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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茵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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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八届十四次董事会会议于2014年1月13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

应到董事5人，实到董事5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

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更正公司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于2013年9月完成了西藏泰达厚生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

泰达” ）55%股权转让事宜（详见公司八届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临2013-045），因会计处理有误，

未将西藏泰达55%股权转让前2013年1-8月的相关数据纳入公司2013年第三季度合并利润表及合并现金流

量表，现予以更正（具体详见更正后的《公司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及《中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3年第三

季度报告更正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四年元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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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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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13年10月30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上披露了公司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经事后核查，对部分内容予以更正。

一、更正原因及更正事项

公司于2013年9月完成西藏泰达厚生医药有限公司55%股权转让事宜，因会计处理有误，未将转让公司

2013年1-8月相关数据纳入2013年第三季度合并利润表及合并现金流量表， 导致公司2013年第三季度合并

利润表及合并现金流量表发生更正，具体如下表：

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 目

2013

年

1-9

月

2013

年

7-9

月

更正前 更正后 更正前 更正后

一、营业总收入

1,001,270,639.46 1,506,999,840.55 101,084,561.17 606,813,762.26

其中：营业收入

1,001,270,639.46 1,506,999,840.55 101,084,561.17 606,813,762.26

二、营业总成本

917,675,883.88 1,436,222,363.17 46,888,988.79 565,435,468.08

其中：营业成本

648,298,404.08 795,011,463.42 173,646,085.47 320,359,144.81

营业税金及附加

83,825,195.96 91,077,898.46 27,690,853.91 34,943,556.41

销售费用

45,270,797.53 396,811,062.27 -197,397,356.93 154,142,907.81

管理费用

90,427,008.50 96,718,499.60 25,445,803.18 31,737,294.28

财务费用

46,554,209.67 46,483,490.48 17,986,826.87 17,916,107.68

资产减值损失

3,300,268.14 10,119,948.94 -483,223.71 6,336,457.09

投资收益（损失以“

-

”号填

列）

2,200,000.00 -4,634,573.98 2,200,000.00 -4,634,573.98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

”号

填列）

85,794,755.58 66,142,903.40 56,395,572.38 36,743,720.20

加：营业外收入

23,980,297.27 47,780,297.27 -17,537,743.88 6,262,256.12

减：营业外支出

3,069,072.21 3,097,735.53 1,207,430.03 1,236,093.35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27,761.12 27,761.12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

-

”号填列）

106,705,980.64 110,825,465.14 37,650,398.47 41,769,882.97

减：所得税费用

35,166,737.45 36,925,224.53 13,288,872.96 15,047,360.04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

填列）

71,539,243.19 73,900,240.61 24,361,525.51 26,722,522.9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36,534,181.70 34,757,171.99 13,605,348.80 11,828,339.09

少数股东损益

35,005,061.49 39,143,068.62 10,756,176.71 14,894,183.84

六、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11 0.11 0.04 0.04

（二）稀释每股收益

0.11 0.11 0.04 0.04

七、其他综合收益

八、综合收益总额

71,539,243.19 73,900,240.61 24,361,525.51 26,722,522.9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

合收益总额

36,534,181.70 34,757,171.99 13,605,348.80 11,828,339.09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

益总额

35,005,061.49 39,143,068.62 10,756,176.71 14,894,183.84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13

年

1-9

月 单位：元

项 目 本期金额（更正前） 本期金额（更正后）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278,579,513.23 1,774,192,301.16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69,565,974.93 394,468,241.63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648,145,488.16 2,168,660,542.79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989,717,582.29 1,175,558,107.13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47,817,032.30 126,075,997.57

��支付的各项税费

151,733,919.09 210,987,853.87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10,082,670.61 576,331,015.3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599,351,204.29 2,088,952,973.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794,283.87 79,707,568.90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5,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4,950,000.00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41,000.00 55,000.00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

净额

-35,182,207.71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991,000.00 -35,127,207.71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24,872,900.42 26,590,251.44

��投资支付的现金

7,750,000.00 2,800,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2,622,900.42 29,390,251.4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631,900.42 -64,517,459.15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4,050,000.00

其中： 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

的现金

4,050,000.00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420,000,000.00 420,000,0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73,760,000.00 73,76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93,760,000.00 497,81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406,250,000.00 406,250,000.00

分配股利、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

现金

137,529,123.70 141,579,123.70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

利润

27,000,000.00 31,050,000.00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5,000,000.00 35,00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78,779,123.70 582,829,123.7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5,019,123.70 -85,019,123.70

四、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

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8,856,740.25 -69,829,013.95

加：年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76,312,991.60 187,285,265.30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17,456,251.35 117,456,251.35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上述更正事项影响归属于母公司当期损益1,777,009.71元，导致公司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中“2.1主要财

务数据”及“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部分项目发生更正。

原文为：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8,794,283.87 62,710,764.92 -22.19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0.15 0.19 -22.19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001,270,639.46 926,691,372.97 8.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6,534,181.70 84,131,463.06 -56.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0,717,481.84 79,445,837.46 -73.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4.46 10.36

减少

5.9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项目

本期金额

（

7－9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

1－9

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6,79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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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0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73,837.23 -1,605,569.14

所得税影响额

193,070.82 -5,227,806.2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844.69 133,281.06

合计

-568,921.72 15,816,699.86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8、销售费用本期发生额比上年同期发生额减少比例为56.31%，主要原因系：处置子公司西藏泰达厚生

药业公司，导致销售费用减少。

9、管理费用本期发生额比上年同期发生额增加72.74%，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及子公司的工资、房产

税、土地使用税的增加、固定资产折旧的增加等导致管理费用增加。

11、营业外收入本期发生额比上年同期发生额增加比例为113.40%，主要原因系：本期收到政府补助大

于上年同期，导致营业外收入大幅度增加。

现更正为：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9,707,568.90 62,710,764.92 27.10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0.24 0.19 27.10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506,999,840.55 926,691,372.97 62.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757,171.99 84,131,463.06 -58.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827,372.23 79,445,837.46 -90.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4.25 10.36

减少

6.11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项目

本期金额

（

7－9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

1－9

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69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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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0,000.00 46,95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73,837.23 -2,264,741.14

所得税影响额

-676,540.69 -8,793,506.7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206,655.31 -8,959,255.22

合计

2,142,966.77 26,929,799.76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8、销售费用本期发生额比上年同期发生额增加比例为282.90%，主要原因系：子公司西藏泰达厚生药业

公司销售费用增加导致。

9、管理费用本期发生额比上年同期发生额增加84.77%，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及子公司的工资、房产

税、土地使用税的增加、固定资产折旧的增加等导致管理费用增加。

11、营业外收入本期发生额比上年同期发生额增加比例为325.20%，主要原因系：本期收到政府补助大

于上年同期，导致营业外收入大幅度增加。

12、营业收入本期发生额比上年同期发生额增加比例为62.62%，主要原因系：公司徐州龙湖国际项目销

售收入结转，另外西藏泰达药业收入增加，导致营业收入较大幅度的增加。

13、营业成本本期发生额比上年同期发生额增加比例为38.24%，主要原因系：随着收入的增加，相应需

结转的成本也随之增加。

更正后的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对因本次更正给投资者和季报使用

人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四年元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0745� � � �证券简称：中茵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4-006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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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

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自2014年1月10日起连续三个交易日（2014年1月10日、2014年1月13日、2014年1月14日）股票

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20%，按照有关规定，已构成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问询，公司目前正在筹划重大收购事项，并已向上

海证券交易所申请连续停牌。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上述收购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其他信息。

除上述收购事项外，公司未来三个月不存在影响本公司股价波动的重大事项，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不存在重大资产重组、股权转让、资产收购等事项。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0745� � � � � �证券简称：中茵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4-007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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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公司正在筹划重大收购事项，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

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2014年1月15日起停牌。

公司承诺：公司将尽快确定是否进行上述重大事项，并于股票停牌之日起的5个工作日内（含停牌当

日）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十五日

2014年 1 月 15 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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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2586� � � �证券简称：围海股份 公告编号：2014-002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工程成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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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围海股份"或"公司"）于2014年1月14日收到佛山市南海

博爱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爱投资"或"业主方"）发来的《成交通知书》。成交书确认广州普邦园林

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与围海股份三家为"狮山镇博爱湖片区道路建设工程及狮山镇博

爱调蓄湖水系整治工程（博爱调蓄湖与下游河涌的水系建设）、狮山镇博爱调蓄湖水系整治工程（博爱调蓄

湖湖岸建设）BT项目"的联合体成交单位。本次项目的基本情况现公告如下：

一、工程的主要情况

（一）狮山镇博爱湖片区道路建设工程

1、工程地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

2、建设模式：采用一般项目承包模式实施

3、施工单位：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

4、预计项目投资额：11.20亿元

5、预计项目工期：300日

（二）狮山镇博爱调蓄湖水系整治工程（博爱调蓄湖与下游河涌的水系建设）BT项目

1、工程地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

2、建设模式：采用融资建设总承包模式实施

3、投资单位：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4、施工单位：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预计项目投资额：7.50亿元

6、预计项目工期：湖体开挖及堤岸工程180日，水系建设360日。

（三）狮山镇博爱调蓄湖水系整治工程（博爱调蓄湖湖岸建设）BT项目

1、工程地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

2、建设模式：采用融资建设总承包模式实施

3、投资单位：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4、施工单位：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5、预计项目投资额：8.00亿元

6、预计项目工期：360日

二、业主方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佛山市南海博爱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注册号：440682000356298

公司住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小塘长安路21幢第二层

法定代表人：郭红霞

注册资本：33,500万元

经营范围：工业及商业项目投资；物业租赁、物业管理（凭有效资质证经营）；代办征地。（法律、行政法

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公司与业主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成交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仅作为狮山镇博爱调蓄湖水系整治工程（博爱调蓄湖与下游河涌的水系建设）BT项目的施工

单位，该项目预计投资额为7.50亿元，其中工程施工金额预计为6.00亿元，工程施工金额合计占公司2012年度

经审计营业总收入的42.88%，若公司最终签订合同，将对公司2014-2015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尚未与该项目业主方正式签订合同，因此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内容待合同签订后另行

公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000042� � � �股票简称：深长城 公告编号：2014-2号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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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2014年1月14日上午

2、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百花五路长源楼八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姚日波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有10人，代表股份共165,655,0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239,463,040股的69.18%。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65,655,0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该议案获得通

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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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65,655,0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该议案获得通

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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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65,655,0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该议案获得通

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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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65,655,0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该议案获得通

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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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见2013年12月28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刊登的深长城2013-61号《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2013-62号《第七届监事

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姓名：白光林、王 勇

结论意见：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

效。

六、备查文件

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473� � � �股票简称：圣莱达 公告编号：2014-001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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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2013年10月17日，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整体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2013年

10月18日披露了《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等相

关文件，公司股票于2013年10月18日开市起复牌。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审计、评估、盈利预测及标的资产的尽职调查等工作正在

有序进行中。待上述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同时披露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文件。待该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及时发出召开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股

东大会通知。

二、特别提示

1、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在发出召开审议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股东大会通知之前，将每30日发布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2、公司于2013年10月18日披露的《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预案》之"第七节 本次交易涉及的报批事项及相关风险提示"中已充分说明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

相关风险，提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有关内容。

3、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未发现存在可能导致公司董事会或者交易对方撤销、中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或者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作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

4、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公司发布的信息将在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

fo.com.cn）和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报纸《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中国证券报》上刊登，

敬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905� � � �证券简称：厦门港务 公告编号：2014-05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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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2014年1月14日（星期二）上午9:30

2、召开地点：本公司大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 柯东先生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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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2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9399.6883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53100万股的55.37%。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继续为厦门港务贸易有限公司八亿元

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29399.6883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票0股，弃权票0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众天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崇理先生、蒋博星先生

3、结论性意见：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以

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会议召集人的资格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 《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2014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2．北京众天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2014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2014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月14日

证券代码：002218� � � �证券简称：拓日新能 公告编号：2014－004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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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14年1月14

日在深圳市南山区香年广场A栋803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4年1月9日以电子邮件

及送达方式发出。会议应参加董事9人，实际参会董事9人。会议的召开、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经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授信的议案》，表决结果：9票同

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鉴于公司生产经营实际需要，同意公司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

币贰仟万元整（实际金额、期限、币种以银行的最终审批结果为准），用于为德国子公司向德国汇丰银行申

请贷款开立备用信用证。 同时， 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指定的授权代理人代表公司与银行签署相关文

件。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侨城支行继续申请壹亿伍仟万元人民币综

合授信的议案》，表决结果：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原在招商银行办理的综合授信额度已到期，鉴于公司生产经营实际需要，同意公司继续向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侨城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整，期限十二个月。董事会授权公司管

理层在上述额度内具体办理该授信申请、签约等相关事项。

特此公告！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557� � � �证券简称：洽洽食品 公告编号：2014-004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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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合肥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泰集团"）有关办理股权解除质押及质押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2012年1月，华泰集团以其所持部分公司股份15,000,000股限售流通股质押给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合肥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质押登记日为2012年1月17日，质押期限为二年，详见公司于 2012年1

月1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网发布的 《关于股权解除质押和质押公

告》。

2012年5月经公司2011年年度权益分派后，质押给民生银行的股份变为19,500,000股。

由于华泰集团在民生银行的授信已到期， 近日华泰集团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了上述公司股份19,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77%）的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经与民生银行协商， 华泰集团为继续申请授信决定将其所持部分公司股份19,500,000股限售流通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5.77%）质押给民生银行。相关质押登记手续已于2014年1月1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质押登记日为2014年1月13日，质押期限为三年。

截至本公告日，华泰集团共持有公司股份164,77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8.75%，其中93,130,000股处

于质押状态，占公司总股本的27.55%。

特此公告。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616� � � �证券简称：长青集团 公告编号：2014-007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复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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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4年1月14日发布了"2014-004号、停牌公告"，公

告公司因正在筹划股权激励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4年1月14日上午开市起停牌。

2014年1月14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

事宜>的议案》。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14年1月15日上午开市起复牌，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

特此公告。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月14日

股票代码：000585� � � �股票简称：东北电气 公告编号：2014-001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的规定，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已就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长城资产"）追加

诉讼本公司为被告，对沈阳高压开关有限责任公司（"沈高公司"）所欠债务本金35,175万元(人民币,下同)及

利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诉讼事项的审理进展情况，分别于2009年8月12日、2011年2月16日、2011年7月20日和

2013年1月29日之临时公告作出持续披露。

2014年1月13日本公司收到律师送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院"）（2013）民二终字第66

号民事判决书。

现根据上市规则对该案进展持续披露如下：

一、本案形成和诉讼进展概况

因沈高公司未能偿还到期债务，长城资产曾于2009年2月24日向辽宁省高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沈

高公司偿还债务本金35,175万元（人民币，下同）及利息。

本公司于2009年8月11日收到辽宁省高院送达的长城资产起诉状及追加被告申请书，长城资产于2009年

5月18日再向辽宁省高院提起诉讼，追加起诉本公司为被告，请求法院判令本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本公司2011年2月15日收到案件代理律师转交的辽宁省高院一审判决书，辽宁省高院下达（2009）辽民

二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沈高公司依法偿还所欠长城资产债务本金35,175万元及利息的偿还责任，同

时驳回长城资产对本公司的诉讼请求。长城资产就辽宁省高院一审判决结果向最高院提出上诉。

2011年6月30日最高院作出（2011）民二初字第44号民事裁定书，撤销（2009）辽民二初字第12号民事判

决，发回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

2013年1月29日本公司收到律师送达的辽宁省高院（2011）民二初字第3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沈高公司

依法偿还所欠长城资产债务本金35,175万元及利息的偿还责任，驳回长城资产对本公司的诉讼请求。长城资

产就辽宁省高院重审判决结果向最高院提出上诉。

以上事项详情请见本公司2009年8月12日、2011年2月16日、2011年7月20日和2013年1月29日之临时公告。

二、终审判决结果

2014年1月13日本公司收到律师送达的最高院（2013）民二终字第6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三、本次诉讼对本公司本期利润的影响

沈高公司自1995年5月26日起作为本公司之全资附属公司, � 2004年3月15日以后本公司已不再持有其任

何股权， 属于与本公司及附属公司无关联关系的独立第三方 （详见本公司分别于2003年6月13日刊登的

2003-014号临时公告和2004年4月8日刊登的2004-012号临时公告）。

根据最高院对该诉讼案终审判决结果， 本公司无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该诉讼也不会对本公司会计处

理、财务状况及本期利润产生影响。

四、本公司目前没有其它尚未披露的诉讼及仲裁事宜

五、备查文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二终字第66号民事判决书；

(二)�所有相关文件的原件。

特此公告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