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592� � � �证券简称:�八菱科技 公告编号:2015-54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

募集资金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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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充分发挥募集资金的效益，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障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的最大化，经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八菱科技"） 2014年5月1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2,7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

过十二个月。有关公告分别刊登于2014年5月13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根据上述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司在规定期限内使用了2,700万元人民币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截止2015年5月8日，公司财务部已将该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2,700万元全部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限

未超过12个月。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5月11日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上海世纪大道营业部

营业场所变更公告

我公司上海世纪大道营业部营业场所由“上海市浦东

新区世纪大道

1777

号东方希望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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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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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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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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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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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变

更为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777

号东方希望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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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D

、

E

、

H

室”。

此项变更尚须营业部登记机关审核批准后方可完成。

营业部客户服务、投诉电话及传真变更为：

电话：

021-61019865

传真：

021-61019873

特此公告。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2015年 5 月 7 日

鹏华中证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A、B份额上市交易提示性公告

鹏华中证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A份额、B份额于2015年5月11日开始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鹏华中证酒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A份额，简称：酒A,代码：150229；鹏华中证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B份额，简称：酒B，代码：

150230。

经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酒A� 2015年5月8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1.002元，上市首日以该基金份

额净值1.002元（四舍五入至0.001元）为开盘参考价，并以此为基准设置涨跌幅限制，幅度为10％。酒B� 2015年5月8日的基

金份额净值为1.002元，上市首日以该基金份额净值1.002元（四舍五入至0.001元）为开盘参考价，并以此为基准设置涨跌

幅限制，幅度为10％。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5月11日

证券代码：002178� � � �证券简称：延华智能 公告编号：2015-053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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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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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5月8日接到控股股东上海延华高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延华高科"）办理股权质押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2015年5月7日，延华高科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无限售流通股24,500,000股质押给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

券"），用于向光大证券进行融资。相关质押登记手续已于2015年5月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

毕，质押期限自2015年5月7日起至2016年5月6日（或办理解除质押手续）止。

截至公告日，延华高科持有公司股份131,001,32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56%，累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91,920,8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13.72%。

特此公告。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11日

证券代码：000066� � � �证券简称：长城电脑 公告编号：2015-028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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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已于2015年4月18日、4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第六届董

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2015-017号）、《关于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2015-022号）、《关于2014年度股东大会

增加提案的公告》（2015-026号）、《关于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2015-027号）。 为进一步保护投资者的合法

权益，方便本公司股东行使股东大会表决权，完善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机制，现公布关于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

告。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4年度股东大会

2、召 集 人：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15年5月15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的时间：2015年5月14日－2015年5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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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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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下午15:00－2015年5月15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5、会议方式：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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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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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参加现场股东大会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投票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出席对象：

（1）于股权登记日2015年5月8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7、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工业园长城电脑大厦5楼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1 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 201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5 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 2014年度报告全文及报告摘要

7 201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部分资产

8 申请银行授信额度

9 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逐项表决）

9.1 为长城香港提供担保

9.2 为长城能源提供担保

9.3 长城香港、柏怡国际为柏怡香港提供担保

10 股东回报规划（2015-2017）

1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截止2014年12月31日）

说明：以上议案详细内容参见2015年4月18日、4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

刊登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2015-017号）、《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2015-018号）、《第

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2015-025号）和《关于2014年度股东大会增加提案的公告》（2015-026号）等相关公

告。

（二）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股东参加会议，请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

股东账户卡；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的，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的证券账户卡及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

效证明（包括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委托法人股东的

证券账户卡、能证明委托法人股东资格的有效证明（包括营业执照等）及其法定代表人或董事会、其他决策机构依法出具

并加盖法人股东印章的书面委托书。

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委托书至少应当在大会召开前备置于公司董事会办

公室。

2、登记时间：2015年5月12日－2015年5月13日上午9:00－12:00，下午14:00－17:00（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

记）

3、登记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工业园长城电脑大厦董事会办公室

4、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股东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类似于买卖股票，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类似于填写选择项，其具体投票流程详

见附件二。

五、投票规则

公司股东应谨慎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两种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

重复投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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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出现重复投票

将按以下规则处理：

1、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2、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网络投票为准。

六、其它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1）公司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工业园长城电脑大厦

（2）邮政编码：518057

（3）电 话：0755-26634759

（4）传 真：0755-26631106

（5）联 系 人：郭镇 龚建凤

2、会议费用：与会股东或代理人所有费用自理。

3、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七、备查文件

1、提议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2、控股股东关于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五年五月十一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以

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1、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2、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3、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4、201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5、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6、2014年度报告全文及报告摘要 同意 反对 弃权

7、201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部分资产 同意 反对 弃权

8、申请银行授信额度 同意 反对 弃权

9、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逐项表决）

9.1为长城香港提供担保 同意 反对 弃权

9.2为长城能源提供担保 同意 反对 弃权

9.3长城香港、柏怡国际为柏怡香港提供担保 同意 反对 弃权

10、股东回报规划（2015-2017） 同意 反对 弃权

1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截止2014年12月31日）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姓名（名称）： 受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人股东帐户： 有效期限：

委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日期：

（本授权委托书之复印及重新打印件均有效；委托人如为法人股东的，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附件二：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流程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公司将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066；

2、投票简称：长城投票；

3、投票时间：2015年5月15日的股票交易时间，

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4、在投票当日，“长城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2）在“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100元代表总议案，1.00元代表议案1，2.00元代表议案2，依此类推。每一

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 如议案9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9.00元代表对议案9下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9.01元代表议案9

中子议案①，9.02元代表议案9中子议案②，依此类推。

具体如下表所示：

议案序号 议案 申报价格

总议案 100元

1 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00元

2 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0元

3 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3.00元

4 201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4.00元

5 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00元

6 2014年度报告全文及报告摘要 6.00元

7 201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部分资产 7.00元

8 申请银行授信额度 8.00元

9 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逐项表决） 9.00元

9.1 为长城香港提供担保 9.01元

9.2 为长城能源提供担保 9.02元

9.3 长城香港、柏怡国际为柏怡香港提供担保 9.03元

10 股东回报规划（2015-2017） 10.00元

1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截止2014年12月31日） 11.00元

（3）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1股 2股 3股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

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

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5）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申报为准，不得撤单。

（6）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通过身份验证后即可进行网络投票。

1、办理身份认证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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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密码激活指令发出后5分钟即可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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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下午15:00至2015年5月15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4、注意事项

（1）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2）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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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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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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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于2015年5月6日以传真、电子邮件、

电话等方式发出通知。

2、会议于2015年5月9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3、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4、会议由董事长李光太先生主持，公司3名监事和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5、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公司于2014年5月23日召开了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等提案，同意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决议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于2015年5月6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发审委审核通过，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发行批文。鉴于获

得中国证监会发行批文后，公司实施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尚需要一定的时间，而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决议有效期将

至，为了确保本次非公开发行工作的顺利进行，拟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决议有效期延长半年至2015年11月22日。

本议案关联董事李光太、郭少平、孟岩、李荀、任伟回避并未参与本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经认真审核，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延长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决议有效期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2、延长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决议有效期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公司董事会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董事会审批程序和相关

信息披露义务。董事会在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已按照规定予以回避。

综上，延长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决议有效期有利于公司非公开发行工作的顺利推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

情形。因此，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延长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决议有效期。

2、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的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公司于2014年5月23日召开了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

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等提案，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于2015年5月6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发审委审核通过，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发行批文。鉴于获

得中国证监会发行批文后，公司实施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尚需要一定的时间，而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决议有效期将

至，为保证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工作的延续性，现提请股东大会同意将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

宜的有效期延长半年至2015年11月22日。

除延长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有效期外，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内容不变。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决定于2015年5月26日下午14：3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2015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会议审议《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

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5月1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威海广

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44）。

特此公告。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11日

证券代码：002111� � � �证券简称：威海广泰 公告编号：2015-044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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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司决定于2015年5月26日（星期二）下午14:3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2015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召开本次会议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4、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5月26日（星期二）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5月25日—2015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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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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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25

日下午15:00至2015年5月26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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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可以在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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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股权登记日：2015年5月20日

7、出席会议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

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8、参加会议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表决

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9、会议地点：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黄河街16号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议案名称

1、审议《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2、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特别说明：

1、议案1、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需经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议案1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须回避表决。

3、议案1、议案2属于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对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票单独计票，公司将根据计票结果进行公开披露。

（二）披露情况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2015年5月11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公告（公告编号：2015-043）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15年5月21日-5月22日上午9:00-11:30，下午14:00-17:00；

2、登记地点：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黄河街16号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3、登记办法：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3）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4）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2015年5月22日下午17点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不接受

电话登记。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111

2、投票简称：广泰投票

3、投票时间： 2015年5月26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4、在投票当日，“广泰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2）在“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100元代表总议案，1.00元代表议案1，2.00元代表议案2。每一议案应以相

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具体见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元）

总议案 100

1 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1.00

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相

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2.00

（3）在“委托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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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见下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股

反对 2股

弃权 3股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

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

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5）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申报为准，不得撤单。

（6）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5月25日下午3：00，结束时间为 2015年5月26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

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http://www.szse.cn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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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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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

票。

五、投票注意事项

（一）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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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人：王海兵、鞠衍巍

电话：0631-3953335

传真：0631-3953451-3335

地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黄河街16号

邮编：264200

2、参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七、备查文件

1、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11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年 月 日召开的贵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证件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相关

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2015年 5 月 11 日 星期一

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报纸

中 国 保 监 会 指 定 披 露 保 险 信 息 报 纸

中国银监会指定披露信托公司信息报纸

信息披露

B1

Disclosure

特别提示

Trading Tips

深 市

新股发行日

田中精机

股权登记日

百川股份 北京文化 超图软件

达实智能 丰东股份 富春环保

广博股份 国风塑业 海格通信

华测检测 劲嘉股份 美邦服饰

美亚柏科 南方轴承 启源装备

榕基软件 森远股份 山东威达

上海钢联 吴通通讯 新乡化纤

雄韬股份 银之杰 云意电气

长方照明

除权除息日

艾比森 北部湾港 金卡股份

双箭股份 沪 市

股权登记日

火炬电子 界龙实业 上海建工

双钱股份 小商品城

除权除息日

宝信软件 北方稀土 晨光文具

华发股份 厦门钨业

连续停牌起始日

航天机电 智慧能源 维格娜丝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欲了解以下项目详情，请登陆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或中国产权交易报价网网站www.ma-china.org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北京总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杨先生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民营业务服务电话：010-51917888-395、13301153185任先生

【G315SH1007903】 上海驰通汽车维修有限公司100%股权 90.12 73.11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经营范围:二类机动车维修，汽车装潢，橡塑制品、汽车配件销售及上述相关业务

的咨询。

73.1055

【G315SH1007910】

南京证大宽域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及转让方对标

的公司43280.29万元债权

67949.87 24669.58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管理；物业管理；酒店管理；房地产经纪；商品房

销售代理。

67949.8700

【G315SH1007906】

南京证大三角洲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及转让方对

标的公司61397.28万元债权

99829.06 38431.78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管理；物业管理；酒店管理；房地产经纪；商品房

销售代理。

99829.0600

【G315SH1007905】

南京大拇指商业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及转让方对

标的公司13324万元债权

33272.07 19948.07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商业经营管理；物业管理；酒店经营管理；商铺租赁；

商品房销售。

33272.0700

【G315SH1007902】 上海恒力橡塑制品厂100%产权 1254.46 530.01

注册资本：37.30�万元

经营范围:胶黏剂，带胶海绵，防粘纸，木制品

530.0140

【G315SH1007872-2】 齐二机床集团大连瓦机数控机床有限公司70%股权 19020.29 9098.60

注册资本：8000.00�万元

经营范围:光电一体化数控机床、金属切削机床；机械制造；机床大修及安装调

试；经销机床配件、电器件、液压件、汽车、轴承；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5732.1180

【G315SH1007901】

杭州后秀饲料有限公司30%股权及转让方对标的企业

111.166667万元债权

1026.23 336.96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生产：添加剂预混合饲料，饲料添加剂：硫酸镁、硫酸

铜、氯化钴、亚硒酸钠、碘酸钙，《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15年6月12日，禽畜配

合饲料。

212.2547

【G315SH1007898】 上海信茂国际贸易有限公司1.67%股权 146.51 -1325.46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经营范围:区内以工业自动化控制及电器元件、设备为主的仓储分拔业务；国际

贸易，转口贸易，保税区企业间的贸易及贸易代理；区内商业性简单加工、商品展

示。

0.0001

【G315SH1007900】

常州市卓信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47.41%股权及转让

方对标的企业的845.182394万元债权

20021.07 2099.14

注册资本：1160.00�万元

经营范围:成套铸造设备、冶金设备、超微粉设备、配套电器自动化控制柜、起重

运输设备、港口机械设备的制造，加工，销售；维修服务，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1840.3847

【G315SH1007899】 诺基亚通信(苏州)有限公司16.1%股权 402158.74 95488.18

注册资本：5714.3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开发、生产网络基础设施设备，销售

本公司自产产品并提供技术支持和相关售后服务，从事基站单元的全球维修业

务；从事与本公司生产产品的同类商品的批发、进出口及相关业务。

16691.6521

【G315SH1007897】 上海诺诚电气有限公司9.9039%股权 19200.00

注册资本：2524.25�万元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仪器仪表、电子元器件的销售，II类6821医用电

子仪器设备的生产。

2000.0000

【G315SH1007896】 上海万森汽车修理改厢厂100%产权 50.82 30.75

注册资本：98.00�万元

经营范围:汽车零配件销售；二类机动车维修。

30.7517

【G315SH1007824-2】 上海化轻化工物品运输有限公司74.09%股权 130.30 119.86

注册资本：80.00�万元

经营范围:普通货运；道路危险货物运输。

88.8022

【G315SH1007895】 上海临港新兴产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90%股权 385.33 359.36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咨询及商务咨询，机械设备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培训等，机械设备及零部件的产品配套及成套服务。

323.4199

【G315SH1007894】

江苏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31.2万股股份（占总股本

的0.09%）

132086.27 125824.89

注册资本：3276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煤炭批发。 一般经营项目：电力、热力产品制造、销售、

投资、开发，电力工程设计，国际电力技术交流合作，石油及制品、金属材料、电器

机械及器材销售，设备实物租赁，电力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113.2500

【G315SH1007893】 漳州中海船务代理有限公司49%股权 315.99 158.85

注册资本：150.00�万元

经营范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漳州口岸从事国际船舶代理业务；经营国内内贸客

货运输代理及船舶代理业务。

77.8361

【G314SH1007615-4】 北京燕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0.463%股权（50万股） 12627.70 12056.59

注册资本：10800.00�万元

经营范围:购销针纺织品、百货、五金交电、电子计算机及配件、机械电气设备、金

属材料、化工轻工材料、工艺美术品、文房四宝、木材；代销燕京书画社字画；零售

内销黄金制品。

39.6700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万元)

【GR2015SH1000116-2】

上海长新船务有限公司部分资产（闵行区漕宝路1555

号伦敦园3号602室）

建筑面积90.35�平方米 228.5855

【TR2015SH1000016】 “飞雄7”轮干货船 详见交易所网站 280.0000

【Z314SH10G0026-3】 江门市北郊新城开发公司抵债权益 详见交易所网站 1581.0000

【G315SH1007918】 蚌埠恒远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 64151.86 1445.02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园艺工程的设计、施

工。

1445.0200

【G315SH1007917】 上海东方低碳系统集成有限公司25%股权 3804.39 3402.43

注册资本：4000.00�万元

经营范围:绿色低碳科技系统集成工程咨询设计；建筑节能工程咨询与设计；工

程咨询；绿色建筑认证咨询；合同能源管理；建筑工程；建筑节能工程监理；节能

技术检测；机电设备安装；建筑工程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

术转让；建筑及装饰材料、机电与机械设备、建筑环境水系统设备的销售。

1000.0000

【TR2015SH1000015】 2015首届城市足球冠军杯赛A1级赞助权益(主赞助商) 详见交易所网站 3000.0000

【G315SH1007916】

上海城市动漫出版传媒有限公司51.17%股权(出资额

450万元）

3341.86 2897.15

注册资本：879.54�万元

经营范围:出版动漫、科技、卫生、教育、艺术、广播电视教学类音像制品，电视节

目制作、发行，动漫画制作，动漫产品设计、开发，动漫专业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

术咨询、广告设计、制作、代理，文化艺术活动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玩具、文化

用品、日用百货、体育用品、服饰、电子产品、家用电器的销售，图书报刊、电子出

版物的零售、批发

1482.4700

【GR2015SH1000100-3】

上海中汇投资发展总公司部分资产(上海市浦东新区

新场镇新艺路80、82号房地产)

建筑面积354.7�平方米 292.0000

【GR2015SH1000099-3】

上海中汇投资发展总公司部分资产(上海市浦东新区

新场镇新艺路104、106号房地产)

建筑面积354.7�平方米 292.0000

【G315SH1007915】 中科易工(上海)化学科技有限公司4.018%股权 7662.96 7585.01

注册资本：622.22�万元

经营范围:化工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化

工原料及产品的销售。

305.0000

【G315SH1007879-2】 安康市宝林矿业有限公司20%股权 28410.17 25933.27

注册资本：16334.18�万元

经营范围:铅锌矿、铌钽矿勘查；锌矿、萤石矿开采；铅、锌、萤石收购、精选、加工、

销售；铌、钽收购、销售；机械设备租赁；进出口业务

5750.7100

【G315SH1007913】 上海浦江游览有限公司30%股权 11312.27 5177.13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

经营范围:经营范围：浦江游览业务，大型饭店，船舶供餐，船舶供应，船舶供餐，

船舶修理，酒类，日用百货、工艺美术品、照相器材、集邮用品

1725.0000

【G315SH1007911】 上海远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51%股权 1604.40 542.78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经营范围:信息技术、计算机软硬件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转让；销售计算机软硬件；系统集成；合同能源管理，节能技术检测，电力工程、

电能节能管理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278.0000

【G315SH1007914】 上海电气汽车服务有限公司100%股权 116.00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经营范围:出租汽车，货物联运，汽车维护修理，仓储服务装卸服务，汽车配件销

售。

116.0000

【G315SH1007912】 四川启明星电力线缆有限公司42.84%股权 5652.57 163.49

注册资本：437.82�万元

经营范围:电力电线、电缆、电工园铝杆、电工园铝线生产、销售：电力线路配套设

备、铝材、钢材、化工产品、五金交电、建筑材料销售

70.1000

【G315SH1007909】

南京喜玛拉雅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及转让方对标

的公司23746万元债权

54337.72 30591.72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商业经营管理；物业管理；酒店经营管理；商铺租赁；

商品房销售。

54337.7200

【G315SH1007904】 上海国际汽车城置业有限公司40%股权 441764.15 162967.18

注册资本：500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租赁，物业管理，建筑材料，咨询服务。

65186.8718

【G315SH1007907】

南京丽笙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及转让方对标的公

司34831万元债权

79725.18 44894.18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商业经营管理；物业管理；酒店经营管理；商铺租赁；

商品房销售。

79725.1800

【G315SH1007908】

南京水清木华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及转让方对标

的公司53001万元债权

116247.03 63246.03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商业经营管理；物业管理；酒店经营管理；商铺租赁；

商品房销售。

116247.0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