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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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丁振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邓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盛萍声明：保证季度报告

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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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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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120,383.77 341,900,134.96 4.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360,812.24 4,076,247.40 6.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735,862.03 -1,503,477.81 348.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4,116,962.70 -47,864,170.73 49.61%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045 0.0042 7.1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045 0.0042 7.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0% 0.29% 增 0.01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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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6,743,809.08 2,678,773,588.11 -0.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36,996,121.83 1,432,645,452.69 0.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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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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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8,106.17

债务重组损益 7,152.1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73,423.93

减：所得税影响额 204,212.4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12,086.10

合计 624,950.2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

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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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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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74% 193,061,426 0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约定购

回专用账户

其他 0.31% 2,995,700 0

彭士学 境内自然人 0.26% 2,591,379 0

吴烈光 境内自然人 0.26% 2,570,000 0

郑忠香 境内自然人 0.21% 2,016,300 0

林楚卿 境内自然人 0.2% 2,000,000 0

苏云 境内自然人 0.2% 1,926,970 0

郑佐茵 境内自然人 0.18% 1,800,200 0

任爰瑾 境内自然人 0.18% 1,772,305 0

王新民 境内自然人 0.17% 1,6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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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193,061,426 人民币普通股 193,061,426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2,995,700 人民币普通股 2,995,700

彭士学 2,591,379 人民币普通股 2,591,379

吴烈光 2,5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70,000

郑忠香 2,016,300 人民币普通股 2,016,300

林楚卿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

苏云 1,926,970 人民币普通股 1,926,970

郑佐茵 1,800,2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0,200

任爰瑾 1,772,305 人民币普通股 1,772,305

王新民 1,6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9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东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知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股东苏云普通股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397400股，通过方正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529570股，二者合计持有 1926970股。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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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预付款项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加 24,509,546.01 元，增幅 62.70％，主要系业务规模扩大，相应的生产采

购增加所致。

2、在建工程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加 15,324,545.22元，增幅 85.86％，主要系全资子公司烟台东方科技环保

节能有限公司本期支付土地出让金所致。

3、应付票据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减少 32,072,784.00元，减幅 47.35%，主要系应付票据到期所致。

4、资产减值损失本期比上期增加 1,274,972.66元，增幅 185.81%，主要系计提坏账损失增加所致。

5、投资收益本期比上期减少 5,000,148.19元，减幅 97.25％,主要系去年同期收到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

信智赢 2号基金集合信托计划” 收益 5,765,753.42元所致。

6、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比同期增长 23,747,208.03 元，增幅 49.61%，主要系本期销售收款同比

增加所致。

7、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比同期减少 52,844,155.50 元，减幅 157.79%,主要系去年同期收到中信

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信智赢 2号基金集合信托计划” 投资本金 5,000万元所致。

8、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比同期减少 21,423,046.03元，减幅 156.48%，主要系银行借款净额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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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三、对 2014年 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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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定代表人：丁振华

2014年 4月 29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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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姓名 徐建刚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黄海涛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张双梅

公司负责人徐建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海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双梅保证季度报告

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公司第一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2,121,954,076.74 2,032,725,642.00 4.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21,557,101.81 1,383,555,775.13 2.75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084,637.64 -336,536,107.04 94.3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496,934,626.28 130,200,854.76 281.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703,269.16 57,872,962.14 -36.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985,950.25 -55,703,869.08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2 15.50 减少 12.8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97 0.184 -47.2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97 0.184 -47.28

2.2�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15,86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上海刚泰矿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3.88 127,776,244 127,626,944 质押 127,776,244

兰州大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9.95 37,537,336 37,537,336 无

刚泰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84 25,803,211 质押 25,801,686

上海刚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97 22,522,402 22,522,402 质押 22,522,402

建信基金－民生银行－华鑫信

托－东源 9 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未知 4.33 16,340,604 16,340,604 无

建信基金－民生银行－华鑫信

托－东源 11 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未知 4.31 16,237,859 16,237,859 无

建信基金－民生银行－华鑫信

托－东源 10 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未知 4.04 15,228,243 15,228,243 无

建信基金－民生银行－华鑫信

托－东源 12 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未知 3.91 14,729,737 14,729,737 无

章俊献 境内自然人 0.20 739,626 无

童全康 境内自然人 0.18 695,042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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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种类及数量

刚泰集团有限公司 25,803,211 人民币普通股 25,803,211

章俊献 739,626 人民币普通股 739,626

童全康 695,042 人民币普通股 695,042

朱敏剑 670,899 人民币普通股 670,899

王强 660,143 人民币普通股 660,143

王兆波 552,961 人民币普通股 552,961

长城证券－上海银行－长城精选分级 1 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536,916 人民币普通股 536,916

周红? 528,500 人民币普通股 528,500

段先菊 522,100 人民币普通股 522,100

梁永民? 506,081 人民币普通股 506,08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股东刚泰集团、 刚泰矿业及刚泰投资咨询均为实际控制人徐建

刚同一控制下的企业，本公司和刚泰集团、刚泰矿业、刚泰投资咨询

均为徐建刚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

三、 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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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1．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1)�应收账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 52.16%，主要系本公司本期货款收回，应收账款减少所致。

(2)� 预付账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大幅增加 925.35%，主要系本公司本期材料采购款及预付矿权招拍挂款增加

所致。

（3）存货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 100.93%，主要系本公司本期黄金产品及黄金饰品增加所致。

（4）应付账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 38.82� %，主要系本公司本期材料采购款增加所致。

（5）预收款项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 100%，主要系本公司本期收到货款未结算所致。

（6）应付利息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 90.97%，主要系本公司本期利息支付所致。

（7）其他应付款期末数较期初减少 36.08%，主要系本公司本期中介机构费用减少所致。

2．合并利润表项目

（1）营业收入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大幅增加 281.67%，主要系本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增加所致。

（2）营业税金及附加本期数比上年同期数大幅增长，主要系本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增加所致。

（3）管理费用本期数比上年同期数减少 93.09%，主要系本公司本期中介机构费用减少所致。

（4）财务费用本期数比上年同期数大幅增加，主要系本公司本期贷款利息支出所致。

（5）资产减值损失本期数比上年同期数减少 168.76%，主要系本公司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转回所致。

（6）投资收益本期数比上年同期数减少 98.88%，主要系本公司上年处置原子公司浙江华盛达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所致。

（7） 所得税费用本期数比上年同期数减少 39.07%，主要系本公司上年处置原子公司浙江华盛达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所致。

（8）利润总额本期数比上年同期数减少 37.23%，主要系本公司上年处置原子公司浙江华盛达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所致。

3．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比上年同期数增加 94.33%，主要系本公司上年完成重大资产重

组，主营业务发生变更，本期主营业务规模扩大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比上年同期数大幅减少，主要系本公司上年处置原子公司浙江华

盛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比上年同期数减少 49.94%，主要系本公司本期支付利息所致。

3.2� �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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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一、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一）承诺方：公司实际控制人徐建刚先生

1、承诺内容：

（1）本人及本人所控制的其他子公司、合营或联营公司及其他任何类型企业（以下简称 "相关企业 "）未从

事任何对刚泰控股及其子公司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生产经营业务或活动； 并保证将来亦不从事任何对刚泰

控股及其子公司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生产经营业务或活动。

（2）本人将对自身及相关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和约束，如果将来本人及相关企业的产品或业务与

刚泰控股及其子公司的产品或业务出现相同或类似的情况，本人承诺将采取以下措施解决：①刚泰控股认为必

要时， 本人及相关企业将减持直至全部转让本人及相关企业持有的有关资产和业务； ②刚泰控股在认为必要

时，可以通过适当方式优先收购本人及相关企业持有的有关资产和业务；③如本人及相关企业与刚泰控股及其

子公司因同业竞争产生利益冲突， 则优先考虑刚泰控股及其子公司的利益； ④有利于避免同业竞争的其他措

施。

2、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3、承诺履行情况：正常履行中。

（二）承诺方：公司股东刚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刚泰集团 "）、公司股东上海刚泰矿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刚泰矿业 "）、公司股东上海刚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刚泰投资咨询 "）。

1、承诺内容：

（1）本公司及本公司所控制的其他子公司、合营或联营公司及其他任何类型企业（以下简称 "相关企业 "）

未从事任何对刚泰控股及其子公司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生产经营业务或活动； 并保证将来亦不从事任何对

刚泰控股及其子公司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生产经营业务或活动。

（2）本公司将对自身及相关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和约束，如果将来本公司及相关企业的产品或业

务与刚泰控股及其子公司的产品或业务出现相同或类似的情况，本公司承诺将采取以下措施解决：①刚泰控股

认为必要时，本公司及相关企业将减持直至全部转让承诺方及相关企业持有的有关资产和业务；②刚泰控股在

认为必要时，可以通过适当方式优先收购本公司及相关企业持有的有关资产和业务；③如本公司及相关企业与

刚泰控股及其子公司因同业竞争产生利益冲突，则优先考虑刚泰控股及其子公司的利益；④有利于避免同业竞

争的其他措施。

2、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3、承诺履行情况：正常履行中。

（三）承诺方：公司股东刚泰矿业

1、承诺内容：

（1）保证甘肃金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和贵州福茂源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不从事任何与上市公司构成竞争的

业务；

（2）如果甘肃金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和 / 或贵州福茂源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与上市公司因同业竞争而发生

利益冲突，本公司将优先考虑上市公司的利益；

（3）如果甘肃金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和 / 或贵州福茂源矿业投资有限公司拟从事的业务（包括贵州福茂

源矿业投资有限公司拥有的铅锌矿探矿权探明储量并具备开采和生产条件后）与上市公司存在同业竞争，根据

上市公司的要求， 本公司将通过将该等业务注入上市公司或将该等业务转让给第三方的方式或采取其他必要

措施以避免和消除同业竞争。

2、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3、承诺履行情况：正常履行中。

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一）承诺方：公司实际控制人徐建刚先生

1、承诺内容：

（1）不利用自身对刚泰控股的控制性影响谋求刚泰控股及其子公司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优于市场第三

方的权利；

（2）不利用自身对刚泰控股的控制性影响谋求与刚泰控股及其子公司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3）不以低于（如刚泰控股为买方则 "不以高于 "）市场价格的条件与刚泰控股及其子公司进行交易，亦不

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刚泰控股及其子公司利益的行为。 同时，本人将保证刚泰控股及其子公司在对待将

来可能产生的与本人的关联交易方面，将采取如下措施规范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①若有关联交易，均严格履行

合法程序，及时详细进行信息披露；②对于原材料采购、产品销售等均严格按照市场经济原则，采用公开招标或

者市场定价等方式进行，以充分保障刚泰控股及其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2、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3、承诺履行情况：正常履行中。

（二）承诺方：公司股东刚泰集团、公司股东刚泰矿业、公司股东刚泰投资咨询

1、承诺内容：

（1）不利用自身对刚泰控股的大股东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谋求刚泰控股及其子公司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

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

（2）不利用自身对刚泰控股的股东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谋求与刚泰控股及其子公司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3）不以低于（如刚泰控股为买方则 "不以高于 "）市场价格的条件与刚泰控股及其子公司进行交易，亦不

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刚泰控股及其子公司利益的行为。 同时，本公司将保证刚泰控股及其子公司在对待

将来可能产生的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方面，将采取如下措施规范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①若有关联交易，均严格

履行合法程序，及时详细进行信息披露；②对于原材料采购、产品销售等均严格按照市场经济原则，采用公开招

标或者市场定价等方式进行，以充分保障刚泰控股及其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2、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3、承诺履行情况：正常履行中。

（三）承诺方：公司股东兰州大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大地矿业 "）、公司关联方甘肃省地质调查

院（以下简称 "甘肃省地调院 "）。

1、承诺内容：

（1）不利用自身对刚泰控股的股东 / 间接股东地位影响谋求刚泰控股及其子公司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

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

（2）不利用自身对刚泰控股的股东地位影响谋求与刚泰控股及其子公司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3）不以低于（如刚泰控股为买方则 "不以高于 "）市场价格的条件与刚泰控股及其子公司进行交易，亦不

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刚泰控股及其子公司利益的行为。 同时，本公司将保证刚泰控股及其子公司在对待

将来可能产生的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方面，将采取如下措施规范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①若有关联交易，均严格

履行合法程序，及时详细进行信息披露；②对于原材料采购、产品销售等均严格按照市场经济原则，采用公开招

标或者市场定价等方式进行，以充分保障刚泰控股及其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2、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3、承诺履行情况：正常履行中。

三、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承诺方：公司实际控制人徐建刚先生、公司股东刚泰集团、公司股东刚泰矿业、公司股东刚泰投资咨询、公司

股东大地矿业、公司关联方甘肃省地调院。

（一）承诺内容：

1、保证刚泰控股人员独立

（1）保证刚泰控股生产经营与行政管理（包括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等）完全独立于承诺方及承诺方下属

其他公司、企业。

（2）保证刚泰控股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营销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专职在刚泰控

股工作、并在刚泰控股领取薪酬，不在承诺方下属其他公司、企业兼职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且不在

承诺方下属的其他公司或企业中领薪。

（3）保证出任刚泰控股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人选均通过合法程序进行，承诺方不干预刚泰控股董

事会和股东大会作出的人事任免决定。

2、财务独立

（1）保证刚泰控股设置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和拥有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具有规范、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

和财务管理制度。

（2）保证刚泰控股在财务决策方面保持独立，承诺方及承诺方下属其他公司、企业不干涉刚泰控股的资金

使用、调度。

（3）保证刚泰控股保持自己独立的银行帐户，不与承诺方及承诺方下属其他公司、企业共用一个银行账户。

（4）保证刚泰控股依法独立纳税。

3、机构独立

（1）保证刚泰控股及其子公司依法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并与承诺方下属其他公司、企业机构完全分

开；保证刚泰控股及其子公司与承诺方下属其他公司、企业之间在办公机构和生产经营场所等方面完全分开，不

存在机构混同的情形。

（2）保证刚泰控股及其子公司独立自主运作，承诺方不会超越刚泰控股董事会、股东大会直接或间接干预

刚泰控股的决策和经营。

（3）保证刚泰控股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等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

行使职权。

4、资产独立、完整

（1）保证刚泰控股及其子公司资产的独立完整，且该等资产全部处于刚泰控股及其子公司的控制之下，并

为刚泰控股及其子公司独立拥有和运营。

（2）保证承诺方及承诺方下属其他公司、企业不违规占用刚泰控股资产、资金及其他资源。

5、业务独立

（1）保证刚泰控股拥有独立的生产和销售体系；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

产、人员、资质以及具有独立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在产、供、销等环节不依赖于承诺方及承诺方下属其他公

司、企业。

（2）保证承诺方及承诺方下属其他公司、企业避免与刚泰控股及其子公司发生同业竞争。

（3）保证严格控制关联交易事项，尽可能减少刚泰控股及其子公司与承诺方及承诺方下属其他公司、企业

之间的持续性关联交易。 杜绝非法占用刚泰控股资金、资产的行为，并不要求刚泰控股及其子公司向承诺方及

承诺方下属其他公司、企业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对于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将本着 "公平、公正、公开 "的原则，

与对非关联企业的交易价格保持一致，并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4）保证不通过单独或一致行动的途径，以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以外的任何方式，干预刚泰控股的重大决策

事项，影响刚泰控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业务的独立性。

（二）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三）承诺履行情况：正常履行中。

四、盈利预测及补偿的承诺

承诺方：公司股东刚泰矿业、公司股东刚泰投资咨询、公司股东大地矿业。

（一）实现预测净利润的承诺

1、承诺内容；

无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于 2012 年度内或 2013 年度内实施完毕， 补偿期限均为 2012 年度、2013 年度、2014

年度、2015年度和 2016年度。 刚泰矿业、大地矿业及刚泰投资咨询承诺大冶矿业补偿期限内每年的实际净利润

数不低于大冶矿业同期的预测净利润数。 由于大冶矿业评估报告的预测净利润数低于大冶矿业拥有的采用折

现现金流量法评估的矿业权评估报告的预测净利润数，为了保护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以矿业权评估报告

的预测净利润数为大冶矿业的预测净利润数。 即：2012年度、2013年度、2014年、2015年度及 2016年度的净利润

数分别为 1,257.02万元、15,060.21万元、22,001.44万元、28,345.79万元及 33,362.25万元。

2、承诺期限：2012年度、2013年度、2014年度、2015年度和 2016年度

3、承诺履行情况：2012年大冶矿业实现净利润 1,321.7万元。 2013年度大冶矿业实现净利润 15,636.41万元。

（二）探矿权减值测试的承诺

1、承诺内容：

（1）无论刚泰控股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是在 2012年度内或是在 2013 年度内实施完毕，承诺方对刚泰控股的

盈利预测补偿期限均为 2012年度、2013年度、2014年度、2015年度和 2016年度。

（2）承诺方同意于上述盈利预测补偿期限内每一年度对大冶矿业除大桥金矿采矿权及大桥一带探矿权外

的其他 16项探矿权（以下合称 "追加补偿探矿权 "）进行减值测试，即由刚泰控股于上述盈利预测补偿期限内

的每一年度末，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矿业权评估机构对追加补偿探矿权进行资产评估，若追加补偿探矿权

发生了减值，承诺方将追加补偿股份，具体如下：盈利预测补偿期限内每一年度需追加补偿的股份数量为：追加

补偿探矿权期末减值额 /每股发行价格－盈利预测补偿期限内追加补偿探矿权已补偿的股份总数；追加补偿探

矿权期末减值额 =追加补偿探矿权当年末的评估价值－本次交易的矿权评估报告书 （" 本次交易的矿权评估

报告书 "包括矿权评估机构出具的矿权评估报告书以及相关补充说明，下同）中追加补偿探矿权的评估值。

（3）若在上述盈利预测补偿期限内，大冶矿业出售了追加补偿探矿权中的某一项或多项（被出售的探矿权

以下单称或合称 "出售探矿权 "；在此情况下，追加补偿探矿权应为其余未出售的探矿权之总称，不包括出售探

矿权），且出售探矿权的出售价格低于本次交易的矿权评估报告书中的出售探矿权的评估值，则承诺方将另行

补偿股份：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为：出售价差 / 每股发行价格（出售价差 = 出售探矿权的出售价格－本次交易

的矿权评估报告书中的出售探矿权的评估值）。

（4）承诺方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认购的刚泰控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

锁定期 "）内不进行转让。 在承诺方所持股份的上述锁定期届满之日至刚泰控股盈利预测补偿期限内最后一个

年度的股份补偿数量确定之日之间，承诺方若发生减持行为，则减持后仍持有的刚泰控股股票数量应不低于已

确定的盈利预测补偿期限内应回购股份数量（如有）以及盈利预测补偿期限内潜在股份补偿数量上限之和。

（5）追加补偿探矿权和 / 或出售探矿权的追加补偿股份的补偿方式、回购时间及具体实施安排，与《关于

业绩补偿的协议》中的相关安排一致。

（6）若追加补偿探矿权发生了减值，承诺方按照本承诺应追加补偿的股份数量应计入本承诺第 4条所述的

"已确定的盈利预测补偿期限内应回购股份数量 "，适用本承诺第 4条的相关锁定安排。

（7）本承诺的内容与《关于业绩补偿的协议》的约定不一致的，承诺方同意受本承诺函的约束。如刚泰控股

提出就本承诺的有关内容签署补充协议，承诺方将无条件予以配合。

（8）对于大冶矿业拥有的相关探矿权本次办理延续手续时因勘探面积缩减导致的探矿权评估值下降，承诺

方承诺将根据持有的大冶矿业的股权比例以现金补足评估值下降的差额部分。

2、承诺期限：2012年度、2013年度、2014年度、2015年度和 2016年度

3、承诺履行情况：正常履行中。

五、维持大冶矿业管理层稳定性的承诺

承诺方：公司实际控制人徐建刚先生、公司股东刚泰矿业、刚泰控股。

1、承诺内容；

（1）本公司 /本人认可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大冶矿业 "）现有管理层人员的专业

背景以及矿业开发冶炼、地质勘探等业务的经营管理能力，对大冶矿业现有管理层人员的管理能力予以充分信

任；

（2）于浙江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以后，将继续维持大冶矿业现有管理层

人员的稳定性，不会作出较大的调整。

2、承诺期限：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3、承诺履行情况：正常履行中。

六、股份限售的承诺

承诺方：公司股东刚泰矿业、公司股东刚泰投资咨询、公司股东大地矿业。

1、承诺内容：

承诺方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认购的刚泰控股非公开发行股份，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36个月内不进行

转让或上市交易。 如果《关于业绩补偿的协议》约定的盈利预测补偿期限（以下简称 "补偿期限 "）内第三年度

的股份补偿数量确定之日晚于承诺方所持股份的上述限售期届满之日， 则上述日期之间承诺方若发生减持行

为，则减持后仍持有刚泰控股股票数量不得低于补偿期限内第一年度、第二年度应回购股份数量（如有）以及第

三年度潜在股份补偿数量上限之和。

2、承诺期限：截止日为 2016年 2月 4日

3、承诺履行情况：正常履行中。

本公司及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对上述承诺均严格履行，未出现违反承诺事项的情况，也未出现超过承

诺期未履行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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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

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建刚

2014年 4月 29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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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如有董事未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应当单独列示该董事姓名及未出席原因。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郭永清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曲 凯

孙芳城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陈 重

Gavin�Brockett 董 事 因公出差 黎启基

1.3

公司负责人姓名 黎启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韩西泽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何 冰

公司负责人黎启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韩西泽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何冰保证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公司第一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4,378,405,285.51 4,338,437,460.59 0.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60,933,521.19 1,534,997,303.34 1.6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51,892.53 143,155,245.17 -95.9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664,628,791.11 699,363,355.17 -4.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936,217.85 40,187,756.91 -35.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24,730,623.64 39,862,897.65 -37.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8 2.67 减少 0.9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5359 0.08304 -35.4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5359 0.08304 -35.46

2.2�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62,44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嘉士伯啤酒厂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2.54 205,882,718 0 无

CARLSBERG�CHONGQING�LIMITED 境外法人 17.46 84,500,000 0 无

重庆啤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95 23,963,794 0 无

葛淑贤 境内自然人 0.31 1,500,000 0 未知

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17 823,875 0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16 779,967 0 未知

吴少凡 境内自然人 0.14 697,306 0 未知

黄向东 境内自然人 0.14 682,074 0 未知

黄冠 境内自然人 0.13 628,367 0 未知

李智俐 境内自然人 0.12 593,370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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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种类及数量

嘉士伯啤酒厂香港有限公司 205,882,718 人民币普通股

CARLSBERG�CHONGQING�LIMITED 84,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重庆啤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3,963,794 人民币普通股

葛淑贤 1,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823,875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79,967 人民币普通股

吴少凡 697,306 人民币普通股

黄向东 682,074 人民币普通股

黄冠 628,367 人民币普通股

李智俐 593,370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 ，CARLSBERG�CHONGQING�

LIMITED （嘉士伯重庆有限公司） 和 Carlsberg�Brewery�

HongKong�Limited.（嘉士伯啤酒厂香港有限公司）同属嘉士

伯啤酒厂控制。 未知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

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三、 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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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项?目 2014年 3月 31日 2013年 3月 31日 差异变动金额 差异变动幅度（%） 原因分析

货币资金 293,177,784.91 532,023,574.58 -238,845,789.67 -44.89% 注 1

应收票据 17,463,640.00 5,143,120.00 12,320,520.00 239.55% 注 2

资产减值损失 -19,817.57 4,299,336.12 -4,319,153.69 -100.46% 注 3

营业外支出 1,408,914.17 512,684.67 896,229.50 174.81% 注 4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751,892.53 143,155,245.17 -137,403,353 -95.98% 注 5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5,230,706.85 -58,505,253.39 23,274,546.54 -39.78% 注 6

注 1：与同期比较减少，主要系收入及贷款减少，以及本期支付排污费和罚款。

注 2:与同期比较增加，主要系同期银行承兑汇票用于支付工程款。

注 3：与同期比较，主要是本年未预算包装物等减值情况。

注 4：与同期比较，主要是今年大梁山公司和湖南国人公司进行了车改后的资产净损失。

注 5：同注 1

注 6：与同期比较，主要是借款比同期减少的原因。

3.2� �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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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事项类型 承 诺 人 承 诺 事 项

做出承诺

时间

承诺完成

期限

目 前 履 行 情

况

要约收购完

成后的后续

计划

嘉士伯有限

公 司

（Carlsberg�

A/S）

一、未来 12�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

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

书签署日，收购人没有在未来 12�个月内对重庆啤酒

主营业务进行重大改变或调整的计划。 二、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

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

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收购人没有在未来 12�个月内对重庆啤酒或其子公

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

的计划， 也没有对重庆啤酒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

组计划。三、调整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

员组成的计划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嘉士伯香港

没有拟改变重庆啤酒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组

成的计划：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嘉士伯香港将视情

况考虑是否依法行使股东权利， 向重庆啤酒推荐合

格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 并由重庆啤酒股

东大会依据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进行董事会

人员的选举，以及由董事会决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四、除本报告书披露的要约收购以及上述计划外，收

购人在收购后 12�个月内暂无以下计划：1、对重庆啤

酒章程中可能阻碍对其进行后续收购的条款进行修

改；2、对重庆啤酒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3、对重

庆啤酒分红政策进行重大调整；4、 其他对重庆啤酒

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2013年 10

月 31日

2014年 10

月 30日

截 至本 公 告

日，承诺人严

格 履 行 该 项

承诺，未出现

违 背 上述 承

诺情形。

要约收购对

上市公司独

立性影响

嘉士伯有限

公 司

（Carlsberg�

A/S）

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 重庆啤酒将继续保持完整的

采购、生产、销售体系，拥有独立的知识产权，与收购

人和嘉士伯在业务、人员、资产、财务及机构等方面

保持独立。

2013年 10

月 31日

长期有效

截 至本 公 告

日，承诺人严

格 履 行 该 项

承诺，未出现

违 背 上述 承

诺情形。

关联交易

嘉士伯有限

公 司

（Carlsberg�

A/S）

为维护中小股东利益，嘉士伯承诺：1、本次要约收购

完成后， 嘉士伯将尽量减少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本公司及关联企业与重庆啤酒之间的关联交易。

2、 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

易，嘉士伯承诺将遵循市场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的程序，保证关联交易决策

程序合法，交易价格、交易条件及其他协议条款公平

合理， 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

合法权益。 3、嘉士伯同时承诺将督促嘉士伯香港同

样遵守并执行以上承诺， 避免损害重庆啤酒及其关

联股东的利益。

2013年 10

月 31日

长期有效

截 至本 公 告

日，承诺人严

格 履 行 该 项

承诺，未出现

违 背 上述 承

诺情形。

为

避

免

潜

在

同

业

竞

争

承

诺

国

内

现

有

投

资

的

潜

在

同

业

竞

争

虽然嘉士伯在国内的现有本土品牌啤酒和国际品牌

啤酒与重庆啤酒并不存在现实的直接竞争关系，但

为避免潜在同业竞争，嘉士伯承诺在获得监管部门、

上市公司股东的批准， 以及相关资产少数股东同意

情况下，按照符合国际惯例的合理估值水平，将其与

重庆啤酒存在潜在竞争的国内的啤酒资产和业务注

入重庆啤酒。为保证能够切实完成承诺，嘉士伯承诺

在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的 4-7�年的时间内按照前

述方式彻底解决潜在的同业竞争， 并争取在更短的

时间内完成。同时，嘉士伯亦将考虑采用其他能够彻

底解决潜在同业竞争问题的方式。 由于彻底解决同

业竞争问题需要一定的时间， 在此期间嘉士伯将统

筹安排境内下属企业开展业务， 限制下属企业不与

重庆啤酒产生直接竞争关系， 并在重庆啤酒能力范

围内为其提供更多的业务机会，改善其盈利能力。若

重庆啤酒发现嘉士伯或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在实际运

营过程中与重庆啤酒产生直接的竞争关系， 则重庆

啤酒有权向嘉士伯提出异议并要求嘉士伯予以解

决。

2013年 10

月 31日

2020年 10

月 30日

截 至本 公 告

日，承诺人严

格 履 行 该 项

承诺，未出现

违 背 上述 承

诺情形。

国

内

潜

在

新

收

购

资

产

带

来

的

同

业

竞

争

由于资产管理公司在安徽省和浙江省拥有啤酒厂，

因此如果嘉士伯香港在资产管理公司挂牌时中标，

并且完成资产管理公司交易而最终取得资产管理公

司的 100%股权，则据此将通过资产管理公司的业务

在安徽省和浙江省与重庆啤酒形成竞争关系。 资产

管理公司拥有的主要销售区域位于安徽省和浙江省

的啤酒厂目前处于亏损状态， 主要销售区域位于安

徽省的公司在 2010、2011�年和 2012�年合计分别亏

损 6,462�万元、5,978�万元和 2,782�万元，主要销售区

域位于浙江省的公司在 2010、2011�年和 2012�年亏

损 1,344�万元、1,092�万元和 1,742�万元，且上述公司

中信证券关于嘉士伯香港要约收购重庆啤酒之财务

顾问报告在短期内无法实现盈利。考虑到上述情况，

为解决销售区域重叠问题， 在本次要约收购以及资

产管理公司 100%股权收购完成后，嘉士伯承诺提出

将上述公司委托给重庆啤酒管理的议案， 并将提交

股东大会由非关联股东进行表决， 未来将视上述公

司经营业绩情况采用出售、关闭、注入上市公司等多

种方式彻底解决销售区域重叠问题。 对于由资产管

理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将按照前述“国内现有投

资的潜在同业竞争” 的方式处理。

2013年 10

月 31日

长期有效，

但是嘉士

伯香港收

购资产管

理公司事

项尚未完

成

截 至本 公 告

日，嘉士伯香

港 收购资 产

管 理 公 司 事

项尚未完成，

不 存 在 违 背

上述 承 诺 情

形。

嘉士伯有限

公 司

（Carlsberg�

A/S）嘉士伯

有 限 公 司

（Carlsberg�

A/S）

避

免

同

业

竞

争

承

诺

未 来 投

资 机 会

的承诺

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若嘉士伯（包括下属各级全

资、控股企业，不包括其控制的其他境内上市公司）

在中国地区获得有关与重庆啤酒具有直接竞争关系

的投资机会， 重庆啤酒有意参与且具备该等投资机

会的运营能力， 同时相关第三方亦同意按照合理的

条款将该机会提供给重庆啤酒，那么嘉士伯、重庆啤

酒和第三方应进行善意协商以促使重庆啤酒实施该

等投资机会。 若未来在中国地区的投资机会与重庆

啤酒不产生直接竞争， 或重庆啤酒无意或暂不具备

运营该等投资机会的能力， 或第三方拒绝提供或不

以合理的条款将该等机会提供给重庆啤酒， 则嘉士

伯可以进行投资或收购， 并将按照上述避免同业竞

争的承诺对该等投资或收购予以安排。

2013年 10

月 31日

长期有效

截 至本 公 告

日，承诺人严

格 履 行 该 项

承诺，未出现

违 背 上述 承

诺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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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

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黎启基

2014年 4月 29日

证券代码：600132� � � �股票简称：重庆啤酒 公告编号：临 2014－015号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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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负连带责任。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4 月 9 日发出， 于 2014 年 4 月 29 日上午 9

点整在公司北部新区分公司接待中心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计 8人，代表股份数 31477.0746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65.0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审议以书面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 2013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31477.0746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股；弃权 0股。

二、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 2013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31477.0746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股；弃权 0股。

三、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 2013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31472.9046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68%； 反对 4.17 万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32%；弃权 0股。

四、审议通过公司 2013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31477.0746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股；弃权 0股。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31477.0746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股；弃权 0股。

六、审议通过公司 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31441.0746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856%； 反对 36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0.1144%；弃权 0股。

七、审议通过公司 2013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 2013年 12月 31日的总股本 483,971,198 股为基数，每 10 股分配现金红利 2 元（含税），共计为

96,794,239.60元。 利润分配实施完成后本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 659,419,445.29元。

表决结果：赞成 31477.0746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股；弃权 0股。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施情况的议案。

1、2013年度公司与嘉士伯及其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赞成 2438.8028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股；弃权 0股。

关联股东嘉士伯啤酒厂香港有限公司和嘉士伯重庆有限公司执行回避制度，未参加该项议案的表决。

2、2013年度本公司与重啤集团及其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赞成 29080.6952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股；弃权 0股。

关联股东重庆啤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执行回避制度，未参加该项议案的表决。

九、审议通过关于预计公司 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2438.8028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股；弃权 0股。

关联股东嘉士伯啤酒厂香港有限公司和嘉士伯重庆有限公司执行回避制度，未参加该项议案的表决。

十、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4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31477.0746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股；弃权 0股。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31477.0746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股；弃权 0股。

十二、审计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31477.0746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股；弃权 0股。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会议采用累积投票制补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5名空缺董事：

1、选举黎启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赞成 31477.0746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2、选举汤澍浩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赞成 31477.0746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3、选举 Gavin� Brockett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赞成 31477.0746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4、选举方军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赞成 31477.0746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5、选举 Peter� Steenberg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赞成 31477.0746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会议采用累积投票制补选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应由股东代表出任的 2名空缺监事：

1、选举徐绮俊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赞成 31477.0746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2、选举符许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赞成 31477.0746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本次股东大会由重庆天元律师事务所董毅、彭东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4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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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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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负连带责任。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4 月 23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14年 4月 29日上午 11点 30分在公司北部新区分公司接待中心 2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11名， 实到

董事 8名，独立董事郭永清先生、孙芳城先生与董事 Gavin� Brockett先生因公出差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分别

书面委托独立董事曲凯先生、独立董事陈重先生、董事黎启基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其表决权。 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审议以书面表决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黎启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结果：同意 11人，反对 0人，弃权 0人。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成员的议案》。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黎启基、Roland� Arthur� Lawrence（罗磊）、Gavin� Brockett、汤澍浩、郭永清五人组

成，黎启基先生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2、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曲凯、陈重、黎启基三人组成，曲凯先生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郭永清、曲凯、孙芳城、陈重、黎启基、Stephen� Patick� Maher（马儒超）、Gavin�

Brockett七人组成，郭永清先生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郭永清、曲凯、孙芳城、黎启基、Gavin?Brockett五人组成，郭永清先生为主任

委员（召集人）。

表决结果：同意 11人，反对 0人，弃权 0人。

三、审议通过《公司 2014年度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人，反对 0人，弃权 0人。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设立资金池运行方案的议案》。

为加强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资金的集中管理和使用成本效益管理，董事会同意公司财务部门提交的设立资

金池运行方案，同意公司管理层与巴黎银行合作运行公司的现金池业务并签署与之相关的文件。

表决结果：同意 11人，反对 0人，弃权 0人。

特此公告。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4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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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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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负连带责任。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 2014年 4月 23日发出， 会议于 2014 年 4 月 29 日

下午 2点 30分在公司北部新区分公司接待中心 2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7 名，实到监事 6 名，监事秦鸿

志先生因公出差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书面委托监事王东亚女士代为出席并行使其表决权。 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认真审议以书面表决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徐绮俊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年度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4年 4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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