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票代码：600173� � � �股票简称：卧龙地产 公告编号：临2014—024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一四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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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集和出席情况

1、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和地点

现场会议时间：2014年8月15日

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8月15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西路1801号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2、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情况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人数（人） 40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64,675,825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0.73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人） 37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3,933,158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11

3、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建成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4、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董事郭晓雄、严剑民先生因公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在任监事3人，出

席3人。董事会秘书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股东类别 同意股数（股）

同意比例

（%）

反对股数

（股）

反对比例

（%）

弃权股数

（股）

弃权比例

（%）

是否 通过

全体股东 364,247,737 99.88 173,488 0.05 254,600 0.07

是

其中：中小投

资者

50,143,380 99.15 173,488 0.34 254,600 0.51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股东类别 同意股数（股）

同意比例

（%）

反对股数

（股）

反对比例

（%）

弃权股数

（股）

弃权比例

（%）

是否 通过

全体股东 364,233,737 99.88 173,488 0.05 268,600 0.07

是

其中：中小投

资者

50,129,380 99.13 173,488 0.34 268,600 0.53

（三）审议通过《公司为间接控股股东提供担保的议案》

股东类别 同意股数（股）

同意比例

（%）

反对股数

（股）

反对比例

（%）

弃权股数

（股）

弃权比例

（%）

是否 通过

全体股东 43,494,770 98.99 419,288 0.95 22,800 0.06

是

其中：中小投

资者

43,494,770 98.99 419,288 0.95 22,800 0.06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浙江卧龙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314,104,357股股份，卧龙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持有的公司6,634,610股股份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四）审议通过《关于增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股东类别 同意股数（股）

同意比例

（%）

反对股数

（股）

反对比例

（%）

弃权股数

（股）

弃权比例

（%）

是否 通过

全体股东 364,233,737 99.88 388,688 0.11 53,400 0.01

是

其中：中小投

资者

50,129,380 99.13 388,688 0.77 53,400 0.10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黄丽芬、冯艾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二

○一四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四、公告附件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二○一四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1515� � � �证券简称：东风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4-028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汕头可逸塑胶有限公司完成

股权变更登记并拟更名为

“汕头可逸智膜科技有限公司” 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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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4年7月30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广东鑫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收购汕头可逸塑胶有限公司70%股权的议案》、《关于

全资子公司广东鑫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收购汕头可逸塑胶有限公司3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鑫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收购汕头可逸塑胶有限公司100%股权。

汕头可逸塑胶有限公司已于近期完成了相关审批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取得了汕头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注册号：440500400011795。

具体信息为：

名称：汕头可逸塑胶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汕头市广澳南湖台商投资区N4地块

法定代表人：黄佳儿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466,054元

成立日期：2000年07月14日

营业期限：2000年07月14日至2020年07月13日

经营范围：生产聚酯薄膜材料、光电材料、光学应用薄膜、数码产品。涉及行业管理应经有关部门许可

后方准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为更好地体现公司的业务经营范围，汕头可逸塑胶有限公司拟将公司名称变更为“汕头可逸智膜科技

有限公司” ，汕头可逸塑胶有限公司将按相关程序办理企业名称变更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8月15日

证券代码：601515� � � �证券简称：东风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4-029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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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14年8月15日上午10:

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亲自出席董事9名。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广东鑫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引入投资者的议案》。

广东鑫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瑞科技” ）是由公司和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福瑞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福瑞” ）共同投资设立的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其主要经营高档纸品和膜品的生产、

加工及销售业务。

基于业务发展需要，同意鑫瑞科技以增资扩股的形式，引入新的投资者。根据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苏亚专审[2014]188号）确定的净资产值，截至2014年6月30日

止，鑫瑞科技的净资产值为人民币48,808.43万元（扣除了增资扩股前归属于老股东的未分配利润7,307.49

万元）；同意公司、香港福瑞与坚强实业公司签署《广东鑫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入股协议》（以下简

称“增资入股协议” 或“协议” ），协议约定坚强实业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8,800万元（或以等额外币

出资）对鑫瑞科技进行增资，认购鑫瑞科技15%的股权。

本次增资完成后，鑫瑞科技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6,448万元增至人民币19,350.5882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鑫瑞科技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人民币元） 持股比例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123,360,000.00 63.75%

香港福瑞投资有限公司 41,120,000.00 21.25%

坚强实业公司 29,025,882.00 15%

合计 193,505,882.00 100%

鑫瑞科技本次增资扩股事项不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根据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拟签署的增资入股协议及对鑫瑞科技的增资事项未超过本公司董事会

的决策权限，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与本次增资相关的审批登记手续。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签署@<疚写詈贤蛊谛锧>囊榘浮贰�

公司2012年11月30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委托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汕头分行向南京骋望置业有限公司发放贷款的议案》；公司2012年12月13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委托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向广西百德房地产有限公司发放

贷款的议案》； 上述委托贷款详情请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临

2012-031号、临2012-033号公告。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资金，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资金安全性、流动性的前提下，同

意公司将原以部分自有闲置资金1.50亿元对南京骋望置业有限公司的委托贷款、以部分自有闲置资金1.50

亿元对广西百德房地产有限公司的委托贷款均予以展期12个月，委托方、贷款利率保持不变。

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与相关方签署《公司委托贷款合同展期协议》。

本次委托贷款展期不构成关联交易。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出具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8月15日

证券代码：000506� � � �证券简称：中润资源 公告编号：2014-29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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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4年8月15日在济南市经十路13777

号中润世纪广场17栋会议室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8人，代

表股份440,527,81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7.4187� %�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代理人）2人，代表股

份438,221,43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7.170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2,306,380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0.2483%。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明吉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会议议案，形成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

同意 440,513,734 99.9968

反对 14,080 0.0032

弃权 0 0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2.1发行规模

表决情况 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

同意 440,513,734 99.9968

反对 14,080 0.0032

弃权 0 0

2.2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表决情况 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

同意 440,513,734 99.9968

反对 14,080 0.0032

弃权 0 0

2.3债券期限

表决情况 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

同意 440,513,734 99.9968

反对 14,080 0.0032

弃权 0 0

2.4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情况 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

同意 440,513,734 99.9968

反对 14,080 0.0032

弃权 0 0

2.5债券利率

表决情况 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

同意 440,513,734 99.9968

反对 14,080 0.0032

弃权 0 0

2.6担保事项

表决情况 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

同意 440,513,734 99.9968

反对 14,080 0.0032

弃权 0 0

2.7发行债券的上市

表决情况 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

同意 440,513,734 99.9968

反对 14,080 0.0032

弃权 0 0

2.8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情况 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

同意 440,513,734 99.9968

反对 14,080 0.0032

弃权 0 0

3、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

同意 440,513,734 99.9968

反对 14,080 0.0032

弃权 0 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山东德义君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赵新磊 门志涛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16日

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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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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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西昌电力 股票代码 600505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邱永志 谭卫国

电话 0834-3830167 0834-3830156

传真 0834-3830169 0834-3830169

电子信箱 xcdlgs@126.com xcdlgs@126.com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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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8,554,418.52 1,874,792,846.09 -1.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70,844,161.30 879,998,353.47 -1.0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085,911.53 73,531,728.71 -15.57

营业收入 318,671,430.78 304,207,409.01 4.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82,832.83 16,920,188.14 -89.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855,082.46 14,990,740.54 -87.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032 2.03 减少1.8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49 0.0464 -89.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49 0.0464 -89.44

2.2�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4,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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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国有法人 15.16 55,272,460 无

凉山州国有投资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

国家 14.82 54,039,720 质押 27,019,800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06 36,685,568 无

中国建设银行－华夏红

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

未知 4.94 18,000,000 未知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

易专用证券账户

未知 1.45 5,271,000 未知

四川昭觉电力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49 1,800,000 无

赵学民 未知 0.48 1,752,988 未知

张引生 未知 0.41 1,485,498 未知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中海·浦江之星118

号证券投资结构化集合

资金信托

未知 0.40 1,450,569 未知

陈琪玲 未知 0.35 1,270,00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前三大股东的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情况详见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

相关部分。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2.3�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4年上半年，在全体股东的大力支持下，公司董事会坚持以提高经营业绩、促进可持续发展为核心

目标，围绕年度生产经营目标，带领经营层和全体员工深化变革创新，统筹兼顾，内抓管理、外拓市场，狠抓

重点环节，各项工作都取得了进展。报告期内，公司健全安全生产管理机制，强化安全意识，提升安全管理

水平；进一步优化用户结构，完善客户服务管理机制，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加强内控管理，推进规范

化和精细化管理；不断拓展电力市场，开展增供扩销、降本增效活动；加强资金管理和运作，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加快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公司电网规划和建设，提高供电可靠性。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发电量20,219.73万千瓦时，比上年同期下降5.37%；完成售电量54,659.96万千瓦时，

比上年同期下降3.37%；实现营业收入31,867.1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75%；实现营业利润343.58万元，比

上年同期下降84.7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8.28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89.46%。利润下降主要原

因： 一是控股子公司盐源县西源电力有限责任公司所属永宁河四级电站投产运行， 受资产增加等因素影

响，公司折旧费用同比增长，营业成本增加；二是参股公司四川康西铜业有限责任公司上半年亏损加大，进

一步减少投资收益，对公司利润有一定的影响。面对不利的局面，下半年公司董事会将进一步加强科学决

策，督促公司经营层带领全体员工积极应对，稳发展、强管理、求突破，巩固公司核心竞争力，稳固公司经营

绩效，提升公司的主动管理能力，为实现年度经营计划目标而努力，为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而努力。

3.2� �主营业务分析

3.2.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318,671,430.78 304,207,409.01 4.75

营业成本 259,470,073.96 225,272,523.24 15.18

销售费用 8,149,721.54 6,905,042.21 18.03

管理费用 23,945,594.55 37,593,433.52 -36.30

财务费用 10,237,408.61 7,180,933.54 42.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085,911.53 73,531,728.71 -15.5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125,179.59 -43,839,057.62 24.4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672,535.66 -126,447,766.16 45.69

营业税金及附加 3,070,937.34 1,726,405.17 77.88

投资收益 -9,402,986.93 -2,000,694.43 -369.99

营业外收入 781,098.65 535,083.64 45.98

所得税费用 1,788,207.56 3,291,070.82 -45.6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782,832.83 16,920,188.14 -89.46

少数股东损益 -422,468.76 1,354,216.62 -131.20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售电均价增长所致。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受资产增加(永宁河四级电站投产运行)等因素影响，公司折旧费用及

薪酬有所增加。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薪酬增加。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去年底机构改革后，公司部分部门职能由管理转变为生产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费用化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经营性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 主要是本期收到追偿款导致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增加以

及本期支付在建工程款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归还的银行借款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主要是上年同期根据凉府办函(2012)192号文件冲减已计提的副食品价格调节基金，

本期根据凉价调办[2014]2号文件计提副食品价格调节基金。

投资收益：主要是本期被投资单位亏损额同比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主要是本期其他收入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主要是本期利润下降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主要是本期成本增加、投资收益减少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主要是子公司利润下降所致。

3.2.2� �其它

(1)�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未发生重大变化。

(2)�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2014年上半年，公司完成发电量2.02亿千瓦时，完成售电量5.47万千瓦时。按公司董事会制订的全年经

营目标，下半年计划实现发电量4.78亿千瓦时，售电量11.03亿千瓦时。

(3)�其他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比率（％）

应收票据 300,000.00 3,400,000.00 -91.18

应收账款 60,847,736.40 37,935,099.33 60.40

预付账款 11,934,895.81 27,765,833.13 -57.02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1,000,000.00 2,000,000.00 -50.00

无形资产 43,745,539.53 29,877,622.99 46.42

应交税费 1,720,989.96 -1,278,188.11 234.64

应付股利 4,356,916.32 - -

应收票据： 本报告期期末数较期初数下降91.18%， 主要是本期将应收票据到期承兑以及背书转让所

致。

应收账款：本报告期期末数较期初数增长60.40%，主要是本期部分电费未及时收回所致。

预付账款：本报告期期末数较期初数下降57.02%，主要是本期结算了预付土地及购房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本报告期期末数交期初数下降50.00%，主要是本期收到中广核亚王盐源长

柏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偿还款项。

无形资产：本报告期期末数较期初数增长46.42%，主要是本期新增了部分土地使用权所致。

应交税费：本报告期期末数较期初数增长234.64%，主要是本期应交企业所得税及增值税增加所致。

应付股利：本报告期期末数较期初数增长，主要是本期根据股东大会决议提取的股利。

3.3�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3.3.1� �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水电行业 316,254,644.78 258,296,455.28 18.33 4.44 14.79

减少7.36个百

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电力 316,254,644.78 253,476,822.21 19.85 4.44 14.41

减少6.99个百

分点

供水 4,819,633.07 39.22

供水业务系瓦都水库分公司向牛角湾电力有限责任公司、牛角湾二级电站、牛角湾三级电站供水。

3.3.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四川凉山 316,254,644.78 4.44

公司所有电力均在四川省凉山州范围内销售。

3.4� �核心竞争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核心竞争力未发生重要变化。

3.5� �投资状况分析

3.5.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截止2014年6月30日，公司对外股权投资共9个，其中控股子公司3个，参股公司6个，长期股权投资期初

余额为406,450,741.85元，期末余额396,845,563.14元，期末较期初减少了9,605,178.71元，主要是参股公司四

川康西铜业有限责任公司本期亏损所致。

3.5.2� �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1)� �委托理财情况

委托理财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合作方

名称

委托

理财

产品

类型

委托理财金

额

委托

理财

起始

日期

委托

理财

终止

日期

报

酬

确

定

方

式

预计收益

实际收回本

金金额

实际获得收

益

是

否

经

过

法

定

程

序

计

提

减

值

准

备

金

额

是

否

关

联

交

易

是

否

涉

诉

资金来

源并说

明是否

为募集

资金

中国工

商银行

股份有

限公司

凉山分

行

保本

浮动

收益

型

50,000,000

2014

年5月

14日

2014

年6月

23日

合

同

约

定

200,000 50,000,000 202,191.78 是 0 否 否

自有资

金

合计 / 50,000,000 / / / 200,000 50,000,000 202,191.78 / 0 / / /

逾期未收回的本金和收益累计金额（元） 0

(2)� �委托贷款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无委托贷款事项。

(3)�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募集资金或前期募集资金使用到本期的情况。

3.5.3�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1）四川省布拖县牛角湾电力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1994年4月26日，由本公司与布拖县人民政府共同

投资设立，注册资本为10,467万元，其中本公司持有60.83%的股权，布拖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持有39.17%的股权，经营范围为电力生产销售、电力设备安装、检修、调试。2014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

241.07万元；实现净利润228.26万元；截止2014年6月30日净资产10,374.81万元。

（2）盐源县西源电力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0年9月，由本公司和盐源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有限

公司共同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6,625万元，其中公司持有股权比例为85%，盐源县国有资

产投资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持有股权比例15%，经营范围为水电开发。2014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103.53

万元；实现净利润-877.70万元；截止2014年6月30日，净资产19,989.11万元。

（3）木里县固增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1年4月，由本公司、木里县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和凉山州国有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三方共同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

其中公司持有股权比例为64%，木里县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持有股权比例21%，凉山州国有投

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持有股权比例为15%，经营范围为水电开发。截止2014年6月30日，净资产5,439.03万

元，无营业收入。

（4）四川康西铜业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28,688万元，本公司持股比例为20.18％，经营范围为铜系

列产品，稀有贵金属产品、金银提炼、硫酸及其化工产品等。2014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20,963.50万元；

实现净利润-4,759.75万元；截止2014年6月30日净资产28,541.09万元。

（5）盐源县永宁河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本公司持股比例为40％。2009年11月

29日，公司将主要经营资产转让，目前该公司已没有经营业务，公司已对本项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

3.5.4�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1）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盐源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合

资成立盐源县西源电力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永宁河干流大洼、二级、四级、五级电站的建设和经营管理。

2010年9月26日，盐源县西源电力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注册资本为6,625.00万元，公司持股为比例85%。盐源

县西源电力有限责任公司所属装机4万千瓦的永宁河四级电站已投入商业运行，目前正开展二级、五级电

站的前期项目申报工作。

（2）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2010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与凉山州国有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 木里县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出资成立木里县固增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进行固增水电站的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项目投资约21.6亿元，首期注册资本金为5000万元，公司持股

比例为64%。2011年4月14日木里县固增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注册成立，已经取得项目核准批复，目前正

在开展相关工作。

（3） 经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建设盐源至西昌

220KV输电线路工程（两站一线），项目投资估算约2.43亿元。2013年7月取得项目核准批复，目前正抓紧项

目建设。

3.6� �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一)� �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执行或调整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执行了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2013年12月31日总股本364,567,500股为基数

计算，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人民币10,937,025元。

该利润分配方案已于2014年6月20日执行完毕。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及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4.2� �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范围未发生变化。

董事长：何永祥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8月15日

股票代码：600505� � � �股票简称：西昌电力 编号：临2014-22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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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8月8日以邮件方式发出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14年8月15日上午在四川省成都市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

事13人，实到12人,董事刘锦峰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书面委托董事刘毅代为行使表决权。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何永祥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经会议审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201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刊登在2014年8月16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表决情况：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公司拟以货币出资人民币2,000万元设立100%控股的子公司西昌可信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8月16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临2014-23号。

表决情况：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员工招聘管理办法>的议案》；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招聘管理办法》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表决情况：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16日

股票代码：600505� � � �股票简称：西昌电力 编号：临2014-23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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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投资设立西昌可信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以下简称“可信

公司” 。）

● 投资金额：自有资金2,000万元人民币，持股比例为100%。

一、投资概述

公司拟货币出资2,000万元人民币设立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2014年8月15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

案》，授权经营层负责办理子公司设立的相关事宜。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或重大资产重组。本次投资金额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拟设立全资子公司基本情况

1、名 称：西昌可信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

2、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3、注册地址：西昌市（具体地址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

4、经营范围:�中小型水电、风电投资开发、建设、经营管理；送变电工程及电力通信工程设计、安装、检

修、调试、咨询、服务；电力设备、电器仪表、电工材料、风电工程设备及配件、电力通信设备及配件的采购、

销售；电力设备租赁；电力系统计量装置检测校验；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定值整定计算；物业管理（凭资质证

经营）。（暂定）

5、股东结构及出资方式：

股东名称 投资总额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资金来源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00万元 100％ 货币出资 自有资金

合 计 2000万元 100％

6、机构及人员构成：可信公司设执行董事、监事和经理各一名，由公司委派，执行董事为法定代表人。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可信公司的成立，将使公司拥有一家从事电站开发、电网设计、安装、检修和调试等业务资质的全资子

公司，公司业务扩展至电力基本建设、电气设备安装，有利于公司加快电站开发、电网建设和改造，提高应

急抢修能力，确保供电可靠性；同时有利于把控电力建设工程质量，降低相关工程费用，增加公司业务收

入，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四、风险分析

公司本次投资可能面临经营管理风险和市场风险，公司将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管理、提高生产效率，强

化和实施有效的内部控制和风险防范机制，不断适应市场变化，力争获得良好的投资回报。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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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34� � � �证券简称：深信泰丰 公告编号：2014-42

深圳市深信泰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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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会议未有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未有股东向本次会议提交提案。

一、会议基本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8月15日下午14:30时；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8月15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8月14日下午15：00至2014年8月15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宝城23区大宝路风采轩会所二楼公司会议室。

3、会议主持人：晏群董事长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表决方式。

5、 本次股东会议的召开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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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股东及股东代表出席会议的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2名，代表股份124,495,421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34.78%。其中：参加本

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3名，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24,352,422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4.74%；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代表9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42,99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399%。会议由董事长晏群先生主持，公司3名董事、3名监事出席了会议，4名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公司聘请的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2名经办律师出席会议，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本次大会的召

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修订《公司委托理财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4,495,421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占参加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42,999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

2、关于利用自有闲置资金开展委托理财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4,495,421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42,999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刘先波律师、郑秋娇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会议，认为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大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相关决议真实、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深圳市深信泰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会议记录；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深信泰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深信泰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300179� � � �证券简称：四方达 公告编号：2014-034

河南四方达超硬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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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已于2014年8月16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

2014�年8月14日，河南四方达超硬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和

财务状况，公司已于2014年8月16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了上述报告。

巨潮资讯网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河南四方达超硬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16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代为履行基金经理职责的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申万菱信竞争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申

万菱信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孙琳女士因个人原因（休产假）自2014年8月14日起暂离工

作岗位超过30天。经本公司研究决定，在此期间，申万菱信竞争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相

关职责由申万菱信新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消费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徐爽

女士代为履行； 申万菱信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相关职责由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基金经

理欧庆玲先生以及申万菱信盛利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谭涛先生代为履行。

上述事项已根据有关法规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0一四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601� � � �证券简称：佰利联 公告编号：2014-065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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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公司股东青岛保税区千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青岛千业"）通知，青岛千业原质押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中有1,8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94%）

已于2014年8月14日解除质押，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证券解除质押相关登

记手续。

目前，青岛千业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1,5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03%。截止本公告日，青岛

千业共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9,700,000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5.08%。

特此公告。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15日

证券代码：300223� � � �证券简称：北京君正 公告编号：2014-028

北京君正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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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君正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201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于2014年8月16日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北京君正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