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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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华智能 股票代码

00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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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开元 张高利

电话

0760-22550278 0760-22550278

传真

0760-22130941 0760-22130941

电子信箱

chenkaiyuan@twh.com.cn zhanggaoli@tw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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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394,372.02 220,271,605.08 15.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166,034.43 23,572,480.25 -18.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18,845,890.83 20,830,772.68 -9.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1,024,020.60 -52,347,822.39 --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541 0.0740 -26.89%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541 0.0740 -26.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4% 2.4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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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731,338.38 2,120,075,748.30 -5.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53,176,455.98 1,408,850,421.55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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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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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小如 境内自然人

52.41% 185,695,200 139,271,400

质押

126,180,000

陈融圣 境内自然人

7.99% 28,302,492 28,302,492

质押

28,302,492

蔡小文 境内自然人

4.77% 16,912,800 12,684,600

新疆新九金股权

投资有限合伙企

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3% 2,221,067 0

詹桂堡 境内自然人

0.55% 1,957,109 1,957,109

质押

1,957,109

曾忠诚 境内自然人

0.55% 1,957,109 1,957,109

质押

1,957,109

郭亮 境内自然人

0.55% 1,931,910 1,931,910

质押

1,931,910

中国对外经济贸

易信托有限公

司

－

外贸信托·金

诺一期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0.50% 1,778,000 0

刘健 境内自然人

0.39% 1,377,000 1,377,000

刘文斌 境内自然人

0.27% 974,24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蔡小如先生与蔡小文女士为姐弟关系，两人不存在一致行动人的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公司前十大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东中刘文斌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公司

974,241

股股份

;

蒋舒恬通过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804,

100

股股份

;

刘小东通过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682,804

股股份

;

徐鹏

通过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100

股股份

,

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

633,

166

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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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抓住国家政策及行业发展的良好机遇，认真履行《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赋

予的职责，严格执行股东大会决议，恪守股东大会授权的权利，积极推动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和公司各项

业务的发展。 在董事会的领导下，2014年上半年公司经营管理层紧紧围绕制定的经营计划，加强内部管理，

不断提升公司研发实力， 改善公司销售和服务水平。 2014年上半年， 公司共实现营业总收入2.64亿元，比

2013年同期增长19.90%，营业收入2.54亿元，比2013年同期增长15.4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916.60

万元，比2013年同期下降18.69%，截止期末总资产达到20.14亿元，比2013年末下降5.02%，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14.53亿元，比2013年末增长3.15%。

同时，公司董事会、管理层也认识到，公司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 主要是：公司子公司发展不

平衡，未能实现同步发展；资源投放重点不突出，导致公司业务靓点不明显；管理难度大，管理不够深入。

2014年下半年公司将继续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 积极推动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和公司各项业务

的发展，不断提升公司研发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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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512� � �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2014-052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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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2014年8月25

日在本公司会议室举行，会议以现场表决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4年8月18日前以书面、

邮件、电话等通知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应出席会议的董事7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7名，会议由董事长

蔡小如先生召集并主持，由董事会秘书陈开元先生记录；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董事会。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审议了会议通知所列明的事项，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全面了解和审核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后认为：

1、公司严格按照公司财务制度规范运作，《2014年半年度报告》包含的信息公允、全面、真实地反映了

公司本报告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事项；

2、出具的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是客观、公正、真实的；

3、我们保证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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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达华智能：2014年半年度报告》刊登在2014年8月27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达华智

能：201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刊登在2014年8月27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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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审议《公司关于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董事认为《公司关于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地反映了公司的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

独立董事对《公司关于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发表了意见：本报告期，

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使用和管理募

集资金，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规的情形。

《达华智能： 关于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刊登在 2014�年8月27�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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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刊登在 2014� 年8月27� 日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三、审议《关于公司向渤海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鉴于公司的发展和生产经营需要， 公司拟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申请授信额度不超过人

民币3亿元，授信期限为一年。

公司董事认为：经过认真核查公司的经营管理情况、财务状况、投融资情况、偿付能力等，此次公司申

请授信额度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申请授信额度，有助于解决其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需求，有助于保障公司的

持续、稳健发展，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向银行申请不超过3亿元授信额度，是为了保证流动资金周

转及生产经营的正常运作，促使该公司进一步扩展业务的需要，且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备较好的偿债能

力，本次申请授信不会给公司带来重大的财务风险及损害公司利益，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

证券交易所相关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

渤海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因此我们同意公

司本次授信事宜。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蔡小如先生签署相关文件及办理后续事宜。

本次申请授信事项在董事会决策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达华智能：关于公司向渤海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公告》刊登在 2014� 年8月27� 日的《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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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查文件

1、《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512� � �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2014-053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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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十七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或

“本次会议” ）于2014年8月25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已于2014

年8月18日前以书面、邮件、电话等方式通知各位监事，本次应出席会议的监事3名，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3

名。本次监事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何彩霞女士召集并主持，公司部分董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

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一、审议《公司 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公司董事会关于《2014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表决结果：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达华智能：2014年半年度报告》刊登在2014年8月27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达华智

能：201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刊登在2014年8月27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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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审议《公司关于 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监事认真审核，一致认为：《公司关于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

本议案表决情况：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达华智能： 关于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刊登在 2014�年8月27�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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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查文件：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O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512� � �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2014-055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中山达

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董事会编制了截止2014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存

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538号文核准，公司于2010年11月22日向社会公众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3,000万股，每股面值1.00元，每股发行价26.00元，共募集资金人民币柒亿捌仟万元整（￥780,

000,000），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陆仟肆佰捌拾叁万捌仟肆佰陆拾肆元整（￥64,838,464），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柒亿壹仟伍佰壹拾陆万壹仟伍佰叁拾陆元整（￥715,161,536）。 该募集资金已于2010年11月25

日全部到位，已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深鹏所验字[2010]413号验资报告。

2、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截止2014年6月30日，本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58,421.52万元，其中：以前年度累计使用募集资

金人民币52,264.73万元，本报告期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6,156.79万元。

由于募集资金项目均已完工，根据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并已于2014年6月30日前全部转出。 截止2014年6月30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人民币0.00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1、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的通知》、《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相关规定和要求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简称“《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 ，下同）。

2、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鉴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完成建设，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完成建设、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完成部分不再实施并将结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剩余部分

结余募集资金17,571.38万元（包括利息收入4,477.18万元，募集资金11,171.49万元,超募资金1,922.71万元）

用于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结余的募集资金已于2014年6月30日前全部转出。截止2014年6月30日，本公

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0.00元。 具体公告见《达华智能：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完成建设、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完成部分不再实施并将结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为

2014-021）刊登在2014年4月10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本公司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见下表：

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3年度）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71,516.15

报告期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6,156.79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58,421.52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

例

0%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变更

项目

(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

1

）

本报告期

投入金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

2

）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

（

3

）

=

（

2

）

/(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报

告期

实现

的效

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非接触

IC

卡产能

扩建技术改造项

目

否

10,160.00 3,870.86 115.6 3,870.86 100% 2013/12/31 -

是 否

RFID

电子标签产

能扩建技术改造

项目

否

5,340.00 1,685.99 27.83 1,685.99 100% 2013/12/31 -

是 否

非接触

RFID

电子

标签卡封装工程

技术研发中心技

术改造项目

否

3,506.00 2,277.66 240.03 2,277.66 100% 2013/12/31 -

是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

计

—

19,006.00 7,834.51 383.46 7,834.51 -

—

- -

—

超募资金投向

设立上海子公司

上海达如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

否

1,598.00 1,598.00 - 1,598.00 100.00%

—

- -

否

设立四川子公司

四川达宏物联射

频科技有限公司

否

3,600.00 3,600.00 - 3,600.00 100.00%

—

- -

否

设立西南运营和

研发中心

否

2,000.00 1,924.72 1,924.72 100.00%

—

- -

否

投资武汉世纪金

桥安全技术有限

公司

否

1,071.00 1,071.00 - 1,071.00 100.00%

—

- -

否

投资江西优码创

达软件有限公司

否

2,500.00 2,500.00 - 2,500.00 100.00%

—

- -

否

投资广州圣地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

否

900 900 - 900 100.00%

—

- -

否

投资北京慧通九

方科技有限公司

否

1,000.00 1,000.00 - 1,000.00 100.00%

—

- -

否

投资青岛融佳安

全印务有限公司

否

9,887.76 9,887.76 - 9,887.76 100.00%

—

- -

否

投资北京达华融

域智能卡技术有

限公司

否

357.00 357.00 - 357.00 100.00%

—

- -

否

设立全资子公司

武汉达华智慧科

技有限公司

否

2,000.00 0 - 0 0.00%

—

- -

否

投资苏州工业园

区迪隆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否

2,610.20 2,610.20 - 2,610.20 100.00%

—

- -

否

北京研发项目购

楼款

否

12,870 12,870 12,870 100.00%

否

收购福建新东网

科技有限公司部

分股权

是

6,495 6,495 6,495 100.00%

否

增资福建新东网

科技有限公司

否

5,773.33 5,773.33 5,773.33 5,773.33 100.00%

否

超募资金投向小

计

—

52,662.29 50,587.01 5,773.33

50,

587.01

--

—

- -

—

合计 —

71,668.29 58,421.52 6,156.79

58,

421.52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效益的情况和原因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公司超募资金为

52,510.15

万元，本报告期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8

日召开第二

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完成建设、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完成

部分不再实施并将结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经公

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结余募集资金

17,571.38

万元（包括利息收入）

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满足日常经营需要，提升运营能力。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截止本期末，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完成建设，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未完成部分不再实施并将结余募集资金

17,571.38

万元（包括利息

收入）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资金结余的原因

（

1

）厂房建设方面，公司投入时严控支出、开源节流，使得实际投入比预

算额大大节省。

（

2

）设备采购方面，由于公司自身研发、工艺水平的不断提升，以及原计

划的设备已经更新换代，由于国内机械制造技术的不断提升，优先购置

使用性价比更高的同等功能设备， 使得设备采购方面实际投入比预算

大幅减少；由于国内机械制造技术的不断提升，部分设备由国产设备替

代进口设备，使得设备采购方面实际投入比预算大幅减少。

（

3

）项目在实施过程中的营销费用、人工费用、办公费用、原材料的采购

费用等均由公司自有资金进行了支付，截止到目前，项目的铺底流动资

金仍未使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根据

2013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结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3、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不存在使用超募资金的情形。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本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的资金使用未发生变更，也无对外转让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

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使

用、管理及披露违规情形。

六、独立董事意见

经公司独立董事认真核查，发表意见如下：本报告期，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使用和管理募集资金，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规的情形。

七、监事会意见

经监事认真审核，一致认为：公司关于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

八、备查文件

1、《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512� � �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2014-056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渤海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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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8月25日，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渤海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向渤

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申请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 （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

准），授信期限为一年。

一、申请授信额度具体事宜

鉴于公司的发展和生产经营需要，公司拟向渤海银行中山分行申请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最

终以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授信期限为一年。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蔡小如先生签署相关文件及办理后续事宜。

本次申请授信事项在董事会决策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认为：经过认真核查公司的经营管理情况、财务状况、投融资情况、偿付能力等，此次公司申

请授信额度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申请授信额度，有助于解决其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需求，有助于保障公司的

持续、稳健发展，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向银行申请不超过3亿元授信额度，是为了保证流动资金周

转及生产经营的正常运作，促使该公司进一步扩展业务的需要，且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备较好的偿债能

力，本次申请授信不会给公司带来重大的财务风险及损害公司利益，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

证券交易所相关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

渤海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因此我们同意公

司本次授信事宜。

四、备查文件

1、《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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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亚光电 股票代码

002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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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鹏 程晓宏

电话

0551-65305898 0551-65305898

传真

0551-65305898 0551-65305898

电子信箱

mygd@chinameyer.com mygd@chinamey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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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536,391.09 239,185,276.05 17.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6,789,129.35 71,403,072.83 49.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97,704,076.19 64,513,968.37 51.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2,161,784.44 54,403,883.02 51.02%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3159 0.2113 49.50%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3159 0.2113 49.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82% 5.12%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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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7,481,576.55 1,678,141,956.47 0.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53,222,534.64 1,524,478,443.45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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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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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明 境内自然人

61.43% 207,616,500 207,616,500

郝先进 境内自然人

3.46% 11,708,125 9,268,593

岑文德 境内自然人

3.07% 10,379,525

沈海斌 境内自然人

2.93% 9,886,500 7,414,875

中国工商银行

－

易方达价值成

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3% 5,850,000

徐霞雯 境内自然人

1.46% 4,943,250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分

红

－

团险分红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2% 4,470,000

中国农业银行

－

华夏复兴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8% 4,331,362

中国农业银行

－

华夏平稳增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8% 3,642,485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成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5% 3,197,95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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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有条不紊地推进了产品研发、市场营销、技术创新、精细管理、安全生产等各方面工作，公司

实施以建设平台型公司的相关战略已体现出较好的管理效益，公司已全面开展了事业部制管理模式，为公司的

持续较快速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公司在产品研发、市场拓展等多个方面全面展开创新思维，通过产业发展方

向顶层设计，公司未来将积极筹划向口腔医疗产业链延伸的经营模式。 在拓展创新技术研发方向上，公司未来

将利用日益发展的互联网技术，向检测技术平台数据、口腔医疗影像数据与移动互联网技术相融合的产业领域

拓展。

报告期内，公司在色选机、医疗影像、轮胎检测、食品和工业品检测等四大业务板块上进行全面的持续的市

场业务拓展，积极向市场延伸，公司各项业务持续较快速增长。 公司实现了主营业务四大板块产品较快速的增

长趋势，通过持续加大技术研发投入，保持产品的市场优势地位，较快的提升了公司的市场份额，实现了在口腔

医疗影像设备、杂粮色选机、色选机出口等领域较快速的增长。 技术创新提高了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公司的盈利

能力持续提升，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为57.91%，较上年同期提升3.01%，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053.64万

元，同比增长17.29%，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678.91万元，同比增长4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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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田明

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690� � � �证券简称：美亚光电 公告编号：2014-027

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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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亚光电” 或“公司” ）于2014年8月18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的

方式发出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14年8月26日上午11:00在公司会议室现场召开。本次会

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均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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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4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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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严格按照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和要求执行，募集资金

的存放和使用合法、合规，未发现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备查文件 ：

1、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690� � � �证券简称：美亚光电 公告编号：2014-026

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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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亚光电” 或“公司” ）于2014年8月18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的

方式发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14年8月26日上午9:30在公司会议室现场召开。 本次会

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田明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均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8月27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上的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2、审议通过《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8月27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合肥美亚光电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三、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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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汇通 股票代码

00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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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海泉 宋伟

电话

0851-4470866 0851-4470866

传真

0851-4470866 0851-4470866

电子信箱

dshbgs@nfht.com.cn dshbgs@nfh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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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5,708,720.25 911,405,928.02 3.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711,845.73 21,738,601.19 -0.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7,809,603.65 17,636,869.76 -55.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091,749.54 -63,270,253.44 119.11%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51 0.052 -1.92%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51 0.052 -1.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9% 2.15%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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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1,681,480.66 2,471,210,257.60 -2.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69,561,000.00 1,080,476,927.94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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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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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南车集团公

司

国有法人

42.64% 179,940,000

林忆尔 境内自然人

0.50% 2,095,900

李令军 境内自然人

0.43% 1,800,000

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

华商大

盘量化精选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38% 1,600,000

华宝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

－

玖沣

1

号

集合资金信托

其他

0.35% 1,485,439

中融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

－

聚星

4

号

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0.32% 1,360,000

陈奇恩 境内自然人

0.31% 1,300,000

广东粤财信托有

限公司

－

创势翔

辉煌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30% 1,260,411

孙英 境内自然人

0.29% 1,211,041

刘佳超 境内自然人

0.28% 1,199,47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国有法人股股东中国南车集团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未知，上述股东持股无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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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94570.8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76%；营业利润4027.7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0.37%；归属于上市股东的净利润2171.18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0.12� %。

（一）铁路货车业务。受市场需求影响，报告期公司新造货车业务无订单，未实现销售。厂修货车业务基本保

持平稳，实现营业收入27036.9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95%。 受国外市场需求下降影响，铸造配件业务出口有明

显下降，报告期货车配件业务实现营业收入7978.7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3.98%。 报告期铁路货车业务整体实现

营业收入35015.68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5.81%。

（二）复合反渗透膜业务。 报告期家用膜需求增长较好，工业用膜需求增长有明显恢复。 报告期贵阳沃顿

公司紧紧围绕技术、人才两个管理重心，加大研发和培训力度，持续推进设备工艺升级改造，在产品品质提升和

成本控制上取得良好成效。 报告期该业务稳定增长，实现营业收入21261.6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2.65%。 报

告期贵阳沃顿公司持续推进沙文工业园区项目建设，目前该项目建设按照进度正常进行。

（三）棕纤维业务。 报告期大自然公司继续推进原材料基地建设、加强与国内著名院校的“产学研”合作，

推进产品技术开发和植物纤维弹性材料相关理论研究，同时加强营销推广和市场拓展。 报告期大自然公司整体

拆迁，由于在前期加大了产品库存，市场销售未受到重大影响，实现营业收入11219.2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85%。 报告期沙文工业园区项目建设正常，部分生产线已进入试产调试阶段。

（四）钢结构业务。 报告期钢结构公司搬迁久长基地后生产经营已恢复正常，但由于钢结构行业市场竞争

较为激励且回款较慢，一定程度影响了销售的持续性，营业收入增长未能达到预期，报告期钢结构业务实现营业

收入6134.85�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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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黄纪湘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8月25日

证券代码：000920� � � �证券简称：南方汇通 公告编号：2014-038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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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通知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于2014年8月14日向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发出了书面会议通知。

二、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14年8月25日上午在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黄纪湘先生主持。会议

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董事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实有董事5人，亲自出席会议董事5人。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 公司监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会议。

四、会议决议及议案表决情况

会议经过审议，作出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

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摘要同时刊载于《证券

时报》。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13年日常关联交易超出预测金额部分进行补充确认的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核并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10.2.1

的规定，董事长黄纪湘先生因在控股股东中国南车集团公司任职为涉及本事项的关联董事，在审议本议案时回

避了表决。 本事项详见与本公告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和2014年7月17日《证券时报》B33版的《南方汇通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2013年日常关联交易补充的公告》（2014-029）。 本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关于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相关信息详见与本公告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报》的《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4-041）。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会议纪要；

（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5日

证券代码：000920� � � �证券简称：南方汇通 公告编号：2014-040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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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通知情况

本公司监事会于2014年8月14日向全体监事及相关人员发出了书面会议通知。

二、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本次监事会会议于2014年8月25日上午在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韩卫红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监事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实有监事3人，亲自出席会议监事3人。 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四、会议决议

会议经过审议，作出了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网址：www.

cninfo.com.cn），摘要同时刊载于《证券时报》。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公司监事会对2014年半年度审核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六、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监事签字的监事会会议纪要及2014年半年度报告审核意见；

（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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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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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关于对2013年日常关联交易超出预测金额部分进行补充确认的议案》 未获于2014年8月5日召开的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深交所要求，公司董事会定于2014年9月12日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再次审议上述议案，现将会议有关事项公告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下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三）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9月12日上午9:30。

2、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9月12日上午9:30-11:30，下午1:00-3:0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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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下午3:00至2014年9月

12日下午3:00的任意时间。

（四）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贵阳市都拉营公司办公楼四楼会议室。

（五）出席现场会议对象：

1、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14年9月9日，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2、股东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受托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对2013年日常关联交易超出预测金额部分进行补充确认的议案》。

议案详情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2014年7月17日证券时报B33版的《南方汇通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2013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2014-029）。

三、参加会议的方法

（一）出席现场会议的方法

1、登记方式

拟出席会议股东持身份证明、证券账户卡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登记。

2、登记时间

2014年9月10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30至15:30。

3、登记地点

贵州省贵阳市都拉营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4、受托行使表决权人登记时和表决前需提交的文件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请参考附件)、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表决前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原件。

（二）股东参与网络投票的方法和程序

网络投票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1、交易系统投票程序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深市股东投票代码：“360920” ； 投票简称为 “汇通投

票” ，股东以买入的方式对议案进行投票。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1)输入买入指令；

(2)输入证券代码；

(3）在“买入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1.00元代表议案1，2.00元代表议案2，以此类推。 本次股东大

会所有议案对应的申报价格为：

序号 议案 申报价格

1

关于对

2013

年日常关联交易超出预测金额部分进行补充确认的议案

1.00

在“委托股数” 项下输入表决意见，同意：1股；反对：2股；弃权：3股。

注意事项：网络投票不能撤单；对同一表决事项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不符合上述

规定的投票申报，视为未参与投票。

2、互联网投票程序

（1）获取股东身份认证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

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录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

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通过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

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2）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程序

登录wltp.cninfo.com.cn，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 选择“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投票” ；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选择登陆方式，使用用户名密码登陆的，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 和“服务密码” ，

已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CA证书登录；

登陆成功后点击“投票表决”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最后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3、重要提示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网络投票的，以第一次为准。

四、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宋伟。

联系电话：（0851）4470866。

传 真：（0851）4470866。

通讯地址：贵州省贵阳市都拉营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550017。

（二）会议费用

本次现场会议的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五、授权委托书（样本）见本公告附件。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5日

附件：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样本）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行使表决权。

本人（本单位）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如下：

审议事项

表决意见栏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对

2013

年日常关联交易超出预测金额部分进行补充确认的议案

说明：请在相应表决意见栏内打“√” 。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法人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2014年 月 日

2014年 8 月 27 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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