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广发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下列代销机构与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决

定新增下列场外代销机构代理销售广发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基金代码：162712）， 投资者自

2014年8月22日起可在下列场外代销机构的营业网点办理该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以下

简称“定投” ）等业务。

一、场外代销机构名单

序号 代销机构名称 客服电话 公司网站

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555 www.cmbchina.com

2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61122 www.drcbank.com

3 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400-021-8850 www.harvestwm.cn

4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7009665 www.ehowbuy.com

5 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766123 www.fund123.cn

6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400-089-1289 www.erichfund.com

7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000-562 www.hysec.com

8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021-32109999；029-68918888；

4001099918

www.cfsc.com.cn

9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10-58568118 www.hrsec.com.cn

10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28-86712334 www.tfzq.com

11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62 www.xyzq.com.cn

12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1022011 www.zszq.com

13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6180315 www.stockren.com

14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010-65051166 www.cicc.com.cn

注：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二、重要提示

1、广发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注册登记机构是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为深圳交易

所上市LOF基金，投资者可以在场内外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赎回等业务，也可在场内直接进行场内份额的交

易。

2、目前本基金仅开放申购、赎回、定投业务，暂不开放基金转换业务。

3、基金定投业务是指投资者通过本公司指定的基金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和扣款金

额， 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和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投资方

式。

4、投资者可到上述代销网点申请开办基金定投业务并约定每期固定的申购金额，具体办理事宜请以

上述代销机构的安排为准。

5、 投资者可以登陆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gffunds.com.cn或拨打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

户服务热线95105828（免长途费）进行相关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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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保证旗下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投资有风险，本公司管理的其它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的业绩表

现的保证。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

人自行负担。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8月22日

1、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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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山航B 股票代码 20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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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钱堂 范鹏

电话 0531－85698229 0531－85698678

传真 0531－85698767分机8679 0531－85698767分机8679

电子信箱 dongqt@shandongair.com.cn fanp@shandongai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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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64,290,182.81 5,524,710,931.04 0.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6,730,122.59 82,366,027.52 -43.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7,803,680.48 17,509,015.92 -201.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77,852,376.10 369,369,632.79 83.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21 -42.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21 -42.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1% 3.30% 下降1.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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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92,779,434.30 11,403,124,428.82 5.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54,867,786.59 2,708,137,664.00 -1.97%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7,153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非流通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山东航空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42.00% 168,004,000 168,004,000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80% 91,200,000 91,200,000

GUOTAI�JUNAN�

SECURITIES

(HONGKONG)�

LIMITED

境外法人 0.89% 3,576,056 0

姚明 境内自然人 0.60% 2,409,658 0

WANXIA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CORPORATION

境外法人 0.45% 1,800,000 0

陈经建 境内自然人 0.36% 1,438,800 0

BOCI�SECURITIES�

LIMITED

境外法人 0.33% 1,334,387 0

NAV�CANADA�

PENSION�PLAN

境外法人 0.26% 1,052,295 0

区燕萍 境内自然人 0.24% 969,100 0

HUANG�LIU�LIA 境外自然人 0.23% 918,91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第一大股东为山航集团，其代表国家持有股份，所持股份未上市流通。2、

公司第二大股东为中国国航，其代表国家持有股份，所持股份未上市流通。3、前

十名股东中，中国国航为山航集团第一大股东；山航集团、中国国航与其他股东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年初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安全效益形势，公司坚持稳健经营不动摇，以创新管控、提质增效为主线，

推进实施十项战略管理点，持续改进安全管控、运行管控、效益管控、服务管控和战略管控，积极实施战略

资源结构调整，保持了较为平稳的生产运营态势，取得了较为理想的经营业绩。

（一）加强安全管控基础建设，安全生产形势平稳

上半年，运输主业共保障安全飞行13.4万小时、7.1万架次，同比分别增长11.2%、11.4%，未发生公司原因

运输航空事故征候以上不安全事件。安全品质评价指数为10.48，安全形势平稳。有效推进安全监督管理体

系建设，加强分公司区域监管考核，建立外委监管考核体系，制定考核实施细则，优化风险管理手段，引入

关键风险预警机制，对关键风险及重要危险源进行预警和量化分析；深入开展“百日攻坚、安全普查” 活

动，对发现问题均按要求进行整改落实验证，强化意外原因不安全事件闭环管理，深化飞行品质监控工作，

提升客舱安全管理水平，重点环节管控工作持续加强；升级空中安保预警系统，加强重点环节、重点人员监

控，准确把握航空安全形势，完善安保保障工作机制，推进地面保障安全专项治理，空防和地面安全治理切

实有效。

（二）狠抓航班正常管理，运行组织效率有所提升

不断优化完善航班正常管控措施，首发、放行正常率改善明显，运控专业保障能力有所加强。1-3月平

均航班正点率为78.17%， 列全民航第一位，4月民航局实行新的航班正点管理办法， 公司航班正点率为

67.45%，列全民航第六位；顺利保障“两会” 、国防运输等重要任务及专Ⅲ（含）以上航班26班，航班正点率

88.46%。

（三）加大增收节支力度，效益工作基本符合预期

上半年，公司完成运输总周转量9.5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744万人次，货邮运输量7.0万吨，同比分别增

长15.1%、14.7%和14.4%；实现营业收入55.64亿元，同比增长0.72%，净利润4673.01万元，同比下降43.27%。加

强生产营销部门联动，在飞机可用率保障、机组排班、飞行速度、航班编排等关键环节加强管控，资源利用

效率保持较高水平；电子商务渠道得到有效整合与开发，渠道销售能力有所加强；多措并举推进节能减排，

完善成本控制制度和手段，增收节支工作取得实际效果。

（四）改进优化服务管控，服务品质持续提升

上半年，公司持续推进服务上星工作，服务短板改进有所提升，服务管控能力进一步增强。CSS（旅客

满意度调查）总体评分达到91.3分，同比提高1.71分，超过年初目标1.71分；顾客有效投诉率为0.24件/万人

次，同比下降0.32件/万人次，低于公司年初下达指标；连续第七年获得“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 称号，品牌

价值达到182.72亿元，比上一年度增值29.86亿元，排名提升9个名次至第11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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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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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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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 的说明

无

1、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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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东方海洋 股票代码 002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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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德海 刘益宏

电话 0535-6929011 0535-6729111

传真 0535-6729055-9055 0535-6729055-9055

电子信箱 mpydh@126.com sddfhy@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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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948,064.42 323,991,190.95 -7.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4,450,526.02 37,885,623.65 -9.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2,221,462.02 36,519,498.87 -11.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1,562,055.31 1,679,450.14 -4,956.4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13 0.1554 -9.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13 0.1554 -9.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0% 2.86%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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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1,669,212.73 2,515,383,134.07 7.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96,901,882.46 1,362,439,311.16 2.53%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9,287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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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东方海洋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5.02% 61,000,000 质押 61,000,000

车轼 境内自然人 3.30% 8,045,200 6,033,900

吕剑锋 境内自然人 1.16% 2,840,000

中国农业银行

-大成景阳领

先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6% 1,860,882

吕喜川 境内自然人 0.61% 1,481,041

孙德甲 境内自然人 0.55% 1,336,715 质押 1,000,000

郭洁 境内自然人 0.48% 1,162,095

茅卫丰 境内自然人 0.38% 934,882

沙银冲 境内自然人 0.35% 845,900

牟玫 境内自然人 0.33% 802,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车轼是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股东，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前十大股东名册中，有孙德甲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1,005,000股，通过齐鲁证券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331,715股，共计持股比例0.55%。将上述股东账户

的持股股东明细与公司股东名册中其他股东混合排序后，公司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如前所示。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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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概述

报告期内,世界经济复苏放缓、国内经济“三期” 叠加效应明显，经济增速放缓，实体经济增长动力不

足，高端餐饮消费市场低迷。面对复杂多变的经营环境和竞争激烈的市场形势，公司继续调整优化经营思

路，在坚持水产品加工与高档海珍品养殖多元并举的发展战略基础上，全面细化管理，不断加大市场开拓

力度，加强与大客户、中高端商超的合作力度，进一步拓宽市场渠道，全力推进水产品加工事业与水产养殖

事业健康发展，开拓国内贸易新局面，积极应对行业经营周期性下行、市场需求低迷的经营局面。

1、海水养殖业务：海水养殖是公司的核心优势产业，其中海参养殖是公司海水养殖的传统主导业务，

以三文鱼为代表的名贵鱼养殖是公司海水养殖另一主导业务。公司坚持科学养殖，构建海底牧场，建造世

界领先的工厂化封闭循环水养殖系统，发展基于生态系统的高效可持续海水养殖模式。报告期内，高端餐

饮市场的持续低迷对公司春捕海参和三文鱼等产品的销售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面对竞争激烈的经营

局面，公司上下群策群力，加强与大客户、中高端商超的合作力度，拓宽销售渠道，创新产品形式，加强生产

与捕捞管理，积极改善销售薄弱的环节。

2、水产品加工业务：水产品加工出口作为公司的传统产业，产品常年出口欧盟、美国以及日韩等国家

和地区。报告期内，随着欧盟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公司在保持现有客户合作的基础上，加大了市场开拓力

度，适当提高了欧盟出口份额；日本仍然是公司非常重要的出口市场，公司将继续保持并加强与大客户的

合作力度。针对公司在国内市场品牌知名度与市场占有率偏低的情况，公司不断研发符合国内消费者口味

的方便新型产品，加大市场拓展力度，在实体店面以及电商平台采用多种形式促销，积极创造销售新局面。

3、技术创新方面：“科技兴业、人才强企” 是公司多年以来始终坚持的发展思路。公司拥有一流的自主

研发团队和雄厚的科研基础设施，先后与中科院海洋研究所、中科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中国海洋大学、鲁

东大学、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等合作共建了海洋科技示范试验基地等科技创新平台，在产学研合作发展

的道路上摸索出了自己的特色发展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在海带、海参的保种、育种、良种繁育、生态养

殖、精深加工等方面，公司一直处于国内领先水平。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深化在海参育苗及养成、海带种质

保存及苗种培育等多方面的研究。在名贵鱼养殖方面，根据实际运行情况不断改进封闭循环养殖体系以提

升运营效果，同时继续加强在饲料、种鱼培育方面的科研攻关，为公司下一步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300,948,064.42元，比去年同期减少7.11%；实现利润总额35,764,138.64元，比去

年同期减少7.8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34,450,526.02元，比去年同期减少9.07%。

二、主营业务分析

概述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减少7.11%，营业成本较去年同期减少5.41%，销售费用较去年同

期减少29.14%，管理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3.15%，财务费用较去年同期减少14.18%，所得税费用较去年同期

减少9.95%，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较去年同期增加217.62%。

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300,948,064.42 323,991,190.95 -7.11%

营业成本 225,134,888.40 238,015,590.58 -5.41%

销售费用 5,291,082.53 7,466,863.71 -29.14%

管理费用 15,616,902.41 15,140,514.64 3.15%

财务费用 21,257,469.73 24,768,707.51 -14.18%

所得税费用 118,960.29 132,106.58 -9.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81,562,055.31 1,679,450.14 -4,956.47%

主要原因系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减少与支付给职工以

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6,055,236.73 -68,133,779.90 -47.08%

主要原因系购建固定

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

金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69,454,828.83 22,470,563.26 654.12%

主要原因系取得借款

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51,980,667.89 -44,195,558.02 217.62%

主要原因系筹资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增加所致。

公司报告期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没有发生重大变动。

公司招股说明书、 募集说明书和资产重组报告书等公开披露文件中披露的未来发展与规划延续至报

告期内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招股说明书、 募集说明书和资产重组报告书等公开披露文件中没有披露未来发展与规划延续至

报告期内的情况。

公司回顾总结前期披露的经营计划在报告期内的进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半年度工作目标，以效益为中心，以科技人才为动力，凝心聚力，开拓创新，调结构

转方式，有效化解各种风险，积极妥善应对复杂多变的经营局面以及竞争激烈的市场形势，基本实现了半

年度经营目标。

三、主营业务构成情况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分行业

海水养殖 127,957,823.07 76,937,102.30 39.87% -2.30% 13.62% -8.42%

水产品加工 165,421,758.28 143,854,038.23 13.04% -11.13% -13.06% 1.92%

货运收入 87,146.61 0.00 100.00% 10.77% 0.00% 0.00%

分产品

进料加工 125,951,655.52 124,426,381.61 1.21% -11.39% -13.65% 2.59%

来料加工 29,861,119.73 18,193,721.79 39.07% 6.90% 16.40% -4.97%

国内贸易 8,234,537.77 5,180,569.33 37.09% -31.33% -14.69% -12.27%

海参 116,696,619.00 59,568,074.41 48.95% -7.31% -5.69% -0.88%

其他 12,722,795.94 13,422,393.39 -5.50% 37.88% 219.10% -59.91%

分地区

中国大陆 137,653,952.71 78,250,743.52 43.15% -6.44% 6.55% -6.93%

欧洲 74,717,693.17 69,644,750.15 6.79% 24.53% 19.39% 4.01%

亚洲其他地区 54,659,764.19 48,356,490.59 11.53% -19.05% -20.67% 1.81%

美国、加拿大 26,435,317.89 24,539,156.27 7.17% -37.87% -39.31% 2.20%

四、核心竞争力分析

渔业属国家重点扶持和鼓励发展的行业，公司将在现有的资源、科研、技术、人才、规模、质量控制及品

牌等自身竞争优势的基础上，以国家各项优惠政策为依托，加工业务突出规模化、标准化、高精化，养殖业

务突出无公害、高品质、安全性，立足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凸显品牌亮点，不断提高市场竞争力。

五、投资状况分析

1、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 适用 □ 不适用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情况

单位：元

公司名称 公司类型 所处行业

主要产品

或服务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

润

净利润

烟台山海

食品有限

公司

子公司 加工业

水产品、肉

禽蛋、果蔬

50,000,

000.00

98,782,

286.89

63,175,

056.79

36,230,

084.16

1,789,

034.89

1,672,033.26

烟台得沣

海珍品有

限公司

子公司 养殖业

水产品养

殖及研

究、休闲

渔业

165,960,

000.00

256,231,

097.12

193,834,

782.55

11,341,

429.00

8,243,

019.38

8,448,743.48

六、对2014年1-9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年1-9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4年1-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30.00% 至 0.00%

2014年1-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4,293.17 至 6,133.10

2013年1-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6,133.10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鉴于上半年水产品加工毛利率一直在低位徘徊，国内高端餐饮消费市场

持

续低迷，三文鱼仍处于市场推广期，且三季度海参未到捕捞期，出于

谨慎

原则，董事会作出如上业绩预测。

上述经营目标并不代表公司对2014年1-9月的盈利预测， 能否实现

取决于市场状况变化、经营团队的努力程度等多种因素，存在较大的不

确定性，

请投资者特别注意。

七、公司报告期利润分配实施情况

报告期内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特别是现金分红方案、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执行或调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八、本报告期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半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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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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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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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 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法定代表人：车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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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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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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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4年8月21日以现场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于下午14:30在公司一号办公楼一号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上午

9:30-11:30，下午13:00-15:00。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72人， 代表股份 4851431996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3.70%。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6人，代表股份484855815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3.66%。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56人，代表股份287383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4%。

（三）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由副董事长向文波先生主持（公司董事长梁稳根先生因公务出差，委托

副董事长向文波先生主持会议）。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3人，董事长梁稳根先生、董事唐修国先生、梁在中先生、黄建龙先生、独立董事

蒋民生先生、许定波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李道成先生、姚川大先

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肖友良先生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

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议案详见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所属三一重机（中国）有限公司境外上市符合<关于规范境内上市公司

所属企业到境外上市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4850573846股，占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8%；反对票414550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弃权票4436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0.01%。

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中小投资者指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低于5%的股东）：同

意票5692628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85%；反对票41455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7%； 弃权票443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8%。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三一重机（中国）有限公司境外上市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4850492446股，占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8%；反对票404550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弃权票5350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0.01%。

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中小投资者指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低于5%的股东）：同

意票5691814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84%；反对票40455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7%； 弃权票5350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9%。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维持独立上市地位承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4850492446股，占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8%；反对票404550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弃权票5350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0.01%。

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中小投资者指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低于5%的股东）：同

意票5691814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84%；反对票40455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7%； 弃权票5350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9%。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持续盈利能力的说明与前景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4850492446股，占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8%；反对票404550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弃权票5350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0.01%。

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中小投资者指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低于5%的股东）：同

意票5691814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84%；反对票40455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7%； 弃权票5350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9%。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三一重机（中国）有限公司境外上市有

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4850492446股，占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8%；反对票404550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弃权票5350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0.01%。

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中小投资者指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低于5%的股东）：同

意票5691814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84%；反对票40455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7%； 弃权票5350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9%。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4850492446股，占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8%；反对票404550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弃权票5350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0.01%。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4850492446股，占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8%；反对票404550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弃权票5350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0.01%。

四、律师见证情况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朱志怡、廖青云律师出席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100� � � �证券简称：天康生物 公告编号：2014-049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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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于 2014� 年 5� 月 27�

日开市起停牌，经公司研究确认为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后，自2014年6月3日开市起按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继续

停牌。

2014年6月6日，公司召开2014年第4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的议案，同时，公司分别于2014年6月6日、2014年6月13日、2014年6月20日、2014年6月27日披露《重大资

产重组进展公告》。经申请，公司于 2014年 7月3日披露《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 并于

2014年7月11日、2014年7月18日、2014年7月25日、2014年8月1日、2014年8月8日、2014年8月15日披露 《重大

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对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行尽职调查并积极推动各项工作。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的有关规

定，公司股票将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前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并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进展情况公告。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

的公告为准。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008 证券简称：宝利来 公告编号：2014041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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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于2014年6月25日开市起停牌，2014

年6月26日发布了《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25)。

2014年7月2日，公司披露《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开始筹划重大资产重组，2014年7月9日、7月

16日、7月23日、7月30日、8月8日、8月15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并于2014年8月1日披露了

《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尽职调查、审计、评

估等工作仍在进行中。鉴于该重组关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

动，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进展情况公告。因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8月22日

证券代码：002536� � � �证券简称：西泵股份 公告编号：2014-026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省宛西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

一致行动人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事宜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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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公司接获河南省宛西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通知，告知其已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河南省宛西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公告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

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831号），现将批复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我会对你们公告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无异议。

二、核准豁免你们因分立而持有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41,450,000股股份，导致合计持有

该公司49,330,000股股份，约占该公司总股本的 51.39%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三、你们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你们应当会同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五、你们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应当及时报告我会。

上述股份变更事项已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批复，相关各方将尽快办理股份过户手续。与本次股份变更行

为有关的《收购报告书》于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本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8�月 21�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股票停牌后估值方法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2008]38号公告《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的规定，鹏华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08年9月16日发布了《鹏华关于进一步规范旗下基金估值业

务的公告》， 说明本公司于2008年9月16日起对旗下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等估值日无市价且对基金净值影

响超过0.25%的投资品种的公允价值按照"指数收益法"估值确定。

2014年6月17日，本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股票"长江传媒"（股票代码600757）停牌，本公司依据指导意

见等法规规定，经与托管银行协商一致，决定于2014年8月21日起对本公司旗下基金（ETF基金除外）所持

有的该股票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待"长江传媒"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之日

起，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本公司旗下基金将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指导意见、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和基金合同中关于估

值的约定对基金所持有的投资品种进行估值，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投资者可登陆我公司网站（http://www.phfund.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6788-999咨询或查阅

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8月22日

证券代码：002642� � � �证券简称：荣之联 公告编号：2014-077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员会

审核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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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将于2014年8月22日开市起停牌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4年8月2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通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员会将于近日召开工作会议，审核公司

关于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于2014年8月22日开市时起停牌，

待公司公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员会审核结果后复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513� � 299902� � �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 丽珠H代 公告编号：2014-53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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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于2014年8月21日收到刘广霞女士递交的辞职报告，刘广霞女士因个人工作及时间安排的原

因提请辞去公司董事及副董事长职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丽珠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刘广霞女士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刘广霞女士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其

本人已确认并无与公司董事会意见分歧，亦无任何有关其辞职而须提请公司股东关注之其他事宜。刘广霞女

士辞职后，将不在公司任职。公司将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完成新任董事的选聘工作。

刘广霞女士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认真履职、勤勉尽责，为公司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公司董事会对刘

广霞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董事会

2014年8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