎回基金时缴纳后端认购费，后端认购

费率在该基金原费率基础上实行优惠，即在该基金招募说明书、招募说明书（更新）或相关公告中规定的相

应后端认购费率基础上实施1折优惠。

此优惠活动仅限于已开通后端认购费率优惠业务的支付方式。

3、本公司可对上述费率优惠进行调整，并依据相关法规、监管规定的要求进行公告。

4、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直销系统办理认购业务，实际办理过程中根据支付渠道不同可能存在限制办理

后端认购的情况，具体以本公司网站交易页面相关说明为准。

五、本公告有关费率优惠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六、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请：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fullgoal.com.cn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热线：400-888-0688或95105686（免长途话费）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信箱：public@fullgoal.com.cn

七、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申请使用电子直销交易业务前，应认真阅读有关电子直销交易协议、相关规则，了解电子直销交

易的固有风险，投资者应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电子直销交易信息，特别是账号和密码。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8月12日

富国创业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份额

上网发售提示性公告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富国创业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网发售。所有具有基金

代销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均可办理认购，基金简称"富国创业"，基金代码"161022"，深交所挂牌价1.000

元，发售时间2013年8月12日至2013年9月6日（周六、周日和节假日不受理）。发售截止时间如有变更，基金管

理公司将及时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公司

2013年8月12日

1、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2）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东方精工 股票代码

00261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邱业致

电话

0757-86695489

传真

0757-81098937

电子信箱

securities@vmtdf.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168,722,589.65 169,516,506.08 -0.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32,023,822.32 38,050,898.42 -15.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31,445,442.08 35,420,424.30 -11.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9,975,453.81 -1,797,709.10 -654.9%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8 0.22 -18.18%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8 0.22 -18.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4.15% 5.2% -1.0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897,442,285.70 875,986,123.07 2.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757,766,006.62 761,704,000.06 -0.52%

（2）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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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灼林

36.4% 64,360,587 64,360,587

唐灼棉

19.94% 35,258,409 35,258,409

邱业致

2.16% 3,818,861 3,818,861

何劲松

1.82% 3,221,555 3,221,528

湖南中科岳麓

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1.38% 2,445,614 0

刘武才

0.73% 1,288,611 0

王少惠

0.34% 599,633 599,633

史学花

0.32% 574,000 0

阮来仁

0.32% 570,200 0

中国建设银

行

－

宝盈资源

优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0.29% 52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唐灼林先生和唐灼棉先生为兄弟关系

，

唐灼林先生任公司董事长

，

唐灼棉先生任公司副

董事长

。

2010

年

8

月

18

日

，

两人签订了

《

一致行动协议书

》，

属于一致行动人

。

（3）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尽管国际金融环境受全球金融风暴影响尚未复苏，公司海外销售有所下滑，但公司在国内业务的增长

基本弥补了这部分缺口，业务收入没有太大的影响。

在2012年年底公司发布的新产品“柔版印刷双伺服八色印刷模切设备———TOPRA� PD-S” 在今年受

客户亲睐，也有较好的表现。

公司非常重视员工的积极性和稳定性，公司在本年度推行股权激励计划，鼓励员工发扬主人翁精神，

更好的促进公司的发展与壮大。

公司在2012年年底完成募投项目的审批手续后，今年各方积极推进，快速建设，完成了很大一部分的

基建和设备采购工作。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增加东方精工（香港）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证券代码：002611� � � �证券简称：东方精工 公告编号：2013-030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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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时间和方式：2013年8月2日以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送达。

2、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和方式：2013年8月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3名。

4、会议主持人：周德永先生。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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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延期造成对募投项目实施进度的影响，并未改变募投项目的内容，本次延期是为保

证项目实施质量及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符合股东的长远利益，具有可行性及必要性，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

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同意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3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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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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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时间和方式：2013年8月2日以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送达。

2、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和方式：2013年8月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6名，实际出席6名。

4、会议主持人：唐灼林先生。

5、列席人员：公司监事、高管等。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半年度报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和《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本次延期造成对募投项目实施进度的影响，并未改变募投项目的内容，本次延期是为保证项目实施质

量及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符合股东的长远利益，具有可行性及必要性，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符合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将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此议案发表了意见，同意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已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激励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授权公司董事会就本次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并就本次股

权激励计划向有关政府、机构办理审批、登记、备案、核准、同意等手续；签署、执行、修改、完成向有关政府、

机构、组织、个人提交的文件。

经董事会审议，《公司章程》修改如下：

序号 条款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第五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76,800,000

元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80,955,000.00

元

。

2

第十七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76,800,000

股

，

均为人民

币普通股

，

公司根据需要

，

经国务院授权的

审批部门批准

，

可以设置其他种类的股份

。

公司股份总数为

180,955,000.00

股

，

均为人民

币普通股

，

公司根据需要

，

经国务院授权的审批

部门批准

，

可以设置其他种类的股份

。

其他条款保持不变。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请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广

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2013年8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13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关于2013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的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

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8月9日

证券代码：000906� � � �证券简称：物产中拓 公告编号：2013-25

物产中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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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公司股票将于2013�年 8月12日开市起复牌。

物产中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13年8月3日晚接到控股股东浙江物产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物产国际"）的通知，由于浙江物产国际拟筹划重大事项涉及本公司，经公司申

请，本公司股票自2013年8月5日起停牌。

公司股票停牌期间，有关各方就该重大事项进行了积极的沟通，现将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控股股东浙江物产国际于2013年8月3日收到其控股股东浙江省物产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物产

集团"）通知，浙江物产集团拟对浙江物产国际的股东及股权结构、相关资产及业务进行部分调整和重组（以

下简称"浙江物产国际拟议重组"）。

根据浙江物产国际拟议重组设想，在对浙江物产国际的相关资产进行相应调整和重组时，不排除浙江物

产集团或其安排的下属子公司受让浙江物产国际所持有本公司部分或全部股份的可能性， 但不会涉及针对

本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不会因此发生变化。

浙江物产集团已就浙江物产国际拟议重组事宜与浙江物产国际及其部分股东等相关方进行意见征询和

协商，并将与相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等有权政府部门进行研究沟通。

公司股票将于2013�年 8月12日开市起复牌。 公司将充分关注上述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物产中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三年八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132� � � �股票简称：重庆啤酒 公告编号：临2013-23号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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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8月9日，本公司接公司股东Carlsberg� Brewery� Hong� Kong� Limited（中文名称：嘉士伯啤酒厂香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士伯香港"）关于部分要约收购事项进展情况的通知，目前商务部正在审核嘉士伯香

港本次部分要约收购材料， 嘉士伯香港将在取得商务部相关核准后将本次要约收购的申报材料报送至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

本公司将根据嘉士伯香港本次部分要约收购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8月12日

证券代码：002292� � � �证券简称：奥飞动漫 公告编号：2013-046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

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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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13年8月5日发布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公告》。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各相关方正积极推进本次购买资产的各项工作，目前尚未有突破性进

展，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

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

停牌期间，公司将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8月12日

证券代码：002201� � � �证券简称：九鼎新材 公告编号：2013-28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3年8月5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因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公司股票自2013年8月5日起停牌。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 有关各方正在研究论证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 并已逐步启动相关尽职调查工

作。因相关程序正在进行中，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公

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进展情况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8月9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华安月月鑫

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3年第8期）投资组合构建情况

说明的公告

华安月月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2013年第8期已于2013年7月30日开始

正式运作，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基金2013年第8期的运作期为2013年7月30日至2013年8月28日。 本基金管理人已于2013年8月5日完成

对本期产品的投资组合构建，截至2013年8月5日基金资产中各大类资产比例如下：

本基金

2013

年第

8

期投资组合构建情况

资产类别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银行定期存款

95.53%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3.60%

其他各项资产

0.87%

合计

100.00%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 本公告中的投资组合构建情况及其他相关信息不构成

对基金运作期实际收益的承诺或保证。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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