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414� � � �证券简称：高德红外 公告编号：2016-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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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德红外 股票代码

002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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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丽玲 张锐

电话

027-81298268 027-81298268

传真

027-81298268 027-81298268

电子信箱

liling.chen@126.com rayel13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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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592,016.89 264,506,877.15 14.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8,410,941.33 36,546,480.51 5.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33,477,157.38 34,784,686.62 -3.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61,820,881.59 -107,324,889.10 143.95%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640 0.0609 5.09%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640 0.0609 5.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3% 1.49%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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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3,734,837.48 3,337,692,212.70 2.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16,305,217.68 2,487,588,242.01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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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28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普

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

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武汉市高德电气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9.87% 239,203,122

黄立 境内自然人

29.69% 178,125,000 133,593,750

质押

4,0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

邮核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7% 8,8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鹏

华中证国防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1% 8,479,098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组合 其他

1.27% 7,613,38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

国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5% 6,272,129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

司

－

外贸信托·锐进

16

期中欧瑞博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32% 1,898,492

黄庆仰 境内自然人

0.27% 1,595,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大

成产业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6% 1,552,500

彭朝晖 境内自然人

0.22% 1,303,51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高德电气持有高德红外

39.87％

股权，为公司控股股东；同时，黄立持有高德电

气

97％

的股权，因此黄立为高德红外实际控制人。除上述情形外，公司未知其

他前十名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黄庆仰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

1,595,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595,000

股。公司股东彭朝晖通过中信建投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303,517

股，实际合计持有

1,303,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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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上半年，在国内外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公司始终围绕“军民融合,并进发展” 的战略目标和本

年度经营计划安排各项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在充分发挥自身在技术创新和核心元器件产业优势的基础上，继续强化科研创新,积极

进行改革转变思路，变研发驱动为市场驱动型。销售方面，公司在以市场为导向的新模式下，不断优化现有业

务架构，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以期增强公司实力提升业绩，上半年公司加大对民用领域销售体系的建设和布

局；凭借在车载红外辅助驾驶系统方面的技术优势，投资设立子公司“轩辕智驾”布局智能汽车领域的市场。

研发方面，公司以产品向高端化、系统化、集成化为方向，持续科研创新，大力推动综合光电系统及新型完整

武器系统的科研生产工作；在某型号完整武器系统产品正式中标的前提下，积极开展新型完整武器系统产业

化项目的建设布局，为该类型武器系统产品批量化生产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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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立

二〇一六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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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粤华包

B

股票代码

200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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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汉文

电话

0757-83992076

传真

0757-83992026

电子信箱

liu_hanwen@htrh-pa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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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2,857,427.72 1,579,935,507.49 -5.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497,115.93 12,564,179.69 23.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9,911,166.34 7,392,560.12 34.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38,363,468.55 303,107,243.51 -211.63%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307 0.0249 23.29%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307 0.0249 23.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0% 0.69%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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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71,939,740.05 6,059,337,427.41 1.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34,568,198.06 1,938,277,232.13 -0.19%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4,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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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非流通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佛山华新发展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5.20% 329,512,030 329,512,030

GUOTAI

JUNANSECURI－

TIES

(HONGKONG)

LIMITED

境外法人

0.81% 4,084,905

吴浩源 境外自然人

0.42% 2,561,991

VANGUARD－

TOTALINTER－

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境外法人

0.27% 1,362,902

NORGES BANK

境外法人

0.27% 1,352,720

安信国际证券

(

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26% 1,305,152

BOCI

SECURITIES

LIMITED

境外法人

0.25% 1,280,990

吴奋强 境内自然人

0.24% 1,233,901

佛山市禅本德

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23% 1,139,420 1,139,420

缪军 境内自然人

0.22% 1,11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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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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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披露的信息，截止2016年第二季度我国机制纸及纸板累计销售量5,777.9万

吨，产销率97.2%，比上年同期增加0.4%，期末库存比期初库存增加7.7%，造纸行业1-5月份累计营业收入3,

287.44亿元，同比增长5.43%，累计利润总额139.4亿元，累计同比增长14.5%，总体运行态势平稳。根据中国造

纸协会对2016年上半年国内造纸调查统计及分析预测，2016年的造纸主营业务虽有增长，但纸板的产销仍

处于低迷状态，市场信心依旧趋弱，多数细分产品的价格维持低位运行。而且造纸行业内部的不同细分行

业分化明显，预计箱板纸、瓦楞纸的需求仍有较快增长，生活用纸盈利状况仍较好，铜版纸产量下降需求稳

定，预计白纸板产销量与去年持平，但产能释放会进一步加剧竞争。

报告期内，公司所处白卡纸生产行业仍处于低迷状态，主要原因是用纸需求增长缓慢，而新增产能投

放仍未止步，预计消化新增产能仍需要较长一段时间。受此影响，细分行业内竞争手段以价格竞争为主，业

内各竞争对手纷纷抢滩高档产品，使中高档白卡纸价格出现一定的下滑，给经营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为应对这些困难，公司在近两年“产品结构调整”的基础上实施内外“两手抓” 。一方面通过内部管理

上推行“精益生产” ，向“内部”挖掘 “利润保持点” ；另一方面进一步深度优化产品结构，利用自身液包

纸技术的优势，努力提高液体食品包装纸的销售比重，向“外部”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 ，白卡纸业务保

持了盈利的态势 。公司造纸化工业务受到竞争加剧造成的市场挤占和产品价格波动影响，毛利率下降，盈

利出现下滑。公司印刷业务受到下游客户需求收缩影响，营业收入未能增长，但因为公司新增印刷产能投

产，固定资产折旧增加，成本上升，盈利出现了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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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末处置子公司佛山诚通纸业有限公司，本期不再纳入合并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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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200986� � � �证券简称：粤华包B� � � �公告编号：2016-086

债券代码：112130� � � �债券简称：12�华包债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2016年第十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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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2016年第十次会议于2016年8月29日以通

讯表决形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6年8月22日通过电子邮件、书面等方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9名，

会议由董事长黄欣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

议案：

一、董事会以 9�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16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本报告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

《2016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二、在五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董事会以 4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诚

通财务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半年度风险评估报告。

本报告的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310� � � �股票简称：东方园林 编号：2016-142

北京东方园林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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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1、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无增加、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3采取累积投票制，并对中小股东表决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1）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6年8月29日下午1: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8月28日至8月29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8月29日交易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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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为2016年8月28日下午15:00至2016年8月29日下午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号院104号楼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何巧女女士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作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委托人共17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344,396,319股，占公

司股本总数的53.3114%。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1,125,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446％。

综上，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人数为22人，代表股份1,345,521,519股，占总股本的53.3560%。

其中，中小股东人数为16人，代表股份2,983,357股，占总股本的0.1183%。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以累积投票制的方法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1、选举何巧女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345,521,519票。同意票为1,344,396,324票，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64%。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数为1,858,162股， 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2843%。

1.2、选举马哲刚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345,521,519票。同意票为1,344,396,324票，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64%。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数为1,858,162股， 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2843%。

1.3、选举陈幸福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345,521,519票。同意票为1,344,396,319票，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64%。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数为1,858,162股， 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2843%。

1.4、选举唐凯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345,521,519票。同意票为1,344,396,324票，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64%。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数为1,858,162股， 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2843%。

1.5、选举赵冬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345,521,519票。同意票为1,344,396,324票，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64%。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数为1,858,162股， 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2843%。

1.6、选举张诚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345,521,519票。同意票为1,344,396,324票，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64%。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数为1,858,162股， 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2843%。

2、以累积投票制的方法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2.1、选举蒋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345,521,519票。同意票为1,344,396,324票，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64%。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数为1,858,162股， 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2843%。

2.2、选举刘凯湘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345,521,519票。同意票为1,344,396,324票，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64%。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数为1,858,162股， 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2843%。

2.3、选举苏金其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345,521,519票。同意票为1,344,396,324票，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64%。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数为1,858,162股， 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2843%。

2.4、选举张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345,521,519票。同意票为1,344,396,324票，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64%。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数为1,858,162股， 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2843%。

3、以累积投票制的方法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3.1、选举方仪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345,521,519票。同意票为1,344,396,324票，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64%。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数为1,858,162股， 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2843%。

3.2、选举何澜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345,521,519票。同意票为1,344,396,324票，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64%。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数为1,858,162股， 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2843%。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上述2位监事候选人与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孙湘滨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任期三年。

上述2位监事候选人近两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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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的

1/2，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人数的1/2。

4、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345,521,519票。同意票为1,345,521,519票，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票为0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票为0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四、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金奂佶律师、 薛天天律师出席本次大会并发表如下法律意见："贵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是合法有效的。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同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五、备查文件

1、北京东方园林生态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北京东方园林生态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生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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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园林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北京东方园林生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16年

8月23日以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等形式发出，会议于2016年8月29日在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号院104

号楼七层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参会董事10人，实际参会董事10人。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何巧女女士主持，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何巧女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何巧女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时止。

表决结果：表决票10票，赞成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何巧女女士的简历详见附件。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马哲刚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表决票10票，赞成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选举陈幸福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表决票10票，赞成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马哲刚先生、陈幸福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董事长何巧女女士，委员：独立董事蒋力先生、独立董事刘凯湘先生；

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独立董事蒋力先生，委员：独立董事苏金其先生、独立董事张涛先生；

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独立董事刘凯湘先生，委员：董事长何巧女女士、独立董事蒋力先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独立董事苏金其先生，委员：独立董事蒋力先生、独立董事刘凯湘先生。

其中蒋力先生的任职期限为自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立之日起至2017年4月26日（连续在公司担任独立董

事不超过6年）。

刘凯湘先生的任职期限为自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立之日起至2017年4月26日（连续在公司担任独立董事

不超过6年）。

表决结果：表决票10票，赞成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1、聘任赵冬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表决票10票，赞成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聘任陈幸福先生为公司联席总裁，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表决票10票，赞成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3、聘任黄新忠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表决票10票，赞成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4、聘任张振迪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表决票10票，赞成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5、聘任张强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时止。

表决结果：表决票10票，赞成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6、聘任周舒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表决票10票，赞成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为两人，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及董事会秘书的联系方式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聘任刘春艳女士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 任期为三年， 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

止。

表决结果：表决票10票，赞成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刘春艳女士的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生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附件：

一、董事长、副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审计部负责人简历

何巧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女，1966年1月出生，学士学位，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园林系园林

学专业。北京林业大学客座教授，高级经济师，中华工商业联合会女企业家商会常务理事。历任杭州植物园工

程师、北京东方园林艺术公司总经理、本公司总经理。截至本公告日担任本公司董事长、北京东方利禾景观设

计有限公司董事、大连东方盛景园林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温州晟丽景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北京易地斯埃东方环境景观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新道信东恺（上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北京苗联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东方山河秀美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北京东方艾地景观

设计有限公司董事、东方城置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东方园林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东方文旅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东方田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东方玫瑰婚庆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

东方田园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筑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东方园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天津东方园林民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东方园林开元（天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北京东方园林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经理、北京东方盛景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北京东方园林互联网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普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东方园林生态有限公司（HK）董事、东方园林生态投资有

限公司（BVI）董事、北京东方园林环境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东方园林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东方

园林控股有限公司（HK）董事。

何巧女女士持有公司1,113,789,413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44.17%，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

公司董事唐凯先生为夫妻关系，与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马哲刚：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1969年12月出生。清华大学高级工商管理硕士（EMBA）学

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职称。历任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西北分公司总经理，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西北办事处

主任，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市场营销部常务副总经理，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基础设施事业部常务副总经理，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建筑事业部执行总经理，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城市综合建设部执行总经理等职。为

中央企业青年联合会第二届、第三届常委，获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务院国资委联合授予"中央企业劳

动模范"称号。截至本公告日担任本公司副董事长、北京东方园林环境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马哲刚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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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戒，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陈幸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1969年出生，毕业于澳门科技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工商管理硕

士学位(MBA)，高级工程师。历任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经理、分公司经理、公司董事长兼

总经理等职务，东方园林副总经理。截至本公告日担任本公司董事、联席总裁、北京东方利禾生态科技研究院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东方名源龙盛建设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中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北京东

方园林环境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兼经理。

陈幸福先生持有本公司187,5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74%。陈幸福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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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

赵冬：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1970年1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毕业于中国矿业大

学工商管理专业，经济师、注册资产评估师。历任山东新汶矿业公司基建处经理、东方园林青岛分公司副总经

理、董事，本公司监事会主席。截至本公告日担任本公司董事、总裁、中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监事、北京易地斯

埃东方环境景观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北京东方利禾景观设计有限公司董事、北京东方艾地景观设计有

限公司董事、北京东方山河秀美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董事、北京东方园林环境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南宁园博园

景观工程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温州晟丽景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董事。

赵冬先生持有本公司8,377,05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33%。赵冬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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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

黄新忠：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1972年出生，东南大学管理学博士。历任南京飞利浦电子集团

工程师、培训处处长，江苏太平洋玻璃有限公司董事长，太平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南京中惠地产集团

副总裁，太平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公司景观板块三事业部总裁。截至本公告日担任本公司副总裁。

黄新忠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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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戒，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张振迪：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1964年出生，沈阳建筑大学机械制造专业，高级工商管理硕士

（EMBA）学位。历任沈阳建筑大学教师，瑞士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区域总经理，公司景观板块一事业部总

裁。截至本公告日担任本公司副总裁、南宁园博园景观工程有限公司经理。

张振迪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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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戒，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张强：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1971年出生，北京工商大学（北京商学院）统计系经济学学士，

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中国证监会证券从业资格，香港证监会经纪/咨询/保荐上市RO(负责人)牌照。历

任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公司业务部四处客户经理，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公司业务部四处副处长，农业银行总行投

资银行部财务顾问处处长，香港农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中国农业银行总行投资银行部融资策划处处

长，公司金融中心金融二部总裁。截至本公告日担任本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北京东方园林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董事兼经理、天津东方园林民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兼经理。

张强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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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戒，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周舒：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女，1973年出生，北方交通大学会计学硕士，高级会计师。历任中一

会计师事务所部门经理、注册会计师和注册资产评估师，北京科技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主

管，北京瑷玛斯区域供冷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北京科技园置地有限公司总会计师，鑫苑中国置业集

团总会计师，东方园林产业集团财务管理部总经理。截至本公告日担任本公司财务负责人、北京易地斯埃东

方环境景观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北京东方利禾景观设计有限公司董事、北京东方艾地景观设计有限公

司监事、北京东方园林环境投资有限公司监事、温州晟丽景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董事。

周舒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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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戒，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刘春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女，1966年2月出生，农学学士学位，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高级会

计师、园林工程师。曾任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财务经理、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现任本公司审计部负责人。

刘春艳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刘春艳女士拥有职位要求的会计相关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熟悉相

关法律法规，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具备担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资

格和能力。

二、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号院电子城·IT产业园104号楼

联系电话：010-59388886

传 真：010-59388885

电子邮箱：orientlandscape@163.com

证券代码：002310� � � �股票简称：东方园林 编号：2016-144

北京东方园林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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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东方园林生态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16年8月23日以电子邮件、手机短信

等形式发出，会议于2016年8月29日上午在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号院104号楼七层会议室召开。会议

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监事方仪女士主持，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选举方仪女士为公司第六届

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方仪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时

止。

表决结果：表决票3票，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方仪女士的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生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附件：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简历

方 仪：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女，1966年6月出生，经济学硕士学位，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

融学院金融学专业。历任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职员、中国北方工业公司经理助理、香港台友集团经理、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市场部高级副总裁、本公司财务负责人兼董事会秘书、董事。截至本公告日担任本公

司监事会主席、温州晟丽景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董事、北京东方园林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监事、北京东方盛景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监事、北京东方园林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北京苗联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北京东方

园林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方仪女士持有公司11,337,39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45%。方仪女士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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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002796� � � �证券简称：世嘉科技 公告编号：2016-034

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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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6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6年8月25日

召开的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 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80,000,000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6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2、 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3、 本次实施权益分派方案距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4、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二、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6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80,000,0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6.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股派5.40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10股派6.00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持有非股改、非首发

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

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a

；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

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a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1.2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6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

税款。】

三、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6年9月2日，除权除息日为：2016年9月5日。

四、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6年9月2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 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6年9月5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756

韩裕玉

2 01*****762

韩惠明

3 01*****245

王娟

4 01*****465

王祥龙

5 01*****413

顾振伟

6 01*****074

胡欣方

7 01*****672

胡进

8 01*****329

闫磊

9 01*****125

欧化海

10 01*****118

欧阳瑞波

11 01*****563

李淑慧

12 01*****868

傅兴东

13 01*****567

鲁良恩

14 01*****499

侯洪亮

15 01*****823

王向阳

16 01*****295

姚跃文

17 01*****474

王新尚

18 08*****577

苏州瑞璟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9 08*****069

苏州德睿亨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0 08*****504

苏州高新国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1 08*****823

苏州明鑫高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16年8月26日至登记日：2016年9月2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

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

承担。

六、 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联系人：姚跃文 胥端

咨询地址：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塘西路28号

咨询电话：0512-66161736� � � � � � �传真：0512-68223088

七、 备查文件

1、 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796� � � �证券简称：世嘉科技 公告编号：2016-035

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

产品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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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6年6月13日召开2016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在不影响公司

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公司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

风险低的银行理财产品。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有效期内可以滚动使用，

授权总经理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具体内容详见2016年6月14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

信息披露网站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目前，公司前期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并继续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

分行购买了理财产品。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赎回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公司于2016年7月6日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购买了人民币8,000万元的理财产品， 该理财

产品8,000万元已于2016年8月26日到期赎回，取得投资收益43.29万元。

二、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2016年8月26日，公司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购买了人民币5,500万元的理财产品，主要内

容如下：

1、产品名称：智能定期理财3号

2、收益类型：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3、产品起息日：2016年8月29日

4、产品到期日：2016年11月27日

5、投资期限：90天

6、预期年化收益率：3.65%-3.65%

7、投资金额：5,500万元

8、资金来源：暂时闲置自有资金

三、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对投资风险采取下述措施：

1、按照审慎投资的原则，公司计划财务部负责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及安全状况，

出现异常情况及时通报公司内部审计部、公司总经理及董事长，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最大限度地控制

投资风险，保证资金的安全；

2、公司内审部门负责对理财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实施内部监督，并在审计过程中对所有理财

产品投资项目进行检查；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应当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将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理财产品的购买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5、当产品发行主体的财务状况恶化，所投资的产品面临亏损等重大不利因素时，公司将及时披露相关

信息及风险控制措施，并提示风险。

五、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公

司经营层已对现有经营活动进行了充分的测算，并且做好了相关的资金安排，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的开展。通过适度理财，可以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

六、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包括本公告涉及的理财产品在内，公司公告日前12个月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投资金额

（万元）

投资期限

起息日期 到期日期

久久养老月丰

70

天 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500.00 2016

年

1

月

11

日

2016

年

3

月

17

日

智能定期理财

1

号 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1,260.00 2015

年

9

月

21

日

2015

年

11

月

2

日

智能定期理财

1

号 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5,000.00 2015

年

10

月

8

日

2015

年

11

月

18

日

智能定期理财

1

号 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1,200.00 2015

年

11

月

3

日

2015

年

12

月

14

日

智能定期理财

1

号 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5,000.00 2015

年

11

月

19

日

2015

年

12

月

29

日

智能定期理财

3

号 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7,300.00 2016

年

1

月

11

日

2016

年

4

月

11

日

智能定期理财

1

号 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7,300.00 2016

年

4

月

12

日

2016

年

5

月

23

日

智能定期理财

1

号 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7,300.00 2016

年

5

月

25

日

2016

年

7

月

4

日

赢家易精灵

GKF12001

期 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1,500.00 2015

年

11

月

26

日 无固定期限，已赎回

赢家易精灵

GKF12001

期 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1,500.00 2016

年

1

月

11

日 无固定期限，已赎回

赢家易精灵

GKF12001

期 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1,600.00 2016

年

4

月

18

日 无固定期限，已赎回

赢家易精灵

GKF12001

期 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1,600.00 2016

年

4

月

19

日 无固定期限，已赎回

赢家易精灵

GKF12001

期 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800.00 2016

年

4

月

21

日 无固定期限，已赎回

单位结构性存款稳健型

861059

号

保本浮动型

16,000.00 2016

年

6

月

17

日

2016

年

12

月

19

日

上海银行“赢家”货币及

债券系列 （点滴成金）理

财 产 品 （

WG16M03023

期）

保证收益型（保本保收益

型）

2,000.00 2016

年

6

月

22

日

2016

年

9

月

21

日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启盈理财

2016

年第三百

四十六期（平衡型

270

号）

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8,000.00 2016

年

7

月

7

日

2016

年

8

月

26

日

智能定期理财

3

号 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5,500.00 2016

年

8

月

29

日

2016

年

11

月

27

日

七、备查文件

1、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相关理财产品的说明书及认购资料。

特此公告。

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2016年 8月 30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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