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简称：华兰生物 证券代码：002007� � � �公告编号：2014-041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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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及《华兰生

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 或“激励计

划” ），公司董事会已经完成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及登记工作，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4年7月17日召

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2014年7月17日为公司预留限

制性股票的授予日，向52名激励对象授予47万股公司限制性股票，具体情况如下：

1.授予日：204年7月17日

2.授予数量及授予人数：公司本次向52名激励对象授予47万股限制性股票。

3.授予价格：13.10元/股

4.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47万股限制性股票，占授予前公司总股本的0.08%。

5.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的说明：

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七章“限制性股票的解锁安排及考核条件” ，预留限制性股票分二期解

锁，解锁考核年度为2014-2015年，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解锁必须满足以下业绩条件。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解锁期为：

锁定期 解锁时间 解锁比例

第一次解锁

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锁期：授予日

12

个月后至

24

个月内解

锁

50%

第二次解锁

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二次解锁期：授予日

24

个月后至

36

个月内解

锁

50%

（2）预留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锁业绩条件如下：

解锁 业绩考核条件

第一次解锁

2014

年度的净利润较

2012

年度的净利润增长不低于

58%

；且

2014

年度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不低于

11%

； 解锁日上一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

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第二次解锁

2015

年度的净利润较

2012

年度的净利润增长不低于

80%

；且

2015

年度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不低于

11.5%

；解锁日上一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

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6、激励对象名单及实际认购情况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万股） 占目前总股本的比例

基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

52

人）

47

万股

0.08%

本次激励对象获授并登记的预留限制性股票与公司于2014年7月18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关

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所共识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一致。

二、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4年8月8日出具了大华验字[2014]000302号验资报告，对

公司截至2014年8月7日新增注册资本及实收股本情况进行了审验，认为：截至2014年8月7日止，公司已

收到王建体、周玉生等52人缴纳的新增股款人民币6，157，000.00元，全部缴存于公司在中国银行新乡分

行开立的银行账户内,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470,000.00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5，687，000.00元，增

资后公司的注册资本实收金额为人民币581,304,800.00元。

三、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

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2014年7月17日，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2014年8月29日。

四、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股权激励股份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4,632,280 0.80% 470000 5,102,280 0.88%

3

、其他内资持股

4,632,280 0.80% 470000 5,102,280 0.88%

境内自然人持股

4,632,280 0.80% 470000 5,102,280 0.88%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576,202,520 99.20% 0 576,202,520 99.12%

1

、人民币普通股

576,202,520 99.20% 0 576,202,520 99.12%

三、股份总数

580,834,800 100.00% 470000 581,304,800 100.00%

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五、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定向增发股份的上市日期及股份变动后每股收益调整情况

本公司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本由580,834,800股变更为581,304,800股。公司2013年度

每股收益按照新股本581,304,800股摊薄计算，2013年每股收益为0.8177元。

六、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2、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特此公告。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宜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150� �证券简称：宜华地产 公告编号：2014-65

半年度

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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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华地产 股票代码

000150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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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文贤 刘晓

电话

075485899788 075485899788

传真

075485890788 075485890788

电子信箱

securities.yre@yihua.com securities.yre@yihu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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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540,968.00 22,295,515.10 256.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896,955.53 10,804,375.44 -36.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053,472.29 10,809,707.91 -128.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051,314.63 -239,828,164.08 -97.48%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213 0.0333 -36.04%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213 0.0333 -36.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3% 1.52%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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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4,744,570.63 2,716,150,934.91 -1.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03,425,766.08 796,528,810.56 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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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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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华企业（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8.48% 157,085,616 0

质押

157,080,000

中国银行

－

嘉

实主题精选

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2.16% 7,000,468 0

胡光力 境内自然人

2.06% 6,681,194 0

深圳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佛山分

行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6% 4,419,419 0

洪泽君 境内自然人

1.21% 3,918,600 0

中国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

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

005L-FH002

深

其他

0.99% 3,200,052 0

西藏泓杉科

技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5% 2,743,140 0

王世忱 境内自然人

0.80% 2,577,300 0

刘芳 境内自然人

0.79% 2,575,790 0

中国人寿保

险（集团）公

司

－

传统

－

普

通保险产品

其他

0.68% 2,200,049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大股东中，公司第一大股东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

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中报告期内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如下

:

洪泽君参与了融资融券业务，

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918,600

股；西藏泓杉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参与了融资融券业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743,140

股；刘芳参与了融资融券业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575,

79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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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上半年，受房地产信贷收紧、市场观望情绪蔓延的影响，住宅成交量价齐降，房地产市场进

入调整期。政策方面，“两会” 后中央政府层面提出分类指导、双向调控，希望通过市场自身的调整来

化解市场的供需求矛盾，推广长效机制建设，保持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市场方面，由于前几年房地产

市场的高速发展，供应量加大，市场供大于求导致“去库存” 是上半年主基调。

报告期内，公司一方面做好梅州金色华府、汕头水岸名都等现有楼盘的销售工作，加快资金回笼。

同时根据不同区域市场行情的情况，合理控制开发节奏，并转让一些风险增大、市场趋向饱和的城市

的项目公司股权，收回部分土地投资。

面对严峻的房地产行业形势，公司在房地产业务方面深挖潜力、扩展业务的同时，也在积极寻找

其他新兴产业的发展机会，拟通过并购其他产业丰富公司业务结构，实现业务多元化，降低单一业务

的波动风险，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2014年7月，公司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收购广东

众安康后勤服务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进军医疗服务行业。目前中国证监会已受理相关重组材料，

相关方案正在审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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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本报期将“平远远源房地产开发公司” 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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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绍生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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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邦制药 股票代码

002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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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船

电话

0851-8660261

传真

0851-8660280

电子信箱

xygg19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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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784,190,871.29 240,969,890.04 225.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6,343,875.47 17,968,281.87 157.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1,325,285.50 16,574,337.41 149.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766,853.36 3,358,620.10 101.48%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1 0.05 1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1 0.05 1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8% 1.75% 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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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5,011,286.48 1,486,623,299.24 203.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99,607,160.83 1,034,901,700.59 1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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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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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观福 境内自然人

39.11% 195,713,850 160,853,850

质押

195,713,850

贵州贵安新

区金域投资

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57% 37,897,310 37,897,310

丁远怀 境内自然人

7.33% 36,674,816 36,674,816

质押

32,920,000

安怀略 境内自然人

3.89% 19,467,848 19,467,848

质押

19,467,848

深圳市经济

合作发展基

金管理委员

会办公室

国有法人

1.81% 9,060,608 0

中国工商银

行

－

汇添富优

势精选混合

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7% 7,355,428 0

交通银行

－

易

方达科讯股

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4% 7,209,985 0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

广发聚

瑞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5% 6,735,893 0

中国工商银

行

－

汇添富美

丽

30

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1% 6,556,697 0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

广发新经济

股票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4% 6,221,82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与上述股东无关联关系，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管理关系，也未知上

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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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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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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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因重大资产重组，目前拥有贵州科开医药有限公司99.95%股权，因其下属拥有医院及流通商

业，公司的主营业务由原本的以制药为主，延伸到了医疗服务领域，因此，公司的收入及利润发生了较

大变化。

贵州科开医药有限公司下属贵州肿瘤医院有限公司、贵州科开大药房有限公司、贵州科开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贵医安顺医院有限责任公司4家子公司，合并数据为2014年04-06月的利润表、现金流量

表以及2014年06月30日的资产负债表。2014年4月科开医药有限公司收购贵州卓大医药有限责任公

司，2014年4月30日作为购买日。合并数据为2014年05-06月的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以及2014年06月30日

的资产负债表。

2014年1-6月，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84亿元，同比增长225.43%；营业成本54,175.05万元，同比增

长486.82%； 期间费用支出18,588.79万元， 同比增加49.04� %； 实现净利润4,902.52万元， 同比增长

181.41%，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4,634.39万元，同比增长157.92%；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每股收益为0.11元， 比去年同期的0.05元增长了1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676.68万

元，同比增长101.48%；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9,268.23元，同比降低了5.54%；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为49,670.98万元，同比增长1,894.83%。上述变动的主要原因是公司的合并范围发生了

变化，经营规模及业务类型均有所变化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重大资产重组，不断完善公司产业链，积极步入医疗服务领域，完成的主要工

作：

1、经过公司的努力及有关各方积极推动，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事项于2014年3月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并于当月完成了资产交割；2014年5月

完成了配套资金的募集及新增股份的上市。

2、积极布局医药流通，扩大医药流通的覆盖面：通过增资扩股方式，取得了贵州卓大医药有限责

任公司70%股权； 通过收购少数股东股权及增资扩股方式，取得贵州信邦药业有限公司100%股权。

3、 贵州科开医药有限公司完成GSP复认证， 成为全省首批首家通过GSP认证的流通企业； 获得

2013年商务部流通企业前100名荣誉称号；

4、围绕着重点品种益心舒和脉血康进行了市场推广活动，益心舒胶囊销售完成过亿元，同比增长

15%；脉血康胶囊销售完成近亿元，同比增长41%；

5、目前，公司已经完成了人参皂苷-Rd� 注射液相关领域专家的咨询工作，并对临床试验单位进

行了初步筛选，待公司临床方案讨论定稿后将尽快启动临床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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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与上期相比本期新增合并单位1家。

（1）2014年3月，根据中国证监会下发的《关于核准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向张观福等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4]266号）， 新增合并贵州科开医药有限公司，

2014年03月31日作为合并日。贵州科开医药有限公司下属贵州肿瘤医院有限公司、贵州科开大药房有

限公司、 贵州科开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贵医安顺医院有限责任公司4家子公司， 合并范围为2014年

04-06月的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以及2014年06月30日的资产负债表。

（2）2014年4月科开医药有限公司收购贵州卓大医药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4月30日作为购买日。

合并范围为2014年05-06月的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以及2014年06月30日的资产负债表。

2、与上期相比本期无减少合并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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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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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五届监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

于2014年8月25在贵阳市白云经济开发区信邦大道227号公司办公总部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4年8月20日以邮件、电话等方式发出，本次应出席会议的监事3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

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何文均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与表决监事人数均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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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情参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 《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201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情参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2014�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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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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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下简称“会

议” ） 于2014年8月25在贵阳市白云经济开发区信邦大道227号公司办公总部会议室以现场表决与通

讯方式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4年8月20日以邮件、电话等方式发出，本次应出席会议的董

事12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12人，其中董事长张观福因公出差，委托安怀略出席本次会议；董事阴哲

民、张侃、吕玉涛，独立董事童朋方、郝小江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会议由副董事长杜健先生主持。本次

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12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情参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 《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201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贵州科开医药有限公司收购贵州盛远医药有限公司100%股权

的议案》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贵州科开医药有限公司收购贵州盛远医药有限公司100%股权， 并授权公司

经营层全权办理与交易对方的具体合同签订、款项支付、工商变更等事宜。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情参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的

公告》。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情参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2014�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马晓刚为公司内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马晓刚为公司内审部门负责人。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情参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内审部门负责人辞

职及重新聘任的公告》。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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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内审部门负责人辞职及

重新聘任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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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原内审部门负责人王丕敏

先生的书面辞职申请。根据工作的需要，申请辞去公司内审部门负责人，辞去该职务后，王丕敏先生仍

然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履行副总经理职责，忠实、勤勉、尽责地为公司发展服务。

王丕敏先生辞去内审部门负责人的职务不会影响公司内部审计工作的正常运行， 经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二十五次会议研究决定，同意王丕敏先生辞去内审部门负责人的职务，并同意聘任马晓刚先生

为公司内审部门负责人。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王丕敏先生关于辞去内审部门负责人

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在此， 公司及董事会对王丕敏先生任职内审部门负责人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给予高度的评

价，并表示由衷的感谢！

特此公告。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附：

马晓刚：男，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4� 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律师。2003加入贵州信邦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现任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审计监察部副经理。未持有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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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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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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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次交易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交易概述

1、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贵州科开医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科开医药” ）拟收购贵州盛远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远医药” ）100%股权，根据审计、评

估作价后，各方确认本次收购总价款为人民币2711.93万元。科开医药主营业务为医药流通和医疗服

务，与盛远医药无关联关系。

2、2014年8月25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

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控股子公司贵州科开医药有限公司收购贵州盛远医药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公

告》，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科开医药收购盛远医药100%的股权并授权科开医药经营层全权办理与交

易对方的具体合同签订、款项支付、工商变更等事宜。科开医药将在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上述议案后分

别与马亚平、段铁、杨斐（以下简称“三位自然人”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3、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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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方简介

名称：贵州科开医药有限公司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520000000006184

住所：贵州省修文县扎佐镇医药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安怀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肆亿壹仟壹佰肆拾伍万肆仟捌佰壹拾元整

实收资本：肆亿壹仟壹佰肆拾伍万肆仟捌佰壹拾元整

整经营范围：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物制品（除疫苗）、精神药品（二类）、医疗器械Ⅲ

类、医疗器械Ⅱ类、医疗器械Ⅰ类（具体品种以许可证为准）的批发；转让医药、医疗、生物、化学试剂

新技术产品；临床医疗服务、培训；房屋租赁；医疗器械消毒服务；化妆品、保健用品、消毒剂、消毒用

品、民用五金、家用电器、日用百货的批零兼营（按有效药品许可证核准的项目有从事经营）。

成立日期：1995—04—28

营业期限：1995—04—28至长期

三、标的公司简介

（一）基本情况

名称：贵州盛远医药有限公司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520100000016429

住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宅吉路200号

代表人姓名：马亚平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贰仟零捌拾捌万元整

实收资本：贰仟零捌拾捌万元整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销售：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物制品（除疫苗）、化学原料药

（有效期内至2014年12月31日）、医疗器械（有效期内至2015年7月5日，在许可证范围内经营）。一般经

营项目：销售：消毒产品，保健品，计生用品，化妆品；商务咨询服务。

成立日期：1995—06—26

营业期限：1995—06—26至长期

（二）经营情况

盛远医药为医药批发企业，严格按照GSP标准要求进行药品的采购，保管，配送，目前公司经营占

地面积600多平米，拥有4000多平米高标准的仓储设施，其中阴凉库3000平米，其他耗材、器械、危险品

等库房1000平米。

近几年来，公司取得较大发展，主营业务从单一的市场代理分销发展到市场、医院两块业务同时

并进的经营模式，通过市场业务提升公司业务规模，医院业务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公司规模不断扩

大，经营品种从市场快销品到医院基本药物和各类西药不断增多。

（三）财务情况

盛远医药近二年及评估基准日经审计的主要资产经营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4

年

6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24,428.40 23,156.83 17,368.63

非流动资产

7.88 15.97 35.65

资产总计

24,436.28 23,172.80 17,404.28

流动负债

23,475.99 21,756.38 15,875.49

非流动负债

- - -

负债合计

23,475.99 21,756.38 15,875.49

所有者权益合计

960.30 1,416.41 1,528.79

项 目

2014

年

1~6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营业收入

15,356.29 29,749.38 25,399.51

营业成本

14,924.03 28,854.88 24,563.46

利润总额

-434.39 -81.58 -202.07

净利润

-456.12 -112.38 -202.07

2012年度财务报表已经中天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贵州分所审计， 并出具了中天银黔会

审字（2013）第048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013年度财务报表已经中天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贵州分所审计， 并出具了中天银黔会

审字（2014）第22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014年6月30日财务报表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贵州分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信会师贵

报字[2014]第40040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四、交易的主要内容

根据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贵州分公司《评估报告》（中天华资评报字 [2014]黔第

1020号），贵州盛远医药有限公司在评估基准日2014年6月30日，采用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为2,711.93万元，为主要定价参考依据。其中自然人马亚平以1627.158万元向科开医药转让其持有的

盛远医药60%股权，自然人段铁以813.579万元向科开医药转让其持有的盛远医药30%股权，自然人杨

斐以271.193万元向科开医药转让其持有的盛远医药30%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科开医药持有盛远医

药100%股权。

目前，本次交易尚未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交易各方将在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就此次交易签署股

权转让协议，并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将根据交易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发布进展公告。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盛远医药经过近几年的发展，经营品种从市场快销品到医院基本药物及各类西药不断增多，上

游与国内知名品牌企业和国内大型医药流通企业合作，下游销售业务在贵州省内的药品流通企业、各

级药品销售连锁企业和部分省外药品流通企业有一定的覆盖面。 盛远医药的发展与公司在医药流通

领域的布局高度吻合，同时也将增强科开医药对上游企业的议价能力，成为科开医药未来发展新的增

长点，为上市公司提升盈利水平，使股东利益最大化。

2、科开医药本次交易使用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由此将导致科开医药的现金流减少,增加财务

风险。

3、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经营风险、管理风险等，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科开医药将会以不同的对策和措施控制风险、化解风险。

4、本次交易将使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扩大，盛远医药在完成工商变更后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六、备查文件

1、《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贵州科开医药有限公司拟收购所涉及的贵州盛远医药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

告》

特此公告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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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博彦科技 股票代码：002649� � � �编号：2014-058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筹划出售全资子公司部分业务和

资产事项停牌的公告

公司及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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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筹划出售全资子公司博彦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的

部分业务及资产事宜，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票价格发生异常波动，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申请，公司股票从2014年8月27日开市起停牌，待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预计不迟于2014年8月29日开市

起复牌。

特此公告。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8月26日

股票简称：博彦科技 股票代码：002649� � � �编号：2014-057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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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要提示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未出现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4年8月26日 下午15：30

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8月25日至2014年8月2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8月26日上午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8月25日下午15：

00至2014年8月26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18号上地创新大厦2层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会议召集人：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斌先生因故无法主持本次会议，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马强先

生主持本次会议。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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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包括委托代理人）共有25名，代表股份86,423,026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5251%，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1名，代表股份75,576,90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0587%；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有14名，代表股份10,846,12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664%。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任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

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依次审议并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形成决议如下：

1、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同意86,423,026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 %；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 %。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审议通过。

2、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

同意24,137,754股，占参加投票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00%；

反对0股，占参加投票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 %；

弃权0股，占参加投票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 %。

以上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北京博宇冠文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北京慧宇和中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惠通恒和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龚遥滨先生，回避表决后的结果。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4,137,754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数的

100%；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数的0� %；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

投资者股份数的0� %。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审议通过。

3、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正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同意86,423,026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 %；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 %。

4、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制度>修正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同意86,423,026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 %；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 %。

5、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同意24,137,754股，占参加投票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00%；

反对0股，占参加投票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 %；

弃权0股，占参加投票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 %。

以上为董事及关联方北京博宇冠文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北京慧宇和中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北京惠通

恒和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龚遥滨先生回避后的表决情况。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4,137,754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数的

100%；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数的0� %；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

投资者股份数的0� %。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智斌律师、吴楷莹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见证律师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方式、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关于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002688� � � �证券简称：金河生物 公告编号：【2014-049】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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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否决议案

的情况，无修改议案的情况，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也无新议案提交表决。为保护中

小投资者权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参与度，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

案均对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合并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单独计票。

二、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4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于2014年7月29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以

公告方式发出。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8月26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4年8月25日至2014年8月26日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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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8月25日下午15:00至

2014年8月26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14年8月20日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新坪路71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4、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张兴明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8、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21名，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94,375,978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43.3235%�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0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为94,292,278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43.2851%；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为11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为83,70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0.0384%。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20人， 代表股份7,749,138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5573%。

9、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华联律师事务所

委派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一）《关于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4,355,07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779%；反对

20,2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214%；弃权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728,23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8.1888%；反对20,2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214%；弃权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7%。

（二）《关于终止部分超募资金拟投资项目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4,354,47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772%；反对

20,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222%；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727,63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8.1881%；反对20,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222%；弃权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6%。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华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4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华联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8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