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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3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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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3年12月19日披露了《第六届董事会2013年

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其中第二项议案———审议通过《2013-2016年度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中，有2名董事投反对票、1名董事投弃权票，具体理由

补充说明如下：2名董事认为薪酬制度的部分条款需要完善，涉及薪酬结构、兼职薪

酬、考核指标等内容，故投反对票；1名董事认为考核指标可进一步讨论，故投弃权

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其中1名独立董事对利润指

标提出了建议。

特此公告。

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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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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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13年11月2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

会换届的议案》，提名索振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因其本人提出撤

销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资格申请，所以本次会议第8项议案《关于选举索振华先生为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被否定。

本次会议没有修改提案的情况

● 2013年12月6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第一大股东太原狮头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公司64,267,493股股票，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7.94％）提交的《关于选举钟晓强先生为公

司独立董事的议案》临时提案，公司董事会第五届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该提案，并

将该提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3年12月20日星期五上午 9：00�在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开城街一号本公司三楼会

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3年11月27日以公告形式发出。 2013年12月6日，公司董事会收

到公司第一大股东太原狮头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64,267,493股股票，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27.94％）提交的《关于选举钟晓强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临时提案，公司董事

会第五届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该提案，并将该提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会议由

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邓守信先生主持，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3人，代表股

份92,564,112股，占公司总股本230,000,000股的 40.25%。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参加了会议。

本次会议以现场累积投票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陈国和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92,564,11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邓守信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92,564,11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崔照宏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92,564,11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毕俊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92,564,11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牛支元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92,564,11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赵宏达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92,564,11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刘文忠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92,564,11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索振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0股；反对92,564,11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100%；弃权0股。

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张杰成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92,564,11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1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宋靖桢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同意92,564,11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1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王新民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同意92,564,11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1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钟晓强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92,564,11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本次股东大会由山西锋卫（天津）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阴春霞女士、原宏强先生现场

见证并出具了律师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式的

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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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3年12月20日本公司二

楼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三人，实到监事三人。本次会议符合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宋靖桢先生主持， 审议并通过了选举宋靖桢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及

召集人的议案。

特此公告。

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年12月20日

附：

宋靖桢：男，54岁，大专学历，经济师。历任太原狮头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总经济

师、党委书记、董事长。曾荣获全国建材行业优秀企业管理工作者称号，社会兼职为山西省

企业管理协会建材分会理事。 现任太原狮头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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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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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3

年12月20日以现场方式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公司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会议合

法有效。 会议经过与会董事充分讨论以举手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下述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并经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研究，决定选举

陈国和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简历请见附件）。

全体董事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董事长陈国和先生的提名，决定聘任毕俊安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聘任郝瑛女士担

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张蕾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请见附件）。

全体董事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3、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崔照宏先生、郝瑛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简历请见附件）。

全体董事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总工程师的议案；

聘任罗效科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代）、聘任常卫东先生担任公司总工程师（简历

请见附件）。

全体董事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5、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研究，决定选举刘文忠先生、陈国和先生、牛支元先生为董事会战略委员

会委员，其中刘文忠先生为委员会主任；选举钟晓强先生、邓守信先生、崔照宏先生为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钟晓强先生为委员会主任；选举钟晓强先生、赵宏达先生、毕俊安

先生为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钟晓强先生为委员会主任；选举张杰成先生、

陈国和先生、邓守信先生为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张杰成先生为委员会主任。

全体董事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6、根据《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3】41号）及

《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化解钢铁焦化水泥电解铝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实施意见》（晋

政发【2013】40号）文件精神，2000吨/日以下小型新型干法熟料生产线或回转窑生产线

属于进一步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力度范围，结合朔州分公司具体生产经营现状，董事会审议

通过了关停朔州分公司1500吨/日熟料生产线，并授权公司经理层办理相关职工的安置问

题。

特此公告。

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2月20日

附：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陈国和，大专学历，中共党员，经济师。先后在原太原水泥厂机动科、人事科工作，94年

起历任太原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所所长，太原狮头集团公司劳资处处长、太原狮头集团有限

公司纪检书记。

毕俊安：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自86年始历任原太原水泥厂烧成车间副主任、主

任、技改办公室主任、技改机电处处长，太原狮头集团公司水泥制品厂厂长、企峰混凝土分

公司经理、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崔照宏：大专学历。历任太原狮头集团有限公司教育处副处长，技工学校副校长，公司

办主任，总经理助理，技改指挥部副指挥长、太原狮头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太原狮头水泥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郝瑛：太原理工大学毕业，经济师。历任太原狮头集团有限公司团委副书记、太原狮头

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筹委会副主任，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副主任、主任、董事

会秘书、董事、副总经理。

常卫东：中共党员，总工程师，大专，高级工程师，历任公司技术处副处长、处长，副总

工程师，阳泉狮头特水公司技改指挥长，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罗效科：大专学历，会计师，中共党员。 1980年参加工作，先后任原太原水泥厂财务科

会计、副科长、科长，太原狮头集团有限公司财务处处长、副总会计师。

张蕾：大专学历，经济师，中共党员。1999年8月参加工作，先后任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

限公司证券部职员、主任科员、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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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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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2013年12月5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

议通知，于12月20日在北京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 会议应出席董事15名，亲自

出席董事15名，马时亨董事、袁天凡董事通过视频方式出席会议。 会议召开符

合法律法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会议由蒋超良董事长主持，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2014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预算安排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5票，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关于聘任王纬先生为副行长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5票，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会议同意聘任王纬先生为本行副行长， 其任职资格自银监会核准之日起

生效。 王纬先生的简历见附件。

独立董事发表如下意见：同意。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附件：王纬先生简历

附件：简历

王纬先生简历

王纬，50岁，南京农业大学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曾任中国农业银行宁

夏区分行副行长，甘肃省分行副行长，甘肃省分行行长，新疆区分行行长、新疆

兵团分行行长，办公室主任、河北省分行行长，内控合规部总经理，人力资源部

总经理，2011年4月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农业务总监、人力资源部

总经理，2011年12月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层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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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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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监事会2013年第十次会

议于2013年12月1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13年12月20日在本

行总行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7名，现场出席监事7名。 车迎新监事

长主持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本次监事会会议审核并以全票通过以下议案：

关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王纬先生履职责任审计

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股票代码：

000999

股票简称：华润三九 编号：

2013

—

061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九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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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13年度第九次会议于2013年12月20日上午以

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以书面方式于2013年12月17日发出。本次会议应到董事11人，实

到董事11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会议以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一、关于公司部门设立及调整的议案

为推动公司战略落地，建立更加有效的管控模式，持续推进组织变革的深化，进一步

聚焦精益管理及客户价值，构建更为高效的组织形式，公司设立市场与品牌管理部,并将

综合保障部整体并入公共事务中心。 同时，为体现职责与部门名称的统一，将董事会秘书

处更名为证券与法律事务部。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应收款项核销的议案

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关于上市公司做好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等有关事项的通

知》、《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公司对截至

2013年9月30日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354,897,799.13元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进行坏

账核销。 本次核销所涉及的债务人除雅安三九中药贸易有限公司 （账面金额：2,420,

757.00元）、太原慷辉三九医药有限责任公司（账面金额：1,856,048.45元）为公司控股

子公司外，其他债务人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本次核销的应收款项为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华润三九医药贸易有限公司历

年积存的的应收款项，除对雅安三九中药贸易有限公司（账面金额：2,420,757.00元）的

应收款项账龄为5年外，其余款项账龄均已超过10年。 针对以前年度遗留的欠款问题，公

司非常重视清欠工作并采取了大量措施。 公司成立清欠办公室专职清收，对欠款的结构

和账龄进行分析，向相关客户发催款电报及审计询证函、发送律师函等，并对部分客户提

起了法律诉讼。 由于欠款结构、形成原因复杂，人员变动巨大，清欠工作难度非常大，公司

采取了大量的措施仍然有大量欠款不能收回。

上述拟核销的应收款项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本次核销不影响当期损益。 核销后公

司仍然会对该部分客户进行账销案存管理，保留追索权。

针对以前年度应收款项管理存在的问题，公司强化了应收款项管理，制定了《信用管

理制度》、《应收账款稽核管理办法》等制度，有效降低了坏账风险。 截至2013年半年度，

公司应收款项清晰、 结构合理， 本次应收款项核销后， 公司一年以内应收款项占比

79.36%，二年以内应收款项占比83.80%。

独立董事意见：（1）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财务制度计提坏账准备，本次核销的

应收款项根据会计政策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不影响当期损益；（2）公司本次核销坏账，

可公允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3）审议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2013年第九次会议对

以上议案的表决结果。

监事会意见：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进行应收款项坏账核销，符合公

司的实际情况，本次核销的应收款项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核销不影响公司当期损益。 公

司董事会就该事项的决议程序合法合规， 同意公司对本议案所述应收款项进行坏账核

销。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0999

证券简称：华润三九 公告编号：

2013-062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七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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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2013年度第七次会议于2013年12月20日上午以

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3年12月17日发出。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到监事5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以投票

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一、关于应收款项核销的议案

监事会对核销应收款项坏账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进行应收款项坏账核销，符合公司的实际情

况，本次核销的应收款项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核销不影响公司当期损益。 公司董事会就

该事项的决议程序合法合规，同意公司对本议案所述应收款项进行坏账核销。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600739

证券简称：辽宁成大 编号：临

2013-054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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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于2013年12月20日在大连成大大厦会议室召开。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89,483,578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13.88

（三）本次会议由董事会提议召开，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会议的召开、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董事长尚书志先生因公务出国不能出席本次会议,经半数以上董事

共同推举,由公司董事葛郁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

票数

同意

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比

例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是否通

过

1

关于出售广发证券员工股

权激励计划之股权储备集

合财产信托之受益权等事

宜的议案

189,483,578 100% 0 0 0 0

是

2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

案

189,383,849 99.95% 99,729 0.05% 0 0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辽宁恒信律师事务所张贞东律师和赵妍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

证，并出具了《关于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合法有效。 ”

四、上网公告附件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12月20日

证券代码：

600739

证券简称：辽宁成大 编号：临

2013－055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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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12月20日，公司接到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财信

托” ）通知，粤财信托·广发证券员工股权激励计划之股权储备集合财产信托

（以下简称“原信托” ）之受益权已经全部转让给川信?广发图强长效计划单

一资金信托（以下简称“新信托” ）。 现将出售资产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原信托第四次受益人大会表决事项获得全体受益人所持表决权一致通

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原15家股东已于2013年

12月20日与粤财信托签署《粤财信托·广发证券员工股权激励计划之股权储

备集合财产信托合同补充协议（四）》。

新信托是广发证券工会委员会（以下简称“广发证券工会” ）委托四川

信托有限公司设立的信托计划。 新信托为他益信托，受益人为广发证券员工。

新信托于2013年12月20日签署了《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新信托以每份信

托单位5.43元的价格受让原15家股东（指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敖东

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香江集团有限公

司、广州高金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普宁

市信宏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亨通集团有限公司、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汇天泽投资有限公司、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湖北水牛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广州钢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广东肇庆星

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全部原信托受益权，受让的总信托单位数

量共计240,915,662份，信托受益权转让对价合计人民币1,308,172,044.66

元，并于同日在粤财信托办理完毕信托受益权转让登记手续。

其中本公司在原信托中的全部受益权以357,205,664.76元的价款（转让

价款为每份信托单位价格5.43元×持有的信托单位数量65,783,732份信托

单位） 转让给新信托， 详情请参见本公司于2013年12月5日在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

露的公司《出售资产公告》（公告编号：2013-050）。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2月20日

股票代码：

600123

股票简称：兰花科创 公告编号：临

2013-020

债券代码：

122200

债券简称：

12

晋兰花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国有股权划转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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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于2013年12月20日收到控股股东山西兰花煤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兰花集团” ）通知,通知主要内容如下：

“12月19日，兰花集团公司收到晋城市城市经济发展投资有限公司通知，根据晋

城市政府《关于部分市属国有企业产权划转有关事宜的通知》，拟将山西太行无烟

煤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兰花集团33.79%的股权划转给晋城市城市经济发展投

资有限公司。 上述股权划转完成后，兰花集团公司注册资本仍为100,800万元，其中

晋城市城市经济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出资34,060万元，占总股本的33.79%,为兰花集

团第一大股东。 ”

晋城市城市经济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3月，注册资本3亿元，其中晋

城市政府持股99%，晋城市经济建设投资公司持股1%，法定代表人常进立；经营范

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开发及经营；土地收储、基础产业及高新技术产业投资与开

发。

（一）划转前后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股权划转前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划转前：

划转后：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拟将山西太行无烟煤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兰花集团33.79%的股权划

转给晋城市城市经济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

核准豁免要约收购义务。 本公司将根据工作进展情况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2月21日

证券代码：

600999

证券简称：招商证券 编号：临

2013－062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准设立

62

家分支机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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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深圳证监局关于

核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62家分支机构的批复》（深证局许可字

[2013]� 183号）。

根据该批复，公司获准在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安徽、福建、

江西、黑龙江、海南、贵州、陕西、四川、湖北、内蒙古、广西、深圳、宁波、青岛等

地设立62家证券营业部，具体情况如附表。

公司将依法依规为新设分支机构配备人员，健全完善制度、业务设施和信

息系统； 并自批复下发之日起6个月内完成分支机构设立及工商登记事宜，按

照要求申领证券公司分支机构《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

特此公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12月20日

附表：

序号

核准设立

分支机构类型

所在市 家数 业务范围

信息系统

建设模式

（

A/

B/C

）

1

证券营业部 北京市

4 C

2

证券营业部 上海市

5 C

3

证券营业部 广东省广州市

3 C

4

证券营业部 广东省东莞市

3 C

5

证券营业部 广东省惠州市

1 C

6

证券营业部 广东省江门市

1 C

7

证券营业部 广东省珠海市

1 C

8

证券营业部 广东省云浮市

1 C

9

证券营业部 广东省佛山市

1 C

10

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南京市

1 C

11

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常州市

1 C

12

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苏州市

2 C

13

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无锡市

2 C

14

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镇江市

1 C

15

证券营业部 浙江省绍兴市

1 C

16

证券营业部 浙江省台州市

1 C

证券经纪

；

证

券投资咨询

；

与证券交易

、

证券投资活动

有关的财务顾

问

；

证券承销

与保荐

；

融资

融券

；

证券投

资基金代销

；

为期货公司提

供中间介绍业

务

；

代销金融

产品

。

17

证券营业部 浙江省嘉兴市

1 C

18

证券营业部 浙江省湖州市

1 C

19

证券营业部 浙江省金华市

1 C

20

证券营业部 山东省淄博市

1 C

21

证券营业部 山东省济宁市

1 C

22

证券营业部 山东省临沂市

1 C

23

证券营业部 山东省潍坊市

1 C

24

证券营业部 山东省威海市

1 C

25

证券营业部 安徽省合肥市

1 C

26

证券营业部 安徽省芜湖市

1 C

27

证券营业部 安徽省蚌埠市

1 C

28

证券营业部 安徽省阜阳市

1 C

29

证券营业部 福建省福州市

1 C

30

证券营业部 福建省莆田市

1 C

31

证券营业部 福建省泉州市

1 C

32

证券营业部 江西省南昌市

1 C

33

证券营业部 江西省赣州市

1 C

34

证券营业部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1 C

35

证券营业部 黑龙江省绥化市

1 C

36

证券营业部 海南省海口市

1 B

37

证券营业部 贵州省贵阳市

1 B

38

证券营业部 陕西省西安市

1 C

39

证券营业部 四川省绵阳市

1 C

40

证券营业部 湖北省黄石市

1 C

41

证券营业部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1 B

42

证券营业部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

1 C

43

证券营业部 深圳市

4

1

家

B

型

3

家

C

型

44

证券营业部 宁波市

2 C

45

证券营业部 青岛市

1 C

证券简称：天音控股 证券代码：

000829

公告编号：

2013- 48

号

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

万

股

）

减持比例

（

%

）

中江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

公司

大宗交易

12

月

17

日

6.65 500 0.5

大宗交易

12

月

19

日

6.39 1000 1

合 计

1500

2、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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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中江国际

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3091.01 3.26 1591.01 1.7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3091.01 3.26 1591.01 1.7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二、其他相关说明

1、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减持符合《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

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

2、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减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

规则的规定，遵守了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中所做出的承诺。

特此公告

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2月21日

证券代码：

000750

证券简称：国海证券 公告编号：

2013-83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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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知于2013年12月16日以电子

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13年12月20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8人，

董事秦春楠先生因公出差，授权委托董事长张雅锋女士代为行使表决权。 会议由公司董事

长张雅锋女士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议合

法有效。 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关于参与广西北部湾股权托管交易所股份有限公

司增资扩股的议案》，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 公司出资不超过1亿元对原广西北部湾股权托管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增资扩

股，牵头组建广西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增资扩股完成后，公司持有广西区域性股权交易市

场的股权比例不低于35%，为其第一大股东；增资扩股完成后的公司暨新设立的广西区域

性股权交易市场的名称、注册资本、各股东的出资比例以相关部门的批复为准；

二、授权公司经营层根据有关规定全权办理参与广西北部湾股权托管交易所股份有限

公司增资扩股，组建广西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的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