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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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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3年12月12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新疆中

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13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无修改议案的情况，也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3年12月27日上午10:30时。

2、会议召开地点：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洪欣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表共4人，代表4名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488,300,

57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5.1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上海市浦栋律师事

务所唐勇强律师、张立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通过逐项审议，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选举王洪欣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488,300,5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2）选举陈道强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488,300,5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3）选举孙润兰女士为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488,300,5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4）选举王龙远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488,300,5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5）选举范雪峰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488,300,5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6）选举李良甫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488,300,5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7）选举肖会明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488,300,5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8）选举王文龙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488,300,5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2、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选举沈建文女士为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488,300,5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2）选举何云先生为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488,300,5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3）选举郝震宇先生为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488,300,5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4）选举赵成斌先生为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488,300,5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5）选举吾满江·艾力先生为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488,300,5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后，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会总数的二分之一。

（二）会议通过逐项审议，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选举郑欣洲先生为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488,300,5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2、选举谭顺龙先生为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488,300,5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3、选举周芳女士为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488,300,5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以上监事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监事冯召海、唐湘军组成第五届监事会。

本次监事会换届选举后，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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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会议逐项审议通过关于预计公司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与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乌鲁木齐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386,288,619�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股份0股；弃权股份0股。

2、与新疆新冶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147,796,95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股份0股；弃权股份0股。

3、与新疆三联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新疆三联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442,515,573�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股份0股；弃权股份0股。

4、与新疆中泰集团工程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147,796,95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股份0股；弃权股份0股。

5、与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新疆中泰（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147,796,95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股份0股；弃权股份0股。

6、与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147,796,95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股份0股；弃权股份0股。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开展投资理财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488,300,5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股份0股；弃权股份0股。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488,300,5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股份0股；弃权股份0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唐勇强律师、张立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二○一三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

的资格、现场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是真实、合法、有效的，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3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对公司2013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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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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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重大遗漏。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五届一次董事会通知于2013年12月

20日以专人送达、传真形式发出，于2013年12月27日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

事13名，实际出席董事11名，董事陈道强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参会，授权委托董事王龙远先

生代其行使表决权，董事孙润兰女士因出差无法参会，授权委托董事王龙远先生代其行使

表决权，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王洪欣先生主持。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表决通过

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王洪欣先生为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推选王

洪欣先生为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即日起至本届

董事会任期结束止。 王洪欣先生简历见附件。

二、会议以赞成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范雪峰先生为公司

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聘任范

雪峰先生为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即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结

束止。 范雪峰先生简历见附件。

三、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总经

理范雪峰先生提名，报提名委员会审核，聘任杨江红女士、雷霞女士、丁永众先生、王泉成先

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即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结束止。 杨江红女士、雷霞女士、

丁永众先生、王泉成先生简历见附件。

1、聘任杨江红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聘任雷霞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聘任丁永众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聘任王泉成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会议以赞成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杨江红女士为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董事

长王洪欣先生提名， 聘任杨江红女士为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秘书，任

期三年，自即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结束止。 杨江红女士简历见附件。

杨江红女士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乌鲁木齐市西山路78号

联系电话：0991-8751690

传真号码：0991-8751690

电子邮箱：zthxyjh@126.com

五、逐项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1、战略委员会（9人）

（1）选举王洪欣先生为战略委员会委员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选举陈道强先生为战略委员会委员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选举孙润兰女士为战略委员会委员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选举王龙远先生为战略委员会委员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选举范雪峰先生为战略委员会委员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选举肖会明先生为战略委员会委员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选举李良甫先生为战略委员会委员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选举郝震宇先生为战略委员会委员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9）选举吾满江·艾力先生为战略委员会委员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计委员会（3人）

（1）选举赵成斌先生为审计委员会委员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选举何云先生为审计委员会委员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选举孙润兰女士为审计委员会委员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提名委员会（5人）

（1）选举何云先生为提名委员会委员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选举沈建文女士为提名委员会委员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选举吾满江·艾力先生为提名委员会委员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选举王龙远先生为提名委员会委员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选举王文龙先生为提名委员会委员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3人）

（1）选举沈建文女士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选举何云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选举郝震宇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由不少于三名董事组成，

其中独立董事占半数以上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

六、逐项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

1、选举王洪欣先生为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选举赵成斌先生为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选举何云先生为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选举沈建文女士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会议以赞成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

案；

根据《公司法》、《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聘任杨

江红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即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结束止。 杨江红女士简历

见附件。

八、会议以赞成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的议案；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

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聘任费翔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

三年。 费翔女士简历见附件。

九、会议以赞成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

的议案；

根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部审计工作指引》的规定，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聘

任刘丽霞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任期三年。 刘丽霞女士简历见附件。

十、会议以赞成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新疆中泰国信环保新材

料有限公司投资建设SCR脱硝催化剂项目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2013年12月2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上述项目的投资额度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附件

公司董事长简历

王洪欣先生，1965年出生，研究生学历、清华大学EMBA，高级工程师。 2001年12月至

今任本公司董事长；2003年1月至2013年9月兼任新疆中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原名：新

疆中化建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2003年7月至2009年12月任新疆化工（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副董事长；2004年1月至2009年6月兼任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2008年5月至2009年12月任新疆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2009年8月至2009年10

月兼任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 乌鲁木齐市第十四届、 十五届人大代表。

2011年10月当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八届党委候补委员。 2012年7月至今任新疆中泰（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2012年9月至今任新疆中泰物产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洪欣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36,200股，王洪欣先生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新疆中泰（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王洪欣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公司总经理简历

范雪峰先生，1958年出生，工程师，北京大学在读EMBA。 2013年7月至今任本公司总

经理；2001年12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2009年8月至2009年10月兼任新疆中泰化学

阜康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0年7月至今兼任新疆中泰化学准东煤业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2007年6月至2013年7月任本公司副总经理；2013年8月至今兼任新疆中泰新材料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

范雪峰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52,500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范雪

峰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公司副总经理简历

杨江红女士，1971年出生，研究生学历。 1992年10月至2001年1月，在新疆化工供销总

公司销售公司工作，历任业务员、副总经理；2001年12月至2004年5月，任本公司市场营销二

部部长；2004年6月至2007年1月，任本公司市场营销部部长；2007年1月至2008年10月任本

公司物流总公司总经理；2008年10月至2009年9月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兼中泰化学物流总

公司总经理；2009年9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2010年7月至2012年7月兼任新疆中泰化

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2012年11月至今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杨江红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杨江红女士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雷霞女士，1966年出生，本科学历。 1992年12月至2004年12月任新疆化工供销总公司

业务员、主任、书记、法人；2004年12月至2008年10月任本公司物资装备部部长；2008年10

月至2010年7月任本公司供销总公司书记、副总经理；2010年7月至2011年12月任本公司总

经办主任、商务部部长、党委办公室主任；2011年12月至2013年7月任本公司采购事业部总

经理；2012年9月至2013年7月任本公司销售事业部总经理；2013年7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

经理。

雷霞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雷霞女士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丁永众先生，1968年出生，本科学历。 1993年8月至2001年4月新疆化工供销公司任科

员， 副科长；2001年4月至2008年1月任本公司市场营销二部部长；2008年1月至2009年1月

任新疆中化建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2012年2月至2012年5月任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

流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2012年5月至今任本公司销售事业部常务副总经理。

丁永众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丁永众先生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王泉成先生，1969年出生，本科学历。 1995年10月至1996年10月任吐鲁番地委组织部

办公室副主任；1996年10月至1999年8月任吐鲁番地委组织部调研室副主任、 组织科副科

长；1999年8月至2001年5月任吐鲁番地委组织部调研室主任；2001年5月至2002年5月任吐

鲁番地委办公室信息科科长；2002年5月至2005年11月任吐鲁番地委政研室副主任；2005

年11月至2008年6月任鄯善县委副书记、 吐鲁番地委政研室副主任；2008年6月至2009年8

月任鄯善县委常委、鄯善石化产业园区工委书记（正县级）；2009年8月至2012年2月任吐鲁

番地委旅游局党组副书记、局长；2012年2月至2013年6月任吐鲁番地区旅游局调研员，负责

吐鲁番国际文化产业园区筹建；2013年6月至2013年12月任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规划发展部部长。

王泉成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7,000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泉

成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简历

杨江红女士，1971年出生，研究生学历。 1992年10月至2001年1月，在新疆化工供销总

公司销售公司工作，历任业务员、副总经理；2001年12月至2004年5月，任本公司市场营销二

部部长；2004年6月至2007年1月，任本公司市场营销部部长；2007年1月至2008年10月任本

公司物流总公司总经理；2008年10月至2009年9月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兼中泰化学物流总

公司总经理；2009年9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2010年7月至2012年7月兼任新疆中泰化

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2012年11月至今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杨江红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杨江红女士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费翔女士，1980年2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助理会计师。2004年至今在新疆中泰化学股

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工作，2013年2月至2013年11月任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副

部长；2013年7月任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13年11月至今任新疆中泰

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部长。

费翔女士于2010年12月取得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费翔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

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费翔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简历

刘丽霞女士，1978年出生，大专学历，注册会计师、会计师。1999年毕业于新疆广播电视

大学会计电算化专业；1999年8月至2003年9月在新疆沙雅监狱财务科从事出纳及会计工

作；2003年9月至2004年8月在新疆财经学院脱产学习注册会计师有关课程（于2006年全科

通过注册会计师考试）；2004年9月至2010年12月31日在上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新疆分所

从事审计工作， 担任项目经理；2011年1月至2012年11月在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审

计部担任审计主管；2012年11月至今任本公司审计部负责人；2013年11月至今任本公司审

计部部长。

刘丽霞女士持有本公司股份2,550股。 刘丽霞女士从事会计、审计工作10余年，具有丰

富的相关从业经验。 刘丽霞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刘丽霞女士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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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一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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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重大遗漏。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五届一次监事会于2013年12月20日以专人送达、传真形式

发出会议通知，于2013年12月27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应到监事5名，实际到会监事4名，

监事冯召海先生因出差无法参会，授权监事唐湘军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 会议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规定。 会议就提交的各项议案形成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郑欣洲先生为公司第

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

已满，现选举郑欣洲先生为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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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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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四届二十九次董事会、2013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设立新疆中泰国信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及开展项目建设前期

工作的议案》，2013年10月20日新疆中泰国信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国信

环保公司” ）注册成立，注册资本3,000万元，其中本公司以货币出资1,530万元，占注册资

本的51%，北京国信恒润能源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1,47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9%。 2013年11月15日，中泰国信环保公司年产10,000立方米SCR脱硝催化剂项目经阜康

发改委以阜发改投资【2013】323号文件备案。

中泰国信环保公司总体规划年产10,000立方米SCR脱硝催化剂项目，总投资约11,512

万元，年均销售收入29,000万元；年均利润总额3,523.8万元；项目的投资利润率为30.61%；

项目财务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前）31.89%；项目财务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后）25.51%。 该项

目建设地址在公司阜康工业园内，总体规划项目分两期建设，中泰国信环保公司拟先启动

投资建设一期年产5,000� m3SCR脱硝催化剂项目，一期投资约7,135.79万元，根据产品市

场情况择机启动后续年产5,000� m3SCR脱硝催化剂项目的建设工作， 预计一期项目于

2014年上半年内建成投产。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上述项目的投资额度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单位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新疆中泰国信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赵永禄

注册地址：新疆昌吉州阜康市博峰路174号

主营业务：环保产品及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化工产品、机械设备、五

金交电的销售。

新疆中泰国信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公司，其股权结构为：中泰化学持

有中泰国信环保公司51%股权； 北京国信恒润能源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持有中泰国信环

保公司49%股权。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13年12月27日召开五届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疆中泰国信环保新

材料有限公司投资建设SCR脱硝催化剂项目的议案》， 授权公司经营层具体办理项目建设

的全部手续，包括但不限于项目设计、设备选型和预定、土地出让等相关手续。

二、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投资建设SCR脱硝催化剂项目，有利于公司自备电厂脱硝装置的建设及涉足新领

域，而且对公司对外环保市场拓展起到促进作用，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增加企业经济

效益。

三、备查文件

公司五届一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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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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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于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以专人送达、传真、

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了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的通知， 于二○一三

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 会议应表决董事9名，实际表决

董事9名。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恒天

凯马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经审议，会议通过记名投票表决方式作出如下决议：

一、以9票赞成审议通过了《关于山东凯马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投资设立全

资子公司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临2013—027号公告）

特此公告。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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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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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外投资概述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凯马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马汽车” ）

为加快产品结构和市场结构调整步伐，进一步降低物流和生产成本，拓展西南

地区市场，培育新的盈利增长点，拟投资1650万元在贵州省毕节地区织金县投

资设立全资子公司贵州凯马车辆有限公司（暂定名，简称“贵州凯马车辆” ）。

该项投资已经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董事会授权经理层办理

设立公司的具体事项。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凯马汽车是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75.01%股权。凯马汽车为有

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董宜顺。 经营范围包括：制造、销售：农用运输车、汽

车及配附件（按国家经贸委公告执行）；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

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

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技术除外）。 截止

2012年12月31日，凯马汽车总资产为199542.46万元，净资产84602.92万元，

实现营业收入271742.91万元，实现净利润4220.81万元；截止2013年6月30日，

凯马汽车总资产为209145.30万元， 净资产80289.71万元， 实现营业收入

138366.59万元，实现利润总额1312万元。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贵州凯马车辆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注册为准）

（二）注册地址：贵州省毕节地区织金县绮陌工业园

（三）注册资金：人民币1650万元

（四）出资方式：现金出资，资金来源为凯马汽车自有资金

（五）公司性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六）经营范围：农业机械及汽车、新能源汽车、汽车零配件（以工商注册

登记为准）

（七）组织形式：将设立董事会、监事会

四、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目前凯马汽车的产品主要销售辐射地域为东北、华北、华中等区域，云、

贵、川等省份受路途遥远、运输成本高等因素影响，市场份额较小。 凯马汽车在

贵州设立全资子公司，有利于提高凯马汽车产品在西南地区的市场份额，提高

企业盈利能力。

特此公告。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900953

股票简称：凯马

B

编号：临

2013

—

028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完成注册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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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在中国(上海)自由

贸易试验区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事宜（详见本公司临2013—23号公告，刊载

于2013年12月11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香港文汇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近日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取得企业营业执照，现将有关注册信息公告如

下：

一、公司名称：上海凯跃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二、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西里路55号1442B室

三、注册号：310141000026540

四、注册资金：人民币壹佰万元

五、企业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六、经营范围：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装卸服务，矿产品（除专

控）、化工原料及其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

品、易制毒化学品）、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除棉花）、日用百货、家用电器、玩

具、服装鞋帽、化妆品、文具、仪器仪表、装饰材料、建筑材料、工艺品（除文

物）、五金交电、机电产品、汽车零部件、金属材料及其制品的销售。（经营项目

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特此公告。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979

证券简称：广安爱众 公告编号：临

2013-066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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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是否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否

本次会议召开前是否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否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3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于2013年12月27日上午9：30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3年12月10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日报》上以公告形式发出。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进行，参加本

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8人， 代表股份413765834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57.64%。

董事长罗庆红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董事会秘书何非先生以及其

他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康达

（成都）律师事务所（原四川英捷律师事务所）田原律师、覃睿律师

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其他

相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经过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形成了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爱众矿业投资暨爱众矿业投资增资长

青矿业的议案》

（一）同意成立爱众矿业投资

会议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9100万元与四川厚源矿业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厚源集团” ）现金出资3900万元共同成立四川

爱众矿业投资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机构核准的为准，以下

简称“爱众矿业投资” ），其中公司持有爱众矿业投资70%股权，厚源

矿业持有爱众矿业投资30%股权。

（二）同意爱众矿业投资增资长青矿业

会议同意爱众矿业投资设立后， 出资13000万元增资筠连县长

青矿业有限公司（含整合持有华丰煤业100%股权后，以下简称“长

青矿业” ），持有长青矿业30.24%股权。

同时， 会议同意授权公司经营层具体负责办理爱众矿业投资成

立和爱众矿业投资增资长青矿业涉及的协议签订、 工商登记等各项

具体事宜。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413765834 100 % 0 0% 0 0％

是

2、 审议通过了 《关于参股德阳市金坤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议

案》

会议同意公司在主发起人四川金鼎产融控股有限公司获得省政

府金融办出具的筹建批复文件后拟出资10000万元参股德阳市金坤

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机构核准的为准），持有其

20%的股份。同时，会议同意授权经营层具体办理本次参股小额贷款

公司涉及的协议签订、工商登记等各项事宜。

本事项涉及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四川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

司回避表决。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280485558 100 % 0 0% 0 0％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聘请的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田原律师、覃睿律师出

席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结论：广安爱众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

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决议；

（三）经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900950

证券简称：新城

B

股 编号：

2013-035

江苏新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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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新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城控股” ）通知，新城控股已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非流通境内法人

股5,0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14%）质押给厦门国际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159,318.72万股，新城控股被质押

的本公司股份合计5,000万股，占其持有公司总股份的5.33%，占公

司总股本的3.14%。

特此公告。

江苏新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股票简称：罗平锌电 股票代码：

002114

公告编号：

2013-68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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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3�年12月27日接到控股股东罗平县锌电

公司通知， 罗平县锌电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与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

易（以下简称“股票质押回购”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罗平县锌电公司与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1900万股公司股票进行期限为36个月的股票质

押回购业务。

2、罗平县锌电公司于2013年12月24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股票质押回购业务，股份质押期

限自该日起，至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为止，质押期间该股

份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3、罗平县锌电公司共持有本公司股份9759.76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5.90%，均为限售股份。 上

述质押的1900万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99%。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罗平县锌电公司共质押了4800万股公司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271,840,827

股的17.66%。其中2900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0.67%）于2013年5月28日贷款质押给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罗平县支行。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237

证券简称：恒邦股份 公告编号：

2013-042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实用新型专利证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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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取得一项实用新型专利，并取得了国

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相关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申请

日

有效期 证书号

1

ZL 2013 2

0331559.3

一种移动式排

风罩

2013

年

06

月

09

日

10

年 第

3287890

号

特此公告。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256

证券简称：彩虹精化 公告编号：

2013－077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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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13年12月26日接到控

股股东深圳市彩虹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彩虹集团” ）通知，彩虹集团将其

持有的原质押给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科技支行的31,5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0.06%，该质押事项详见公司2013年5月22日刊登在《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第

2013-031号公告）于2013年12月26日全部解除了质押，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目前，彩虹集团共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22,616,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39.15%。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彩虹集团共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90,500,000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28.90%。

特此公告。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979

证券简称：中弘股份 公告编号：

2013-107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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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弘卓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弘卓业” ）持有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本公司” ）768,309,300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9.95%，为本

公司控股股东。 截至本公告前，中弘卓业质押本公司股份710,889,337股，占本公司总股

本的36.97%。

接中弘卓业通知，2013年12月25日， 中弘卓业将其已质押给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的本公司股份36,000,000股解除了质押，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87%� 。

上述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至本公告日， 中弘卓业共质押本公司股份674,889,337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5.10%。

特此公告。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123

证券简称：荣信股份 公告编号：

2013-053

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权质押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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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3年12月27日，本公司接到公司股东左强先生（左强先生持有本公司

股份58,589,732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1.62%）的通知，左强以其持有的本

公司的部分股权42,194,090股质押给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质押期限自

2013年12月26日至质押担保范围内的债权得到全部清偿后解除。 左强先生

已于2013年12月2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

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截止2013年12月26日， 左强先生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42,194,09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8.37%。

特此公告

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2月28日

股票代码：

600965

股票简称：福成五丰 公告编号：

2013

—

051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燕郊乳制品分公司因迁建停产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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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下属企业燕郊乳制品分公司因厂房迁建、 设备搬迁于2013年12

月27日停产。在此期间该公司将暂停对外灌装业务，公司的主要产品有机奶、

白色黄金等产品将委托有资质的企业进行灌装。

本次停产期预计六个月，在此期间公司将对迁建的厂房进行装修、设备

安装及调试、生产许可认证等。

本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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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浪潮信息 公告编号：

2013-044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获得财政拨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关于下达2013年第二批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项目产业技术研究

与开发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鲁财建指[2013]230号），公司于近日收到高

技术产业发展项目产业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800万元人民币，用于“云安全

操作系统产业化”项目。 该项目计划于2012年11月开始实施，2014年10月结

束，项目实施周期为两年。 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根据项目实

施进度计入“营业外收入” ，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

为准。

特此公告。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