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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信息
股票简称：华海药业

股票代码：６００５２１

一、产权转让项目目录：

公告编号：临２０１２－００７号

项目编号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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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
星期二）下午２：００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７日（
网络投票时间为：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７日 （
星期二） 上午９：３０—１１：３０和下午１３：
００—１５：００；
●股权登记日：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０日
●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临海市双鸽和平国际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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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股东可以在交易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是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事项
１、会议召集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２、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７日（
星期二）下午２：００；
星期二） 上午９：３０—１１：３０和下午１３：
网络投票时间为：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７日 （
００—１５：００；
３、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临海市双鸽和平国际酒店；
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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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将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交易
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如同一股份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表决结果为准。
二、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
议案序号

１

２
３
４
５

议案内容
逐项审议《关于公司公开发行Ａ股股票方案的议案（修订稿）》
（１）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
（２）本次发行股票的每股面值
（３）本次发行股票数量和规模
（４）本次发行股票的对象
（５）本次发行股票的方式
（６）本次发行股票向公司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７）本次发行股票的价格及定价方式
（８）本次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用途
（９）本次发行股票完成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分配
（１０）本次增发股票上市地
（１１）本次增发股票的决议有效期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Ａ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审议《公司关于公开发行Ａ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修订稿）》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Ａ股股票具体事宜的议
案》

以上议案经公司２０１２年３月５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
过，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２年３月６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截止到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０日１５：００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之一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及参加表决。 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
被授权人
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２、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１、登记手续：
凡符合上述条件的公司股东请持如下资料办理股权登记：
（
１）个人股股东及社会公众股股东亲自办理时，须持有本人身份证原件及
复印件、证券账户卡、参会回执；委托代理人办理时，须持有双方身份证原件及
复印件、授权委托书（
详见附件１）、委托人股东账户卡；
（
２）法人股股东由法定代表人亲自办理时，须持有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
件、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证券账户卡、参会回执；委托代理人办理时，须
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法人
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２、登记地点：浙江省临海市汛桥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办。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办理。
３、其他相关事宜按公司《
４、登记时间：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１日—３月２６日上午９：００—１１：３０，下午
１３：００—１７：００，异地股东可于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６日前采取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
记。
五、网络投票程序
（
一）投票操作
１、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股票代码

投票简称
华海投票

７３８５２１

表决议案数量

说明
Ａ股

１５

２、表决议案内容
公司简称
华海药业
华海药业

议案序
号

１

议案内容
逐项审议《关于公司公开发行Ａ股股票方案的议案（修订稿）》
（１）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

对应的申报
价格
１．００元
１．０１元

华海药业
华海药业
华海药业
华海药业
华海药业
华海药业
华海药业
华海药业
华海药业
华海药业
华海药业
华海药业

２
３

华海药业

４

华海药业

５

（２）本次发行股票的每股面值
（３）本次发行股票数量和规模
（４）本次发行股票的对象
（５）本次发行股票的方式
（６）本次发行股票向公司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７）本次发行股票的价格及定价方式
（８）本次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用途
（９）本次发行股票完成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分配
（１０）本次增发股票上市地
（１１）本次增发股票的决议有效期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Ａ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审议《公司关于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修
订稿）》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
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８５６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７９３－２

１．０２元
１．０３元
１．０４元
１．０５元
１．０６元
１．０７元
１．０８元
１．０９元
１．１０元
１．１１元
２．００元
３．００元
４．００元

对应的申报股数
１股
２股
３股

４、买卖方向：均为买入
（
二）投票举例
华海药业”Ａ股的投资者，对公司的第一个议案投同意
１、股权登记日持有“
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７３８５２１

买卖方向
买入

申报价格
１．００元

申报股数
１股

代表意向
同意

华海药业”Ａ股的投资者，对公司的第一个议案投反对
２、股权登记日持有“
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７３８５２１

买卖方向
买入

申报价格
１．００元

申报股数
２股

７３８５２１

买卖方向
买入

申报价格
１．００元

申报股数
３股

代表意向
弃权

（
三）投票注意事项
１、股东大会有多个待表决的议案，可以按照任意次序对各议案进行表决
申报，表决申报不得撤单。
２、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３、申报价格９９．００元代表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一揽子申报，对各议案的
表决申报优先于所有议案的一揽子申报。
４、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六、其他事项
１、会期半天，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费、交通费用自理。
２、联系方式：
电话：０５７６－８５９９１０９６
传真：０５７６－８５０１６０１０
邮编：３１７０２４
特此公告。
附：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２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二年三月十六日
授权委托书（
本授权委托书打印件和复印件均有效）
附件１：
本人／本单位作为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兹委托
先
生／女士代为出席公司２０１２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对会议提案内容行使如
下表决权，本人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无权按照
自己的意思表决。
议案序号

１

２
３
４
５

议案内容
逐项审议《关于公司公开发行Ａ股股票方案的议案（修订
稿）》
（１）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
（２）本次发行股票的每股面值
（３）本次发行股票数量和规模
（４）本次发行股票的对象
（５）本次发行股票的方式
（６）本次发行股票向公司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７）本次发行股票的价格及定价方式
（８）本次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用途
（９）本次发行股票完成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分配
（１０）本次增发股票上市地
（１１）本次增发股票的决议有效期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Ａ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审议 《公司关于公开发行Ａ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
性报告（修订稿）》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
发行Ａ股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赞成

８８９９．４１

３１５０．０８

＼

＼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８５７

北京数码兴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３５．７％ 股
权

＼

４３．１８

ＳＷ１２０３ＢＪ０００１３

中广核亚王木里县沙湾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２２０ｋｖ 沙盐线 ４＃ 塔 ～３０６＃ 塔输电线路

／

１１２４９．９３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８５５

太原和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５５％ 股权

１２９１．２７

７９８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８５４

北京凯明科进出口有限公司 ３３．３１％ 股权

５２６７．４１

６１８．２８

ＳＷ１２０３ＢＪ０００１２

岳阳洪源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房一套

＼

９１．８５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８５３

北京科莱博医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２４．７５％
股权

１４３５．２３

１１５９．７４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８５２

深圳市华鼎物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６２０

反对

弃权

关于终结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万股股份（
４．３１％股权）
项目交易的公告

１６０６０２
２００３年７月１２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
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有关规定及《鹏 华
普天系列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鹏华普天系
列投资基金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的约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

公告依据
收益分配基准日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单位：
－
人民币元）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
－
位：人民币元）
的相关指标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 １０ 份基金份额）
－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１ 年度可供分配利润的第 １ 次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普天债券 Ａ
普天债券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１６０６０２
１６０６０８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
１．１７５
１．１２６
额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 基 准 日 下 属 分 级 基 金 可
供 分 配 利 润 （ 单 位 ： 人 民 ２３ ，７６３ ，７６０．１０
１８，７２２，３６５．９０
的相关指标
币元）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 （单位： 元 ／ １０ 份基金份
０．４００
额）

０．４００

注：１、根据基金合同规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基金收益
每年至少分配一次。２、根据相关业务规则，本基金份额持有人不能就红利再投
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类型进行选择或选择无效， 即本基金Ａ类基金份额持有
人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本基金份额自动确定为Ａ类；本基金Ｂ类基金份额持有人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本基金份持自动确认为Ｂ类。 上述业务规则发生变化的，本
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 ３、因大额申购赎回等客观原因导致截至基准日按照
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或每１０份基金份额所分配金额等
与本次分红相关事项不符的， 本基金管理人可及时公告调整本次分红相关事
项。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除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分红对象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２日
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２日
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６日
权益登记日 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 登 记 在册的 本基 金份额 持
有人
１、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将按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
除息后的基金份额净值转换为基金份额。 ２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
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直接计入其
基金账户，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起可以查询、赎回。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相 关规定，基 金 向投 资者 分
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１、本次分红免 收分红手续 费。 ２、选 择 红 利 再 投 资方式 的投 资
者，其红利所转换投资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等红利再投资
费用。

注：１、权益登记日以后（
含权益登记日）申购（
包括转换转入）的本基金份
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而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
包括转换转出）的本基金份
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２、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不再符合

１５．５

１１２４９．９３

标本及玻璃器皿招商公告

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有限公司受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长沙办事处委托， 公开转让长沙市开福区
芙蓉中路一段５９３号湖南国际金融大厦１８０１写字楼。 建筑面积２１９３．５９平方米，转让价格３，２９１万元，转让
期限自２０１２年０３月１６日至２０１２年０４月１３日，转让详情请见北金所（
ｗｗｗ．ｃｆａｅ．ｃｎ）首页内容。 联系人：李先
生／陶女士，联系电话：０１０－５７８９６５２３／５７８９６５２５。

北交所中央和国家机关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处置服务中心受委托对一批标本及玻璃器皿进行处置，
现特面向社会公开招商。
该批待处置资产主要分为两类：
第一类为标本类，包括海洋生物（
鱼类、软体动物、甲壳类动物、贝类等）标本、植物类（
荔枝、葡萄、
梨、小麦等）标本，数量近千件。 这批标本保存条件及品相较好，有一定的研究使用价值。 适用于高校、研
究机构、专业爱好者等群体。
第二类资产为各类玻璃器皿，数量百余箱。 该批器皿质量上乘，瓶壁较厚，大部分未曾使用，瓶口为
磨砂口，气密性良好。 该批器皿用途广泛，适用于标本展示、植物水培、盆栽、传统泡酒瓶、观赏鱼缸、食品
储存等。
该项目详细信息请浏览北交所网站。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ｂｅｘ．ｃｏｍ．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ｇｇｙｔｓ／ｌｓｇｇ／２０１２０３／ｂｌ
有意者请致电咨询。
北京产权交易所
刘先生：０１０－６６２９５７６９
葛先生：０１０－６６２９５５２９
北京产权交易所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６００１６８

证券代码：６００１６８

中国中旅（
集团）公司转让所持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１００００万股股份（
项目
４．３１％股权）项目（
编号：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７９３）于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０日在我所发布转让信息。 我所于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５日收到转让方决定
终结交易的申请，根据北京产权交易所《
产权交易中止和终结操作细则》中的规定，现终结该项目。
特此公告

“
长沙市湖南国际金融大厦１８０１写字楼”转让

股票简称：武汉控股

编号：临２０１２－０１４号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延期复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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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正在筹划针对本公司的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本公司股票已自２０１２年１月２０日起临时停牌，且于２０１２年２月
３日发布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于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２日对外披露了此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主要内容及工作
进展情况。
公司已于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６日下午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报
备材料在完善中，公司将于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０日公告董事会决议并复牌。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为 《
《
证券日报》，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报刊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９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１２１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
同意”、“
反对”、“
弃权”项前的方格内选择一
—”。
项用“
√”明确授意受托人投票，其他空格内划“
或盖章）：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本委托书有效期为股东大会召开当天。
二零一二年
月
日

基金分红条件的， 本基金管理人可另行刊登相关公告决定是否予以分红或变
更分红方案，并依法履行相关程序。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咨询办法
基金份额持有人欲了解本基金其它有关信息，可采取如下方法咨询：
１、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ｐ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２、 鹏 华 基 金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客 户 服 务 热 线 ：４００ －６７８８ －９９９； ０７５５ －
８２３５３６６８
３、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网点及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
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招商银行、深圳平安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民生银行、
中信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北京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宁波银行、广发银行、
浙商银行、浦发银行、杭州银行、华夏银行、浙江民泰银行、南京银行、广州银
行、天相投资、国泰君安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国信证券、华泰联合证券、招商证
券、广发证券、银河证券、海通证券、申银万国证券、兴业证券、长江证券、湘财
证券、渤海证券、华泰证券、中信万通证券、长城证券、东北证券、上海证券、平
安证券、东海证券、中信证券、中信证券、山西证券、东吴证券、信达证券、国都
证券、齐鲁证券、光大证券、东莞证券、国盛证券、中信金通证券、财通证券、金
元证券、宏源证券、西部证券、中航证券、华安证券、安信证券、财富证券、中投
证券、万联证券、第一创业证券、中山证券、广州证券、国联证券、世纪证券、浙
商证券、日信证券、华林证券、方正证券、江海证券、华西证券、红塔证券、厦门
证券、银泰证券、华宝证券、爱建证券、国金证券、华龙证券、民生证券、广发华
福证券、东兴证券、国海证券和五矿证券等代销机构的相关网点。
八、本基金投资者选择分红方式的重要提示：
１、投资者办理本基金开户手续时选择的分红方式无效，必须另行独立办
理一笔本基金分红方式选择的业务， 方可设定符合投资者需求的本基金分红
方式。 投资者未单独办理分红方式选择业务或仅在办理本基金开户手续时选
择分红方式的，按照本基金合同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视为选择现金分红方
式。
以下简称“
中登公司”）颁布的开
２、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放式基金业务规则， 投资者对同一基金账户项下在不同销售网点开立的不同
交易账户内的本基金份额可以分别设定不同的分红方式。
３、请投资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于本次分红的权益登记日前务必致电
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热线人工坐席或登陆公司网站核实基金分红方式，本
次分红最终确定的分红方式以基金管理人及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记录为准。
若投资者向基金管理人及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核实的基金分红方式与投资人
要求不符或与相关代销机构记录的投资者分红方式不符的， 投资者应当要求
相关代销机构于２０１２年３ 月２１日前（
含３月２１日）向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申请设定或变更分红方式，以达到投资者的要求。
风险提示
本基金分红并不因此提升或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投资收益。 本公司承诺
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相适应的基金
产品进行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９日

股票简称：武汉控股

编号：临２０１２－０１５号

获得《
省国资委关于武汉市水务集团与武汉
控股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可行性分析报告预审
核意见的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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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国资委关于武汉市水务集团与武汉控股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６日，本公司收到《
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可行性分析报告预审核意见的函》（
鄂国资产权函【
２０１２】３７
号），主要内容为：省国资委原则同意水务集团与武汉控股以资产置换，差额部
分增发股份的方式进行重组， 同时向不超过１０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配套资金的重组预案。 重组方案在武汉控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将相关方案
报省国资委审核批复。
特此公告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９日

证券简称：科陆电子

公告编号：２０１２０８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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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董事孟建斌先生
于２０１２年１月５日买入公司股票，于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５日卖出公司股票，构成短线交
易情形，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孟建斌违规买卖公司股票基本情况
孟建斌先生于２０１２年１月５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累计买入公司股票
３０，０００股，成交均价为８．４８元，合计金额为２５４，４００元；于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５日卖出
公司股票７５００股，成交均价为１０．９元，合计金额为８１，７５０元，共计获利１８，１５０
元。
孟建斌先生此次买卖股票行为属于六个月内的双向交易，违反了《
公司
法》、《
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

证券代码：００２６４４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鹏华普天债券投资基金２０１２年分红公告
鹏华普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Ａ 类、Ｂ 类）
普天债券（Ａ 类、Ｂ 类）

１７０００

注册资本：１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
一般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销售；建筑材料（不含木材）、装饰材料、普通机械设备、电器 设 备 、
４５０
五金交电的销售。 （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需获审批未经批准前不得经营，许可项目
在许可证有效期内经营）＊＊＊
注册资本：４１８．９２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销售化工产品。
一般经营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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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５．９５
品和技术除外；销售五金交电、机械设备、电器设备、计算机及配件、汽车配件、建筑材料 、针 纺
织品、金属材料、百货、化肥；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货运代理。
岳阳洪源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岳阳洪源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房一套
９１．８５
注册资本：１２１２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１０００
一般经营项目：医药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培训、信息咨询（不 含 中 介
服务）；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注册资本：５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经济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 控 、 ６２０
专卖商品）；园林绿化工程；家政服务；清洁服务。

理业务指引》及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有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
管理制度》等规定。
二、本事项的处理情况
孟建斌先生已深刻认识到本次违规事项的严重性，并就此次违规买卖公
司股票的行为向广大投资者表示诚挚的歉意。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有关规定收
回其上述交易所得收益１８，１５０元。
后续，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及内幕信息的
相关人员及持有公司股份５％以上股东的相关法律、法规的教育和培训，并要
求上述人员以此为鉴，认真学习并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和公司的有关规
定，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二年三月十六日

证券简称：佛慈制药

公告编号：２０１２－００７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网下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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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证券发行和承销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网下发行的股票
自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起锁定三个月方可上市流通。 现锁定期将满，该部分股票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本次限售股可上市流通数量为３９０万股

２２ 日起开始上市流通。
本次网下发行的 ３９０ 万股股票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２、本次限售股可上市流通日为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２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１９０７号文核准，兰州佛慈制

单位：股

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
发行”）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
其中网下发行３９０万股，为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９．３１％；网上发行 １，６３０ 万股，为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７５０

转让资产为：中广核亚王木里县沙湾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２２０ｋｖ 沙盐线 ４＃ 塔 ～３０６＃ 塔输电线路

式，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２，０２０万股，发行价为 １６．００ 元／股，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９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挂牌价格
（万元）

项目简介
注册资本：３７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过滤材料、滤芯、过滤器、过滤设备、油料设备及器材的制造等
注册资本：２３１８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等。
注册资本：１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计算机技术培训；计算机系统集成；销售仪器仪
表、文化用品。

代表意向
反对

华海药业”Ａ股的投资者，对公司的第一个议案投弃权
３、股权登记日持有“
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北京承天倍达过滤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
股权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万股股
份

净资产
（万元）

５．００元

３、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９日
总资产
（万元）

项目名称

本次发行数量的８０．６９％。 网下配售结果已于 ２０１１ 年１２月１５日刊登在《
中国证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ＩＰＯ前限售股份
网下发行限售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三、总股本

６４，４８０，０００
６０，５８０，０００
３，９００，０００
１６，３００，０００
８０，７８０，０００

本次变动
增加

减少

０
０
３，９００，０００
３，９００，０００

３，９００，０００
０
３，９００，０００
０
３，９００，０００

６０，５８０，０００
６０，５８０，０００
０
２０，２００，０００
８０，７８０，０００

特此公告。

券报》、《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２０１１］ ３８４号文同意，公司发行的人

董

民币普通股股票于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２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证券代码：６０１００５
债券代码：１２２０５９

本次变动后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九日

股票简称：重庆钢铁
债券简称：１０重钢债

公告编号：２０１２－０１２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Ｉｒｏｎ ＆ Ｓｔｅｅ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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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或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年３月５日披露了 《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
的提示性公告》。 因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重庆钢铁（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正在筹划与本
公司相关的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本公司股票自２０１２年３月５日起继续停牌。
目前，本公司正在积极开展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准备工作。 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事宜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本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恢复交易时间不迟于２０１２年４月５日。

证券代码：６００１３３

停牌期间，本公司将充分关注本次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公司将每周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
证券时报》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公司发布的
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６日

证券简称：东湖高新

编号：临２０１２－２１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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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根据股东武汉凯迪电
力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凯迪电力”）于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３日披露的第七届董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为适应公司经营战略发展的需要， 公司拟选择适
当时机， 再次出售公司持有的无限售条件的东湖高新股权 （
股票代码：

证券代码：０００９０８

证券简称：ＳＴ天一

公告编号：２０１２—００６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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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因重大事项有待进一步
确认，公司股票于２０１２年３月２ 日停牌。
现公司及相关各方正进一步论证相关事项，重大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周发布一
次进展公告，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股票自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９
日起继续停牌，直至刊登相关公告后复牌。 敬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６日

６００１３３）。公司拟出售股权价格：不低于８元／股；出售数量：不超过２，３００万股。公
司将根据相关规则披露出售该等股权的情况。 ”
公司承诺将及时持续披露凯迪电力减持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三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６００６８７

股票简称：刚泰控股

公告编号：临２０１２－０１４ 号

浙江刚泰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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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于２０１１年５月３日起停牌。公司目前就该重大事
项与有关部门正在进行论证沟通过程中， 尚无明确结果且存在重大不确定
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经公司申请，公司股
票于２０１２ 年３月１９日起继续停牌５个工作日，并于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６日公告相关进
展情况。
特此公告。
浙江刚泰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９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