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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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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15年3月30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5年3月20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应出席董事6名，实际出

席董事6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会议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由董事长郭春林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补选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鉴于公司董事张忠伟先生已于2015年3月16日辞去董事职务，同时辞去公司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应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进行补选。

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敦化市康平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依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正式向公司推荐孙莉莉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补选人。

公司独立董事针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董事会声明：此次更换董事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关于董事、监事辞职的公告》、《关于补选董事、监事的公告》全文公司于2015年3月17日、2015年3月31日

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吉林草还丹药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吉林草还丹药业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敦化市支行申请800万元贷款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担保期间为草还丹药业与其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公司董事会认为：草还丹药业申请贷款主要是为满足其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符合公司战略发展的

要求。草还丹药业财务状况稳定，经营前景良好，公司持有草还丹药业100%的股权，对其日常经营有绝对控制权，公司为其提

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对其提供担保是合理的，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

利益。

详细内容参见2015年3月31日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为全资子

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吉林环境能源交易所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

审议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公司以8,000万元人民币对控股子公司吉林环境能源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境能源交易所）进行增资，环境

能源交易所总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增至10,000万元人民币，增资认缴期为15年，于2030年1月18日前到位。

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环境能源交易所96.6%的股权；吉林省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环境能源交易所1.4%的股权；吉林长春

产权交易中心持有环境能源交易所1.4%的股权；吉林省瑞特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环境能源交易所0.6%的股权。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全文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定于2015年4月15日（星期三）下午15:00分，在长春市南关区东头道街137号公司会议室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

《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全文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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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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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5年3月30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

议通知于2015年3月20以书面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

事3名。会议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由监事长田丰先生主持。经出席监事认真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鉴于公司监事孙莉莉女士已于2015年3月16日辞去监事职务，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应对公司第五

届监事会监事进行补选。

监事会意见，经认真审核，白玉彪先生长期在本公司担任财务工作，具有担任股份公司监事的工作能力，且能够依据《公

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监事职责；无《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

不宜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况，我们同意补选白玉彪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公司监事会声明：最近二年内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

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事项及人员简历详见《关于补选董事、监事的公告》全文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

特此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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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选董事、监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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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5年3月16日收到董事张忠伟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张忠伟

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请求辞去董事职务，同时辞去相应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张忠伟先生辞职后仍在公司任职，任公司总经

济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为保证董事会的正常运行，公司于2015年3月30日召开了第五届董

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补选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提名补选孙莉莉女士为公司董事；

并同意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无异议后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孙莉莉女士曾为公司历任柳河公司负责人、公司监事，有着多年担任高管经验，具备丰富的企业管理能力，具有担任股份

公司董事的工作能力；孙莉莉女士不持有本公司股份。 本公司董事会声明：此次更换董事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中，兼

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监事会于2015年3月16日收到监事孙莉莉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 孙莉莉女士因工作调整原因请求辞去监事职务。孙

莉莉女士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孙莉莉女

士的辞职报告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新任监事后生效，在此之前，孙莉莉女士将继续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其监事

的职责。孙莉莉女士辞职后仍留在公司任职，公司拟补选孙莉莉女士为公司董事，该议案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无异议

后,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公司第五

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补选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提名白玉彪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

选人,�并同意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无异议后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本公司监事会声明：此次更换监事后，公司第五届监事会成员中，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

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31日

附件：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候选人简历

孙莉莉女士， 中国国籍， 民族汉，1975年8月出生， 高级经济师，2000年11月-2001年7月在本公司任职出纳员；2001年8月

-2006年5月在本公司任职销售主管会计；2006年6月-2008年1月在本公司任职财务部长、 财务经理；2008年2月-2010年3月在

本公司任职母公司财务负责人；2010年4至2014年4月11在本公司任职母公司负责人。2014年4月11日至今任为公司监事。 孙莉

莉女士与本公司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候选人简历

白玉彪先生，汉族，1971年2月出生，中国注册会计师。2009年2月-2010年10月在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任项目经理，2011

年2月-2013年6月，在本公司任财务部助理工作，2013年7月至今在本公司任资金管理部部长。白玉彪先生与本公司或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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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吉林环境能源

交易所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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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概述

2011年1月5日公司与吉林省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吉林长春产权交易中心、吉林省瑞特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

组建吉林环境能源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境能源交易所” ），环境能源交易所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公司持有环

境能源交易所300万股股权，占注册资本的15%；2013年5月28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受让吉林

环境能源交易所有限公司560万元股权的议案》，公司以0元对价受让吉林省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环境能源交易所28%

的股权；2013年12月20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受让吉林环境能源交易所有限公司800万股股

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0元对价受让吉林长春产权交易中心持有的环境能源交易所28%的股权、吉林省瑞特环境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持有的环境能源交易所12%的股权。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合计持有环境能源交易所1660万股股权，占注册资本83%。

详见公司于2013年5月29日、2013年12月21日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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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披露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2013-023号）、《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3-048号）。

鉴于低碳经济正在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节能减排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中国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分阶段、分步

骤建设也已经开始启动，基于项目的良好发展前景。2015年3月30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对控股子公司吉林环境能源交易所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同意公司以8,000万元人民币对环境能源交易所进行增资。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增资额度在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吉林环境能源交易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长春市南关区长沈公路北侧

登记机关：吉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220000000162454

法定代表人：郭春林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仟万元

经营范围：节能减排、环境保护与能源领域中权益交易、环境能源利用权交易、环境能源利用权益交易服务；提供节能减

排咨询、项目设计、项目价值评价、经营策划、项目包装、项目技术支撑等专业服务（以上各项需专项审批除外）；信息服务业

务（仅限因特网信息服务）吉林省（因特网信息服务项目包括：网络商城）（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6年11月7

日）；合同能源管理、低碳管理培训、能源调查、碳计量（需专项审批项目除外）X

2、标的公司财务数据

根据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吉林分所出具的中准吉审字[2015]017号审计报告，截止2014年12月31日，环境能

源交易所资产合计13,594,889.41元，负债合计280,836.19元，净资产合计13,314,053.22元。

3、增资方式及股权结构变更

公司以8,000万元人民币对控股子公司环境能源交易所进行增资，环境能源交易所总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

民币增至10,000万元人民币，增资认缴期为15年，于2030年1月18日前到位。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环境能源交易所96.6%的股

权；吉林省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环境能源交易所1.4%的股权；吉林长春产权交易中心持有环境能源交易所1.4%的股权；

吉林省瑞特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环境能源交易所0.6%的股权。

4、目标公司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股东姓名

/

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金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出资金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1,660．00 83.00% 9,660.00 96.60%

吉林省新能源投资有限

公司

140.00 7.00% 140.00 1.40%

吉林长春产权交易中心

140.00 7.00% 140.00 1.40%

吉林省瑞特环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60.00 3.00% 60.00 0.60%

合计

2,000.00 100% 10,000.00 100%

三、本次增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增资的目的：根据吉林省人民政府印发《吉林省交易场所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试行)》文件规定，结合公司的发展需

要，鉴于低碳经济正在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节能减排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中国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分阶段、分步骤

建设也已经开始启动，基于项目的良好发展前景，公司对环境能源交易的增资能更好地扩大环境能源交易所运行规模，促进

其持续快速发展。

2、风险提示：本次增资方案尚需取得工商管理部门批准、备案。公司在投资环境能源交易所，将其设立为控股子公司时，

已充分考虑到风险控制等因素，本次增资不会给公司带来新的业务风险。

3、对公司的影响：如上述议案实施后，将进一步扩大环境能源交易所运行规模，促进其持续快速发展，巩固并提高环境能

源交易所的行业地位，预计不会对公司2015年度业绩产生影响。

四、备查文件

1、《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118� � � �证券简称：紫鑫药业 公告编号：2015-026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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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5年3月30日，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

子公司吉林草还丹药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吉林草还丹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草还丹药

业）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敦化市支行（以下简称：农行敦化市支行）申请800万元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间

为草还丹药业与农行敦化市支行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为6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本项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并且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吉林草还丹药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2年02月08日

住所：敦化市经济开发区宏大路999号

法定代表人：方勇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中成药、中药材、化学药品制剂加工销售、食品加工销售、酒精、白酒及饮料酒制造、针织品加工、广告业、种养

殖业、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从事进出口业务*** 。

股权结构：本公司持股100%

截至2014年12月31日，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931,931,234.40元，负债总额287,973,716.76元，净资产总额为643,957,517.64�

元。2014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4,786,087.53元，净利润37,223,343.19�元。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根据公司与农行敦化市支行拟签订的保证合同，公司为草还丹药业向农行敦化市支行申请800万元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保证期间为草还丹药业与农行敦化市支行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草还丹药业申请贷款主要是为满足其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符合公司战略发展的

要求。草还丹药业财务状况稳定，经营前景良好，公司持有草还丹药业100%的股权，对其日常经营有绝对控制权，公司为其提

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对其提供担保是合理的，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

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43,800万元，全部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占2014年末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25.44%，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118� � � � �证券简称：紫鑫药业 公告编号：2015-027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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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的相

关事宜，按照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4月15日（星期三）下午15:00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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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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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14日15:00至2015年4月15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 2015年4月10日

3、会议召开地点：长春市南关区东头道街137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方式：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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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表决权

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其中，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

其中一种方式。重复投票的，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表决为准。

二、会议议题：

（一）会议审议的议案

1、审议《关于提名补选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审议《关于提名补选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上述议案需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1/2以上（含）同意。公司对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表

决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公司将对单独计票结果进行公

开披露。

（二）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内容刊登在2015年3月31日出版的《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三、出席会议对象：

1、截至2015年4月10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全体股东均有权

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登记办法：

1、登记手续：

a）法人股东凭单位证明、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权证明及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b）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2、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地址：长春市南关区东头道街137号）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邮编：130041。

3、登记时间： 2015年4月13日、2015年4月14日（上午8:30-11:30，下午14:00-16:30）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1）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4月15日上午9:30-11:30、下午13:

00-15:00，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2）投票代码：362118� � � � �投票简称：紫鑫投票

（3）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买卖方向为买入

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表示对以下议案

1

至议案

2

所有议案统一表决

100.00

一

《

关于提名补选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00

二

《

关于提名补选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2.00

②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申报价格，100.00元代表总议案，1.00元代表议案一，以此类推。每一议案

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③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④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⑤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4）计票规则

在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如果股东先对议案1至议案2中的一项或多项投票表决，然后对总议案投票表决，以股

东对议案1至议案2中已投票表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未投票表决的议案，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

总议案投票表决，然后对议案1至议案2中的一项或多项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2、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1）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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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登陆网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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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服

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11：30前发出后，当日下午13：00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11：30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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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3）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4月14日15:00至4月15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投票注意事项

1）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2）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3）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4）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18:00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点击

“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六、其他注意事项：

1、会务联系人：钟云香、张万恒

联系电话：0431－81916633

传真电话：0431－88698366

通讯地址：长春市南关区东头道街137号

2、参加会议股东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3、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

按当日通知进行。

七、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一）

特此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

代为行使表决权。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

（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1

《

关于提名补选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2

《

关于提名补选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委托股东姓名及签章：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股东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票帐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有效期：

委托人（盖章或签名）：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118� � � � �证券简称：紫鑫药业 公告编号：2015-028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

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

和发行数量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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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调整为12.56元/股。

2、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数量调整为不超过159,235,664股（含159,235,664股）。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14年9月3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14年9月19日召

开的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根据前述发行方案，本次发行的发行

价格为12.60元/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158,730,154�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200,000万元，若公

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以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最终核准发行的股票数量为准。

公司于2015年2月16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015年3月10日召开的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以2014年末的总股本512,991,382�股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金红利0.38

元（含税），共分配利润19,493,672.52元，尚余未分配利润400,287,342.19元留待以后年度分配，公司本年度不进行送股和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2015年3月23日公司现金分红实施完毕。根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相关条款，现对本次

发行的发行底价和发行数量作如下调整：

1、发行底价的调整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2014年9月4日），发行价格为12.60元/股。

公司2014年度红利分配按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38�元（含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调整为12.56元/股。

具体计算如下：调整后发行底价=（调整前的发行底价-每股现金红利）/（1+总股本变动比例）=（12.60元/股－0.038元/

股）/（1+0）=12.56元/股（保留两位小数，四舍五入）。

2、发行数量的调整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2014年9月4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为158,730,154股。公司2014年度红利分配按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38�元（含税），不进行送股和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数量调整为不超过159,235,664股（含159,235,664股）。具体计算如下:调整后的发

行数量=∑(单个投资者认购的总金额/调整后的发行底价）。

除以上调整外，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特此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上接B14版)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3月30日出具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长

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

意见》，认为：1、长百集团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实施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重组

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涉及的置入资产的过户手续及新增股份发行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交

易资产交割过程中未发现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差异的情况，相关协议及承诺已切实履行或正在履行中；重组

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亦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人提供担保的情形。2、为便于置出资产的交割，由长百集团将置出资产作为出资对其全资子公司长春长百集团有限公司进行

增资，并由长百集团将所持长春长百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予合涌源发展或合涌源发展指定的第三方，置出资产目前正

在办理的变更登记、过户或转移手续不影响置出资产的权属交割。长百集团尚待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因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涉及的注册资本、公司章程等事项的变更登记/备案手续，长百集团尚待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配套融资事宜。截至本核

查意见出具之日， 无迹象表明上述后续事项办理存在实质性障碍和重大风险。3、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长百集团具备非公开发行股票及相关股份上市的基本条件，本独

立财务顾问同意推荐长百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2、法律顾问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法律顾问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于2015年3月30日出具了《关于长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结果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

(一)本次交易已经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已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

(二)本次交易涉及的置入资产已完成过户手续。

(三)�长百集团已按照相关协议的约定办理了本次重组涉及的验资和股份发行登记手续。

(四)�在交易各方按照相关协议和承诺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和发行数量如下表所示：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

（

股

）

锁定期

1

青岛中泰博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09,621,794

三十六个月

2

MKCP VC Investments

（

Mauritius

）

I Ltd.

（

奇力资本创投投资

（

毛里求斯

）

有限公司

）

56,991,304

三十六个月

3

上海杉富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28,240,017

十二个月

4

东方富海

（

芜湖

）

股权投资基金

（

有限合伙

）

15,939,521

十二个月

5

Sinoenergy Holding Limited

（

中国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

15,037,283

三十六个月

6

上海领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4,947,059

十二个月

7

新疆盛世昌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

原

：

天津盛世昌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11,127,590

十二个月

8

杭州金灿金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8,571,251

十二个月

9

嘉兴市力欧机电有限公司

7,157,747

十二个月

10

广发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616,405

十二个月

11

浙江中科招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413,422

十二个月

12

北京盈时创新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5,413,422

十二个月

13

湖北盛世高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451,036

十二个月

14

上海辰祥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4,451,036

十二个月

15

上海德洋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3,608,948

十二个月

16

Rich Fields Energy Limited

（

瑞盛能源有限公司

）

3,157,829

十二个月

合计

300,745,664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为中天能源原全体股东，其具体情况如下：

1、青岛中泰博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号：370205230033602

税务登记证号：370205564729673

法定代表人：邓天洲

住所：青岛市四方区开封路12号1户

注册资本：2,000万元

实收资本：2,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0年12月7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范围：投资信息咨询（不含金融、证券、期货信息），经济信息咨询（不含金融、证券、期货信息），企业

管理咨询，财务管理咨询。（以上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需凭许可证经营）

2、SINOENERGY� HOLDING� LIMITED（中国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号：668551

法定地址：AKARA� Bldg,� 24� De� Castro� Street,� Wickhams� Cay� I,� Road� Town,� Tortola,� British� Virgin� Islands.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不违反现行有效的BVI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权从事各种商业行为并完成商业交易。

成立日期：2005年7月21日

3、上海杉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号：310110000551561

税务登记证号：310110570835413

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杨浦区国定路335号2号楼1611-5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杉杉创晖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宫毅）

出资额：20,802.35万元人民币

合伙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创业投资。（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成立日期：2011年3月30日

4、东方富海（芜湖）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注册号：340202000004502

税务登记证号：340202567506010

主要经营场所：芜湖市渡春路33号房屋-1

执行事务合伙人：东方富海（芜湖）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委派代表：陈玮）

出资额：167,900万元

合伙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创业投资及创业投资咨询服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需前置许可的项目除外）。

成立日期：2010年12月22日

5、上海领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号：310104000395568

税务登记证号：310104667777184

住所：肇嘉浜路446弄1号507B室

注册资本：12,100万元

实收资本：12,1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明龙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7年10月17日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

理顾问机构。

6、新疆盛世昌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号：120191000080920

税务登记证号：12011556933999X

主要经营场所：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喀什西路752号西部绿谷大厦4楼B区39号房间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盛世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额：6,801万元

合伙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成立日期：2011年3月18日

7、杭州金灿金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号：330100000165515

税务登记证号：330100589895758

经营场所：杭州市下城区朝晖七区61幢206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杭州金道志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张善良）

合伙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股权投资

成立日期：2012年3月15日

8、嘉兴市力欧机电有限公司

注册号：330402000007791

税务登记证号：330401671640287

注册资本：120万元

实收资本：120万元

法定代表人：蔡跃芬

公司类型：私营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控股或私营性质企业控股）

成立日期：2008年2月22日

住所：嘉兴市秀洲新区龙盛·华城右岸商铺11号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电子元器件、内燃机及配件、汽车配件的销售

9、广发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号：440000000055592

税务登记证号：650104682450681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喀什西路545号美丽家园3层办公楼45号房间

注册资本：230,000万元

实收资本：23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罗斌华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08年12月3日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股权投资：为客户提供股权投资的财务顾问服务及证监会同意的其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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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浙江中科招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号：330481000011019

税务登记证号：330481668336233

法定代表人：陈克川

住所：浙江海宁经编产业园区新民路68号

注册资本：2,000万元

实收资本：2,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7年11月1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企业策划；企业管理咨询

11、北京盈时创新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号：110104006165440

税务登记证号：110104756047503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55号3层01-A412

法定代表人：段崇军

注册资本：1,8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03年9月25日

经营范围：投资咨询；投资管理；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计算机技术培训；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承办展览展

示；图文设计；销售电子产品、五金交电、建筑材料、日用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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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湖北盛世高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号：420100000229372

税务登记证号：42010157200535X

住所：武汉东湖开发区珞瑜路716号华乐商务中心12层A室

法定代表人：黎苑楚

注册资本：26,100万元

实收资本：26,1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1年3月24日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

13、上海辰祥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号：310000000101756

税务登记证号：310228566544234

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金山区朱泾镇金龙新街528弄7115号403-1

执行事务合伙人：杨娟

出资额：46,900万元人民币

合伙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合伙期限：2010年12月13日至2020年12月12日

成立日期：2010年12月13日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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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上海德洋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号：310115000562297

税务登记证号：310115132356041

住所：浦东栖霞路33号204室

法定代表人姓名：乔晓尉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3,000万元

实收资本：3,000万元

成立时间：2000年4月29日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金属材料、电子产品、通讯器材、建筑材料的销售，及其以上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

15、MKCP� VC� Investments（Mauritius）I� Ltd.（奇力资本创投投资（毛里求斯）有限公司）

注册号：C081205

法定地址：8/F� Medine� Mews,� La� Chaussee� Street,� Port� Louis,� Mauritius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8年6月13日

16、Rich� Fields� Energy� Limited（瑞盛能源有限公司）

注册号：1030168

注册地址：Unit� 8,� 3/F.,� Qwomar� Trading� Complex,� Blackburne� Road,

Port� Purcell,� Road� Town,� Tortola,� British� Virgin� Islands� VG1110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6年5月26日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10名股东变化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截至2015年3月 13日）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

股

）

上海合涌源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07% 26,000,000

上海合涌源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65% 22,651,700

丰和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94% 4,559,853

东方基金

－

广发银行

－

东方基金元健进取

1

号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1.86% 4,376,545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

其他

1.72% 4,038,60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农银汇理行业领先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70% 4,001,335

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国家

1.65% 3,872,480

吴毅 境内自然人

1.55% 3,65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国家

1.42% 3,346,04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农银汇理策略价

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2% 3,097,849

（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上市公司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截至2015年3月27日）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

股

）

青岛中泰博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47% 109,621,794

MKCP VC Investments

（

Mauritius

）

I Ltd. @

（

奇力

资本创投投资

（

毛里求斯

）

有限公司

）

境外法人

10.64% 56,991,304

上海杉富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5.27% 28,240,017

上海合涌源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85% 26,000,000

上海合涌源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3% 22,651,700

东方富海

（

芜湖

）

股权投资基金

（

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8% 15,939,521

Sinoenergy Holding Limited@

（

中国能源控股有

限公司

）

境外法人

2.81% 15,037,283

上海领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9% 14,947,059

新疆盛世昌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

原

：

天津盛世昌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

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8% 11,127,590

杭州金灿金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0% 8,571,251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前，合涌源投资和合涌源发展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李美珍女士为实际控制人，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后，中泰博天将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邓天洲先生、黄博先生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将导致公司实际

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

：

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0 300,745,664 300,745,664

其中

：

其他境内法人持股

0 225,559,248 225,559,248

境外法人持股

0 75,186,416 75,186,416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234,831,569 0 234,831,569

合计

234,831,569 300,745,664 535,577,233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详见本公司于 2015年3月31日公告的 《长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

六、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

名称：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魏庆华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5号新盛大厦B座12层、15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虹口区杨树浦路248号瑞丰国际大厦23层

电话： 010-66555196

传真： 010-66555103

主办人：徐奕、李刚安

协办人：王妍

经办人：俞孋仁、徐达维、单少军、王秀峰、魏威

（二）法律顾问

名称：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事务所负责人：张学兵

住所：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甲6号SK大厦36-37层

电话： 010-59572288

传真： 010-65681838

经办人：王成、都伟

（三）审计机构（置出资产）

名称：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吴卫星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1号学院国际大厦1504室

电话： 010-82330558

传真： 010-82327668

经办人：张艳、王树奇

（四）审计机构（置入资产）

名称：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朱建弟

住所： 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61号四楼

电话： 010-68278880

传真： 010-68238100

经办人：冯万奇、于长江

（五）资产评估机构（置出资产）

名称：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琦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28号凯晨世贸中心东座F4层939室

电话： 010-88000066

传真： 010-88000006

经办人：李成作、叶敏

（六）资产评估机构（置入资产）

名称：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月焕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大街22号泛利大厦9层910号

电话： 010-65881818

传真： 010-65882651

经办人：毕靖、李建良

七、上网公告附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2、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5]�第210310号验资报告。

3、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长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长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结果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长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31日

(上接B14版)

成立日期：2006年5月26日

（二）发行对象与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及交易情况

1、发行对象之间的关联关系情况

中泰博天与中能控股的实际控制人均为邓天洲、黄博，因此中泰博天与中能控股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其他交易对方

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2、发行对象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情况

本次重组前，交易对方均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重组完成后，中泰博天、中能控股将成

为公司的控股股东，邓天洲、黄博将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根据《重组办法》、《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中泰博天、中能控

股、邓天洲、黄博为上市公司潜在关联人。

（三）各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认购股份数量及限售期

序号 股东名称 认购价格

（

元

/

股

）

认购数量

（

股

）

限售期

1

中泰博天

6.63 109,621,794 36

个月

2

奇力资本

6.63 56,991,304 36

个月

3

上海杉富

6.63 28,240,017 12

个月

4

东方富海

6.63 15,939,521 12

个月

5

中能控股

6.63 15,037,283 36

个月

6

上海领汇

6.63 14,947,059 12

个月

7

新疆盛世

6.63 11,127,590 12

个月

8

杭州金灿

6.63 8,571,251 12

个月

9

嘉兴力欧

6.63 7,157,747 12

个月

10

广发信德

6.63 6,616,405 12

个月

11

北京盈时

6.63 5,413,422 12

个月

12

中科招盈

6.63 5,413,422 12

个月

13

上海辰祥

6.63 4,451,036 12

个月

14

湖北盛世

6.63 4,451,036 12

个月

15

上海德洋

6.63 3,608,948 12

个月

16

瑞盛能源

6.63 3,157,829 12

个月

合计

300,745,664

第四章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2014年3月2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本次发

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可在上市交易。限售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一）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长百集团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代码：600856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三、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交易中各交易对方通过认购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锁定期安排如下：

中泰博天、中能控股分别承诺其通过本次发行获得的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进行转让，之后按

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上海杉富、东方富海、上海领汇、新疆盛世、杭州金灿、嘉兴力欧、广发信德、中

科招盈、北京盈时、湖北盛世、上海辰祥、上海德洋分别承诺其获得的公司新增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进

行转让，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奇力资本承诺其获得的公司新增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进行转让，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瑞盛能源承诺其获得的公司新增股份，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转让，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其转让和交易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上交所的规则办理。

第五章 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股份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

：

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0 300,745,664 300,745,664

其中

：

其他境内法人持股

0 225,559,248 225,559,248

境外法人持股

0 75,186,416 75,186,416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234,831,569 0 234,831,569

合计

234,831,569 300,745,664 535,577,233

（二）本次发行前，截至2015年3月13日，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

股

）

上海合涌源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07% 26,000,000

上海合涌源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65% 22,651,700

丰和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94% 4,559,853

东方基金

－

广发银行

－

东方基金元健进取

1

号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1.86% 4,376,545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

其他

1.72% 4,038,60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农银汇理行业领先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70% 4,001,335

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国家

1.65% 3,872,480

吴毅 境内自然人

1.55% 3,65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国家

1.42% 3,346,04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农银汇理策略价

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2% 3,097,849

（三）本次发行后（截至2015年3月27日），上市公司主要股东持股情况变化为：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

股

）

青岛中泰博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47% 109,621,794

MKCP VC Investments

（

Mauritius

）

I Ltd. @

（

奇力

资本创投投资

（

毛里求斯

）

有限公司

）

境外法人

10.64% 56,991,304

上海杉富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5.27% 28,240,017

上海合涌源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85% 26,000,000

上海合涌源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3% 22,651,700

东方富海

（

芜湖

）

股权投资基金

（

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8% 15,939,521

Sinoenergy Holding Limited@

（

中国能源控股有

限公司

）

境外法人

2.81% 15,037,283

上海领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9% 14,947,059

新疆盛世昌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

原

：

天津盛世昌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

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8% 11,127,590

杭州金灿金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0% 8,571,251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前，合涌源投资和合涌源发展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李美珍女士为实际控制人，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后，中泰博天将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邓天洲先生、黄博先生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将导致公司实际

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行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均不是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职务 持股数量

（

股

）

发行前持股比例 发行后持股比例

1

王建国 副董事长

29,229 0.01% 0.005%

三、股份变动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根据本公司2013年、2014年1-9月经大信审计的财务数据以及同期经立信审计的备考财务报表， 本次重组前后公司主要

财务数据比较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4-9-30 2013-12-31

重组前

置换及发行股股份购买

资产后

重组前

置换及发行股股份购

买资产后

总资产

469,743,929.05 1,630,182,059.05 466,884,565.19 1,615,979,179.83

所有者权益合计

132,811,811.21 872,301,209.12 131,049,754.45 788,909,780.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132,402,471.27 811,041,620.18 130,639,870.72 713,858,823.15

股本总额

（

股

）

234,831,569 535,588,047 234,831,569 535,588,047

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0.5 1.63 0.56 1.33

项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度

重组前

置换及发行股股份购买

资产后

重组前

置换及发行股股份购

买资产后

营业收入

280,528,905.05 744,735,649.44 406,134,119.74 760,113,108.70

营业利润

2,589,034.20 134,326,401.72 15,420,879.12 105,428,954.67

利润总额

1,762,056.76 135,761,530.53 17,348,182.25 105,598,584.74

净利润

1,762,056.76 102,160,636.86 17,348,182.25 79,317,681.0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762,600.55 97,385,957.29 17,358,997.39 77,517,361.72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1 0.18 0.07 0.14

注：备考报表不含配套融资。

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盈利能力将得到明显改善。

第六章 中介机构关于本次交易实施过程的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3月30日出具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长

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

意见》，认为：1、长百集团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实施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重组

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涉及的置入资产的过户手续及新增股份发行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交

易资产交割过程中未发现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差异的情况，相关协议及承诺已切实履行或正在履行中；重组

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亦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人提供担保的情形。2、为便于置出资产的交割，由长百集团将置出资产作为出资对其全资子公司长春长百集团有限公司进行

增资，并由长百集团将所持长春长百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予合涌源发展或合涌源发展指定的第三方，置出资产目前正

在办理的变更登记、过户或转移手续不影响置出资产的权属交割。长百集团尚待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因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涉及的注册资本、公司章程等事项的变更登记/备案手续，长百集团尚待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配套融资事宜。截至本核

查意见出具之日，无迹象表明上述后续事项办理存在实质性障碍和重大风险。3、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长百集团具备非公开发行股票及相关股份上市的基本条件，本独

立财务顾问同意推荐长百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法律顾问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法律顾问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于2015年3月30日出具了《关于长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结果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

(一)本次交易已经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已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

(二)本次交易涉及的置入资产已完成过户手续。

(三)�长百集团已按照相关协议的约定办理了本次重组涉及的验资和股份发行登记手续。

(四)�在交易各方按照相关协议和承诺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第七章 备查文件及查阅方式

一、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证监会2015年2月16日印发的《关于核准长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青岛中泰博天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71号）。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3、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5]�第210310号验资报告。

4、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长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5、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长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结果的法律意见书》。

二、备查文件地点

投资者可于本次重组期间赴本公司和独立财务顾问办公地点查阅。

长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1881号

电话：0431-88965414

传真：0431-88920704

联系人：孙永成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杨树浦路248号瑞丰国际大厦23层

电话：021-65465571

传真：021-65463032

联系人：王妍

三、查阅时间

除法定节假日以外，每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4:00-17:00

四、查阅地址

指定信息披露网址：上海证券交易所 http://www.sse.com.cn

长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3月31日

2015年 3 月 31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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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