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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所持云南三益有色金属储运有限责任公司 25%股权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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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交易概述

（一）出售资产交易的基本情况

为清理非主业投资，进一步的优化资产结构，提高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本公司” ）整体竞争力，公司拟出售所持云南三益有色金属储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三益公司” ）25%的股权。 根据三益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结果（以 2014年 6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对应股权价值，以不低于 1592.55万元的价格，通过进场交易方式挂牌转

让。

截止 12 月 23 日，通过公开挂牌，仅有一户企业报名摘牌，按照产权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公司控股股东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铜集团” ）被确认为最终受让方。

2014 年 12 月 26 日，依据北京产权交易中心之相关规定，公司与云铜集团就股权转让事

项签署了《产权转让合同》，并依照相关规定将《产权转让合同》提交北京产权交易中心审核

备案。

此次挂牌转让股权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此次股权转让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益公司成立于 1995年 10月，注册资本 2800万元，注册地：昆明市经开区洛羊街道办事

处王家营西站。

股权结构为：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股本金 728 万元，占比 26%；云南铜业股份有限

公司股本金 700万元，占比 25%；云南江川天湖化工有限公司股本金 700万元，占比 25%；天驰

物流有限公司；股本金 672万元，占比 24%。

经营范围为：铁路运输；物资仓储；装卸服务；金属材料、矿产品、建筑材料、五金交电、百

货、花卉、蔬菜、农副产品的销售。

（二）相关审议程序

本次转让事项已经 2014年 10月 27日，云南铜业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发表了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经过有

关部门批准。 因最终受让方为公司关联方云铜集团，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此次交易采取进入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的方式进行， 交易对方需向产权交易所报名、依

据产权交易所程序成为意向受让方、并被确认为最终受让方后才可确定。

此次交易对交易对方资质要求如下：

（一）意向受让方须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支付能力和商业信用；

（二）意向受让方应为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

（三）意向受让方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四）本项目不接受联合受让。

本次交易涉及的关联方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云铜集团。

公司名称：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程忠

注册资本：1,960,784,314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6年 4月

企业类型：非自然人出资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有色金属、贵金属的生产、销售、加工及开发高科技产品；有色金属、贵金属的

地质勘察、设计、施工、科研；机械动力设备的制作、销售；化工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建筑安装

工程施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

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 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三来一补” 业

务，境外期货业务。

云铜集团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状况:

单位：亿元

年度

2013

年

2014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429.56 428.47

净资产

164.95 167.79

营业收入

558.14 529.19

利润总额

-14.46 2.53

净利润

-17.13 1.79

关联关系说明：交易对方云铜集团持有本公司 48.17%的股权，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三益公司概况

成立日期：1995年 10月 25日

注册资本：2,800万元

注册地：昆明市经开区洛羊街道办事处王家营西站。

股权结构：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股本金 728 万元，占比 26%；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

司股本金 700万元，占比 25%；云南江川天湖化工有限公司股本金 700万元，占比 25%；天驰物

流有限公司；股本金 672万元，占比 24%。

经营范围：铁路运输；物资仓储；装卸服务；金属材料、矿产品、建筑材料、五金交电、百货、

花卉、蔬菜、农副产品的销售。

（二）标的权属情况：公司所持有的三益公司 25%的股权，该部分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

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

等司法措施。

（二）三益公司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评估报告书（中天华资评报字[2014]第 1313 号）：评估的基准日为 2014 年 6 月 30

日，三益公司总资产账面值为 3,153.94 万元，总负债账面值为 56.52 万元，净资产账面值为 3,

097.42万元；总资产评估值为 6,426.72 万元，增值额为 3,272.78 万元，增值率为 103.77%；总负

债评估值为 56.52万元； 净资产评估值为 6,370.20 万元， 增值额为 3,272.78 万元， 增值率为

105.66� %。 根据评估结果，拟出售的 25%股权对应的价值为 1,592.55万元。

（三）三益公司股东及公司财务情况

1、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股本金 728万元，占比 26%；

主营业务：有色金属、贵金属的生产、销售、加工及开发高科技产品、有色金属、贵金属的

地质勘查设计、施工、科研、销售、建筑安装、工程施工（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许可证的按成员

单位的资质证开展业务）。 本企业自产的有色金属及其矿产品、制成品、化工产品、大理石制

品，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

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 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三来一补” 业务，境外

期货业务（凭许可证开展经营）。

注册资本：196078.4314万元

设立时间：1996年 4月 25日

注册地：云南省昆明市

2、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股本金 700万元，占比 25%；

主营业务：有色金属、贵金属采购、销售。 高科技产品化工产品的采购、销售；经营本企业

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料的进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

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出口本企业自产的铜材、选矿药剂、有色金属；进口本企业生产、科研

所需的原材料，经营本企业的化肥、饲料添加剂产品、硫酸销售（以上涉及国家法律、法规的经

营范围，凭许可证经营）。

注册资本:141639.88万元

设立时间：1998年 5月 15日

3、云南江川天湖化工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股本金 700万元，占比 25%；

主营业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

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一、出口商品目录（国家

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出口的商品除外）本企业自产的磷矿石、硫酸、磷酸、磷酸一铵、磷酸二

铵、复合肥及系列化工产品等商品及其相关技术，二、进口商品目录（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

的进口商品除外）本企业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

注册资本：3500万元。

设立时间：2002年 1月 1日

注册地：江川县江城镇清水沟

4、天驰物流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股本金 672万元，占比 24%。

主营业务：普通货运、货物运输代理；货物中转、物流配送代理；化肥、玻璃纤维及其制品、

建材产品的销售；国内贸易。

注册资本：2000万元。

设立时间：2005年 11月 21日

注册地：昆明市度假区金柳路 11号

5、三益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4

年

6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3,153.94 3,069.11

负债总计

56.52 63.05

应收账款总额

130.62 95.00

所有者权益合计

3,097.41 3,006.06

营业收入

290.32 627

营业利润

116.49 195

净利润

91.35 1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0.42 38

注：三益公司 2013 年审计报告由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审计号为天职业字[2014]

3443 号。 2014 年 6 月 30 日会计报表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并出具了天职业字

[2014]10890号审计报告。

（四）本次股权转让后，三益公司不再纳入本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本公司没有为三益公

司提供担保和委托理财的行为，三益公司未占用本公司资金。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定价基础为：根据评估报告书（中天华资评报字[2014]第 1313 号）：评估的基准

日为 2014年 6月 30 日， 三益公司总资产账面值为 3,153.94 万元， 总负债账面值为 56.52 万

元，净资产账面值为 3,097.42万元；总资产评估值为 6,426.72万元，增值额为 3,272.78 万元，增

值率为 103.77%； 总负债评估值为 56.52 万元； 净资产评估值为 6,370.20 万元， 增值额为 3,

272.78万元，增值率为 105.66� %。 根据评估结果，拟出售的 25%股权对应的价值为 1,592.55万

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转让价格：根据公开挂牌结果，云铜古河将所持三益公司 25%的股权以人民币壹仟

伍佰玖拾贰万伍仟伍佰元整【即：人民币（小写）1592.55�万元】转让给云铜集团。

（二）价款支付期限及方式

根据北京产权交易所的交易规则，按照挂牌方案确定的时间，采用一次性付款方式，通过

北京产权交易所支付交易价款。

（三）标的交付方式

该产权交易获得北交所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后 20 个工作日内， 云铜股份应促使标的企

业到登记机关办理标的企业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云铜集团应给予必要的协助与配合。 登记

机关办理完毕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并颁发标的企业新的营业执照之日， 视为产权交易完成之

日。

六、收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转让三益公司 25%股权，有利于清理非主业投资，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提高公司

整体竞争力。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4 年年初至本事项披露之日， 本公司与云铜集团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447,814.36�万元。

八、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独立意见为：

1、本次转让出售公司所持的云南三益有色金属储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益公

司” ）25%的股权，是以三益公司截止 2014 年 6 月 30 日的资产评估报告为依据，经产权交易

所挂牌交易，确保了交易的公平、公开和公正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2、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

证券交易所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九、备查文件

（一）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二）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二）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转让所持云南三益有色金

属储运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股票简称：三湘股份 股票代码：000863� � � �公告编号：2015-001

三湘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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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14年 12月 29日发出。

2、本次董事会会议的时间：2014年 12月 30日。

3、会议召开方式：以通讯会议方式召开。

4、会议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9人。

5、本次董事会会议由黄辉先生主持。

6、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三湘祥腾湘麒投资有限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 9.5亿元向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人民币保本理财产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5 年 1 月 5 日披露于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5-002）

独立董事郭永清、丁祖昱、高波对上述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同意上述投资事项。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董事会决议；

2、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的公告；

3、独立董事意见。

三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2月 30日

证券代码：000863� � � �证券简称：三湘股份 公告编号：2015-002

三湘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

理财产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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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于 2014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的第五届

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三湘祥腾湘麒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麒投资” ）使用自有资

金 9.5亿元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人民币保本理财产品，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的主要情况

1、产品名称：“利得盈” 对公尊享 2014年第 393期人民币保本理财产品

2、理财币种：人民币

3、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4、投资金额：95,000万元

5、投资期限：36天

6、产品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4.80%

7、投资起始日：2014年 12月 30日

8、投资到期日：2015年 2月 4日（遇节假日顺延）

9、资金来源：自有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10、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二、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14年 12月 30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的议案》。 依据《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5 号 - 证券投资》 的相关规定， 公司已于

2014年 6月 23日召开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4 年度以自有资金

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三湘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理财管理制度》， 本事项无须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投资理财产品为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风险较低，所使用的资金为自有闲

置资金，公司对委托理财产品的风险与收益，以及未来的资金需求进行了充分的预估与测算，

相应资金的使用不会影响公司的日常经营运作与主营业务的发展，并有利于提高公司的闲置

资金的使用效率。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公告日， 除本次公告购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人民币保本理财产品

外，公司前 12个月内未进行其他任何委托理财。

五、独立董事关于委托理财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进行委托理财，已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规与规则的规定，就委托理财事

项，公司已建立了《委托理财管理制度》，明确了委托理财的审批流程与权限，加强风险管控，

可以有效防范投资风险，保障公司资金安全。 公司本次以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有利于提高

公司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不存在损害广大中小股东利

益的行为。

六、持续督导机构的核查意见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持续督导机构，出具《国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三湘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核查意见》， 发表意见

如下：

1、公司购买标的为低风险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风险较低。 该事项为公司利用自有资金

进行投资理财，不涉及使用募集资金行为。 与此同时，公司对投资理财产品使用的风险与收

益，以及未来的资金需求进行了充分的预估与测算，相应资金的使用不会影响公司的日常经

营运作与主营业务发展，有利于提高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但投资收益

的实际实现仍将受到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等因素的影响。

2、 公司本次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上述审

批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基于以上情况，本保荐机构对三湘股份本次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的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银行理财产品协议书；

4、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三湘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的核查意见。

三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2月 30日

股票简称：三湘股份 股票代码：000863� � � �公告编号：2015-003

三湘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西藏利阳

科技有限公司减持股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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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三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湘股份” 、“公司” ）收到公司股东西藏利阳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阳科技” ）的通知：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利阳科技持有公司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 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 自 2014年 5月 2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西藏利阳科

技有限公司减持股份的公告》以来，利阳科技累计减持公司股票 10,307,946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1.1102%。 具体减持情况如下：

一、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

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

%

）

西藏利阳科技有

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2014-05-22

至

2014-12-

29

6.56 308,046 0.0332%

大宗交易

2014-12-30 6.67 9,999,900 1.0770%

其它方式

- - - -

合 计

- 6.67 10,307,946 1.1102%

二、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西藏利阳科技有限公

司

合计持有股份

10,307,946 1.1102% 0 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0,307,946 1.1102% 0 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三、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减持未发现利阳科技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特此公告。

三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2月 31日

证券代码：002646� � � �证券简称：青青稞酒 公告编号：2014-072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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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上午 8:00 以

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在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威远镇西大街 6 号本公司七层会议室召

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李银会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通知已于

2014年 12月 26日以专人递送、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应出席会议董事 9名，

亲自出席会议董事 6 名，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董事 3 名（董事长李银会先生、董事郭守明先

生、王君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本次会议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借款的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 9 票；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行申请合计不

超过人民币 2.5 亿元的流动资金借款，以其持有的存单(结构性存款)质押,� 该议案自审议通

过起一年内有效。 （该事项不包含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向

银行申请借款的议案》）。

三、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162� � � �证券简称：香江控股 编号：临 2014-053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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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香江控股 "、"本公司 "或 "公司 "）召开第七届董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同时，公司与洛阳三才置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洛阳三才置业 "、"股权受让方 "或 "交易对方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

约定向洛阳三才置业转让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洛阳百年置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 相关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14年 11月 6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披露的临 2014-042号公告《香江控股出售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由于股权受让方未能

按照合同要求履行合同，本公司依法解除合同，于 2014 年 12 月 30 日披露了临 2014-052 号公

告《香江控股关于解除 <股权转让协议书 >的公告》，目前，该事宜进展情况如下：

2014年 11月 4日，本公司与洛阳三才置业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根据协议约

定，洛阳三才置业应在 2014 年 12 月 29 日前向公司支付定金及相关股权转让款，否则公司有

权单方解除协议。 自上述协议签订后，公司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及快递等方式多次要求对方尽

快付款。截至目前，公司仍未收到任何款项，已符合单方解除合同条件，经公司讨论决定解除与

洛阳三才置业的合同关系。 2014年 12月 30日，本公司依法向洛阳三才置业发出《解除合同通

知书》，该文件已送达，目前洛阳三才置业未提出异议。 针对本次解除合同对公司产生的不利

影响，公司将积极与对方协商解决，如协商未果，公司将不排除采取法律途径保障公司合法权

益。 另外，公司正积极寻找优良合作方。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股票简称：深天马 A� � � �股票代码：000050� � � �公告编号：2014-087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武汉天马收到政府补助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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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关于全资子公司武汉

天马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深交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及相关法规的规定，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天马收到政府补助事项补充公告如下：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武汉天马 "）收到武汉东湖

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拨付武汉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研发补助资金的通知》，武汉天

马收到研发补助人民币 2亿元。 具体补助项目情况及进度安排如下：

为攻克并自主掌握高性能新型平板显示技术，开展高性能 TFT 技术及产品开发、高性能

彩色滤光片（CF）技术及产品开发等研发项目。

该批研发项目属于国家和湖北省重点支持的新型平板显示产业新技术开发项目， 并于

2014年收到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研发补助资金人民币 2亿元， 鉴于阶段性研究

开发成果已完成，上述补助全部计入当年损益。

截止本公告日，武汉天马已收到上述补助款项。

鉴于武汉天马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的

规定，并结合公司会计政策，全部计入当期损益，增加当年度利润。

特此公告。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098� � � �证券简称：浔兴股份 公告编号：2014-037

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

项，由于相关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引起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

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12月 18日开市起停牌，并于 2014年 12月 19日、2014年 12月 25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

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4-035）和《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停牌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14-036）。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与相关各方正积极推进该事项的沟通、论证、谈判等工作，保荐、审

计和律师等中介机构正在进行尽职调查工作。 鉴于该事项具有不确定性，为避免公司股价异

常波动，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规的规定，经

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浔兴股份，证券代码：002098）自 2015 年 1 月 5 日上午开市起继续

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每 5 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进展

公告。 待上述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通过指定媒体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

公司对股票停牌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862� � � �证券简称：银星能源 公告编号：2014-065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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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提案、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 12月 31日（星期三）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4年 12月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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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ltp.cninfo.com.

cn） 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12 月 30 日下午 15:00 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

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宁夏银川市西夏区六盘山西路 166 号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办公楼 302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吴解萍女士；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股东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9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81,191,544股，占公司总股本 28,306.80万股的 28.68%。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 人，代表股份 79,323,79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 28,306.80万股的 28.02%。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8 人，代表股份 1,867,75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 28,306.80万股的 0.6598%。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对所有的议案进行了逐项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议案 1、《关于拟建设 99MW中宁长山头风电项目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 数

80,772,844 418,700 0

占出席会议（现场和网络）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99.4843 0.5157 0

表决结果：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现场和网络）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 数

1,449,051 418,700 0

占出席会议（现场和网络）持有公司

5%

以

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

）

77.5827 22.4173 0

议案 2、《关于拟与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该议案关联股东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后，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 数

1,449,051 418,700 0

占出席会议（现场和网络）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77.5827 22.4173 0

表决结果：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现场和网络）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 数

1,449,051 418,700 0

占出席会议（现场和网络）持有公司

5%

以

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

）

77.5827 22.4173 0

议案 3、《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4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 数

80,649,144 418,700 123,700

占出席会议（现场和网络）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99.3320 0.5157 0.1523

表决结果：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现场和网络）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 数

1,325,351 418,700 123,700

占出席会议（现场和网络）持有公司

5%

以

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

）

70.9597 22.4173 6.6229

议案 4、《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4年度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 数

80,649,144 418,700 123,700

占出席会议（现场和网络）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99.3320 0.5157 0.1523

表决结果：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现场和网络）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 数

1,325,351 418,700 123,700

占出席会议（现场和网络）持有公司

5%

以

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

）

70.9597 22.4173 6.6229

议案 5、《关于拟调整为控股子公司宁夏银仪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银行贷款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相关事项的议案》；

该议案关联股东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后，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 数

1,434,451 418,700 14,600

占出席会议（现场和网络）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76.8010 22.4173 0.7817

表决结果：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现场和网络）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 数

1,434,451 418,700 14,600

占出席会议（现场和网络）持有公司

5%

以

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

）

76.8010 22.4173 0.7817

议案 6、《关于公司拟向金融机构申请项目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 数

80,649,144 418,700 123,700

占出席会议（现场和网络）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99.3320 0.5157 0.1523

表决结果：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现场和网络）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 数

1,325,351 418,700 123,700

占出席会议（现场和网络）持有公司

5%

以

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

）

70.9597 22.4173 6.6229

议案 7、《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 数

80,649,144 418,700 123,700

占出席会议（现场和网络）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99.3320 0.5157 0.1523

表决结果：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现场和网络）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 数

1,325,351 418,700 123,700

占出席会议（现场和网络）持有公司

5%

以

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

）

70.9597 22.4173 6.6229

议案 8、《关于提名许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 数

80,649,144 418,700 123,700

占出席会议（现场和网络）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99.3320 0.5157 0.1523

表决结果：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现场和网络）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 数

1,325,351 418,700 123,700

占出席会议（现场和网络）持有公司

5%

以

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

）

70.9597 22.4173 6.6229

上述提案已于 2014年 4月 30日、6月 28日、8月 29日、10月 31日、12月 16日在 《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上披露。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宁夏麟祥律师事务所孟祥琳律师、王占国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

论性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 宁夏麟祥律师事务所为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862� � � �证券简称：银星能源 公告编号：2014-066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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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在公司

办公楼 302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相关资料已于 2014年 12月 26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给

了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管。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8人，授权委托 1 人（董事王

路军先生因公事未能参会， 委托董事温卫东先生代为表决）。 会议由副董事长吴解萍女士主

持。 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了董事会。 本次董事会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

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关于选举许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工作需要，选举许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简历附后)。任期从股东大会通

过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于选举许峰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的议案；

根据工作需要，选举许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关于增补许峰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工作需要，增补许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鉴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已完成，根据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

会同意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修改内容如下：

《公司章程》修改前后对照表

修改后条款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8,306.80

万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41,632,994

元。

第十九条 公司成立时股份总数为

12,660

万股，公司的股本

结构为：普通股

12,660

万股，其他种类股

0

股。

1999

年

4

月

23

日

,

公司以

1998

年末股份总数

12,660

万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送

2

股、转增

3

股的比例

派送红股及公积金转增股本， 使股份总数增加了

6,330

万

股，变为

18,990

万股。

2000

年

11

月

20

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了

公司的配股申请。配股比例为

10

：

3

，配股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0

元。 公司原第一大股东吴忠仪表集团有限公司以现金认

购

144

万股，其他法人股股东放弃了配股权，社会公众股股

东认购了

2,700

万股，使股份总数增加了

2,844

万股，获配股

流通部分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于

2001

年

1

月

6

日上市流

通。配股后公司股份总数变为

21,834

万股，其中吴忠仪表集

团有限公司持有

9,144

万股国家股股份。

2006

年

7

月

11

日

,

吴忠仪表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

9,144

万股国家股股份转让给宁夏发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截至

2006

年

9

月

30

日

,

股权分置改革支付对价后

,

公司的第

一大股东宁夏发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

66,103,161

股定向法人国有法人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8.02%

。

2012

年

6

月

19

日， 公司以

2011

年末股份总数

23,589

万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转增

2

股的比例以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使股份总数增加了

4,717.80

万股，变为

28,

306.80

万股。 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宁夏发电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持有公司

79,323,793

股无限售条件股份

,

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28.02%

。

2013

年

2

月

8

日， 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宁夏发电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更名为：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第十九条 公司成立时股份总数为

12,660

万股，公司的股本

结构为：普通股

12,660

万股，其他种类股

0

股。

1999

年

4

月

23

日

,

公司以

1998

年末股份总数

12,660

万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送

2

股、转增

3

股的比例派

送红股及公积金转增股本， 使股份总数增加了

6,330

万股，

变为

18,990

万股。

2000

年

11

月

20

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了

公司的配股申请。 配股比例为

10

：

3

，配股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0

元。 公司原第一大股东吴忠仪表集团有限公司以现金认

购

144

万股，其他法人股股东放弃了配股权，社会公众股股

东认购了

2,700

万股，使股份总数增加了

2,844

万股，获配股

流通部分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于

2001

年

1

月

6

日上市流

通。 配股后公司股份总数变为

21,834

万股，其中吴忠仪表集

团有限公司持有

9,144

万股国家股股份。

2006

年

7

月

11

日

,

吴忠仪表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

9,144

万股国家股股份转让给宁夏发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截至

2006

年

9

月

30

日

,

股权分置改革支付对价后

,

公司的第

一大股东宁夏发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

66,103,161

股定向法人国有法人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8.02%

。

2012

年

6

月

19

日， 公司以

2011

年末股份总数

23,589

万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转增

2

股的比例以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使股份总数增加了

4,717.80

万股，变为

28,

306.80

万股。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宁夏发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持有公司

79,323,793

股无限售条件股份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8.02%

。

2013

年

2

月

8

日， 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宁夏发电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更名为：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2014

年

8

月

19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了证

监许可〔

2014

〕

853

号《关于核准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向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的批复》， 核准公司向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发

行

194,450,880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同时核准公司非公开

发行不超过

64,795,100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配套资金。 上述事项完成后， 公司股份总数增加了

258,

564,994

股，变为

541,632,994

股。 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中铝宁

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286,597,495

股股份

,

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52.91%

。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时间：

2014

年

12

月

30

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新

增股份中，由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认购的股份限售期

为

36

个月；从上市首日起算，预计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7

年

12

月

30

日。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附件：许峰先生简历

许峰，男，1972年 5月生，工程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历任宁夏大坝发电厂汽机分场检修

工、技术员、副主任，马莲台电厂工程技术部主任、副总工程师兼工程技术部主任、机械维护部

主任，宁夏银仪电力设备检修安装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工会主席。 现任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

事长,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宁夏银仪电力设备检修安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总经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5条的规定，许峰先生与上市公司存在

关联关系。 许峰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特此公告。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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