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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408

证券简称：安泰集团 编号：临

2013

—

015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结果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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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14日披露了《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股东增持本公司股份的公告》（详见2011年12月14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控股股东李安民先生提出的在未来12个月内，择机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增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2%股份的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已届满，现将有关增持计划实施结果补充公告如下：

一、增持计划具体内容

控股股东李安民先生于2011年12月13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1,260,002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13%。 同时，李安民先生表示，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兼实际控制人，为支持并看好公司的长远稳定发展，拟在未来12个月内，择

机继续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部分股份， 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目前总股本的2%（含本次已增持的股

份）。

二、增持计划实施情况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李安民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315,73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1.36%。 2011年12月13日和2012年7

月6日期间， 李安民先生分别两次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增持本公司股份共计2,069,11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21%。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后，李安民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317,807,1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1.57%。

三、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四、增持承诺履行情况

控股股东李安民先生严格履行了增持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未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公司聘请的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就本次公司控股股东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专项核查法律

意见书》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由于工作疏忽，公司未能及时发布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结果的公告，由此带来的不便，公司表示歉意，敬请

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

600789

股票简称：鲁抗医药 公告编号：临

2013-025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财政扶持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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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于近日分别收到济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下发的

《关于下达济宁高新区2013年度科技扶持资金的通知》 和济宁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经济发展局下发的 《关于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企业发

展扶持资金的批复》。 为进一步提高区域自主创新能力，鼓励重点企业加大

研发投入，加快企业发展，济宁市财政局开发区分局向本公司分别拨付企业

科技扶持资金900万元、发展扶持资金6200万元，共计7100万元。

上述财政扶持资金已于2013年12月27日转入公司资金账户。 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将上述资金确定为营业外收入并计入当期损

益。

特此公告！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198

证券简称：大唐电信 公告编号：

2013

—

065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职工监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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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3年临时职工代表大会于2013年12月27日召开， 经职工代表大

会审议，作出如下决议：

刘津不再担任公司职工监事， 选举郭杰文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监

事，任期自2013年12月27日起至2016年8月15日。 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年12月28日

附简历：

郭杰文，女，38岁，大学本科，曾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科技处、大唐电信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开发生产部、综合办公室等部门任职，担任部门副主

任、主任等职务。现任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办公室主任、总部工会

主席、内控部总经理。

证券代码：

600271

证券简称：航天信息 编号：

2013-015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13�年12�月20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传真方

式向全体董事和监事发出会议通知，根据通知，本次会议于2013�年12�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

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湖南航天卫星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的议案” ：

湖南航天卫星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卫通）的主要业务方向为卫星应用和卫星通讯，

公司于2007年投资2550万元，以增资扩股方式持有了其51%的股权，目前为航天信息的控股子公司。

由于湖南卫通的主营业务受国家政策影响较大，且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其所经营业务的毛利率

持续下滑，造成该公司经营状况一直不理想，自2011年起湖南卫通开始处于亏损状态。 2013年5月15

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3〕19号）》，其中第

12条、第17条分别规定：取消企业投资卫星电视接收机及关键件、国家特殊规定的移动通信系统及终

端等生产项目核准、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生产企业指定，该政策的实施使湖南卫通原来拥有的资质优势

也基本丧失。 鉴于湖南卫通目前的经营状况已无法扭转，为此公司将对湖南卫通进行清算，由湖南卫

通按照其《章程》规定，开展清算工作。

特此公告。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886

证券简称：国投电力 编号：临

2013-064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高管辞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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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副总经理张元领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张元领

先生因工作调动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辞职后，张元领先生不在公

司担任任何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张元领先生的工作及对公司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并对其表

示衷心感谢。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张元领先生的辞职报

告自2013年12月27日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特此公告。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2月28日

股票简称：平高电气 股票代码：

600312

编号：临

2013

—

056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重大事项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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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公司产品在“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项目2013年第六批货

物集中招标”活动中中标，中标总金额为人民币14,571.10万元。

公司 2012�年全年营业收入为 32.84�亿元， 此次中标将对公

司未来经营产生积极的影响。

特此公告。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186

证券简称：莲花味精 公告编码：

2013

—

041

河南莲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冻结

情况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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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通知，因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郑州办事处诉项城市天安科技有限公司一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轮候

冻结项城市天安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78,260,870股流通股， 冻结起

始日为2013年12月24日，冻结期限为两年，自转为正式冻结之日起计算；冻

结项城市天安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24,600,000股流通股， 冻结起始

日为2013年12月24日，冻结终止日为2015年12月23日。

特此公告。

河南莲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0056

证券简称：中国医药 公告编号：临

2013-063

号

中国医药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管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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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陶乃强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于近日请求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董

事会接受陶乃强先生的请求， 并对陶乃强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为公司发

展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医药保健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748

股票简称：上实发展 公告编号：临

2013-16

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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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3年12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应参加董事七

名，实际参加董事七名，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持有的上海丰启置业有限公司9%股权挂牌转让的议案》

为了适应公司整体发展战略，提升公司经济效益，董事会同意公司将持有的上海丰启

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丰启” ）9%股权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的方式进

行出售，挂牌底价为人民币150,882,357.33元。 同时，董事会授权公司行政全权办理本次

转让相关事宜。

上海丰启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6,624.4898万元， 注册地址为青浦区朱家角镇康业路

951弄32号3269室，法定代表人为唐钧，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经营范围是“在上海市青浦区朱家角镇10街坊18/5丘从事住宅开发及经营。（涉及行政许

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

上海丰启系为开发上海市青浦区朱家角镇10街坊18/5丘地块而设立的项目公司。 该

项目北至淀山湖大道，南至绿舟路，西至绿湖路，东至复兴路。 土地性质为国有出让用地；

土地总面积434,855平方米；规划用途为住宅，规划容积率为0.5。

根据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以2013年8月31日为基准日的审计报告

《上会师报字(2013)第 2377�号》，上海丰启净资产35,202.68万元，负债50,148.10万元，

总资产85,350.78万元。

根据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以2013年8月31日为基准日的公司整体资产

评估报告《信资评报字[2013]第309�号》，上海丰启评估净资产167,337.64万元，负债50,

148.10万元，评估总资产217,485.74万元。

通过本次转让，公司将获得良好的投资收益，有效地优化公司的现金流，有利于公司

的持续健康发展。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关于公司2014年度贷款计划的议案》

根据2014年公司经营目标及业务发展需要，计划2014年公司合并体系内银行借款总

额在2013年底61.67亿元人民币的基础上新增贷款控制在30亿元人民币以内，总体贷款计

划如下：

1)、公司合并体系内

（1）、拟通过资产抵押计划获得12亿元人民币贷款或经营性物业贷款。

抵押物名称 资产面积

（

M2

）

贷款金额

(

亿元

）

备注

海上海商铺

、

底商等

42,468.94 7

计划

上实大厦

24,551.37 5

其中上实发展持有

10089.56M2

，

实开发持有

14461.81M2

合计

67,020.31 12

（2）、拟通过公司信用计划获得10亿元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或信托贷款。

（3）、拟通过股权质押方式计划获得8亿元人民币并购贷款。

2)、公司非合并体系内下属公司开发贷

泉州市上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拟通过土地（55,421平方米）及地上建筑物抵押计划

获得5-7亿元人民币房地产开发贷。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740

证券简称：山西焦化 编号：临

2013-032

号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第四十二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重要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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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1月14日10:00时

●股权登记日：2014年1月7日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会议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定于2014年1月14日（星期二）上午10:00时召开公司

第四十二次股东大会。 具体如下：

1、会议召开时间

2014年1月14日（星期二）上午10:00。

2、会议召开地点

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

5、股权登记日：2014年1月7日（星期二）。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与关联方共同出资设立山西焦煤集团飞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的议案》。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的记名表决方式，由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的半数以上通过；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回

避表决。

上述议案相关公告（临2013—028号）于2013年11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披露。 相关股东大会会议资料将于

2013年12月31日（星期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上进行登载。

三、出席会议事项

1、出席会议对象

（1）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2014年1月7日（星期二）交易结束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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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东， 因故不能出席者可委托代理人出

席；

（3）公司聘请的律师。

2、参加会议办法

（1）拟出席会议的自然人股东请持股票账户卡、本人身份证件（股东代

理人另需股东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本人身份证件）， 法人股东代理人请持股

票账户卡、代理人本人身份证明、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和加盖法人公章的授

权委托书，于2014年1月13日（星期一）18:00时前到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办理

登记手续，或以信函（传真）方式书面回复公司进行登记，书面材料应包括股

东名称、身份证明复印件、股票账户卡、股权登记日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联系电话、地址和邮政编码（受委托人应附上本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和授权委

托书），并注明“股东大会登记”字样。 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

（2）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3）出席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至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

明、股票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四、公司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357-6625471� � 6621802

传真：0357-6625045

联系人：王洪云 李延龙

地址：山西省洪洞县广胜寺镇

邮政编码：041606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附件：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十二次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225

证券简称：濮耐股份 公告编号：

2013-084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2013年12

月21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并于2013年12月27日上午在公司总部一号会议室以现场表

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10名，亲自出席董事6名，委托出席董事4名。独立董事

王辉因出国原因委托独立董事李楠出席会议，并代为表决；独立董事王广鹏因出差原因委

托独立董事苏天森出席会议，并代为表决；董事向敏因身体原因委托董事李学军出席会议，

并代为表决；董事郑化轸因出差原因委托董事刘百宽出席会议，并代为表决。会议由董事长

刘百宽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

关规定，本次会议经过认真讨论，采取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10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14年度向

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经营需要，2014年度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拟向银行申请不超过18亿元的授信。 董

事会授权董事长刘百宽先生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灵活选择与银行进行融资合作，并授权其在

上述额度范围内代表公司与选定的银行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授信、借款、抵

押、融资等），授权期限自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

二、以10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2014年度融资提

供担保的议案》。

该事项详见2013年12月28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2014年度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3-085）。

特此公告。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225

证券简称：濮耐股份 公告编号：

2013-085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

2014

年度融资提供担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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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概述

为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的需要，根据公司目前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以及公司2014年的生产经营需求，公司拟在2014年度为濮阳市濮耐功能材料有限公司、营

口濮耐镁质材料有限公司、上海宝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青海濮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海城

市琳丽矿业有限公司、郑州华威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及云南濮耐昆钢高温材料有限公司提供

不超过4.5亿元人民币的担保（包含目前已对其实施的担保），向各个被担保对象在2014年

度提供具体担保金额，将按照其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决定。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五次会议全票赞成审议通过，本次担保事项属于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二、被担保公司的基本情况

被担保公司名称

成立

日期

注册地点 法定代表人

注册

资本

主营业务

本公司

持股比例

濮阳市濮耐功能材料有限

公司

2001

年 河南省濮阳市黄河路西段 刘百宽

5790

万

耐火材料制品生产与销

售

100%

营口濮耐镁质材料有限公

司

2004

年

辽宁省营口市西市区南海路

129

号

刘百宽

6397

万

耐火材料制品生产与销

售

68.74%

上海宝明耐火材料有限公

司

1999

年

上海市杨行工业园区富锦路

2319

号

向敏

6400

万

耐火材料生产

、

加工

、

销

售

100%

青海濮耐高新材料有限公

司

2012

年 青海省民和县工业园 刘百宽

1000

万

耐火原料

、

制品生产

、

销

售

100%

海城市琳丽矿业有限公司

2010

年 海城市牌楼镇丁家村 王廷力

5000

万

生产销售耐火原料及制

品

100%

郑州华威耐火材料有限公

司

1987

年 新密市岳村镇 郑化轸

2614.6

万

耐火材料生产与销售

、

施工及进出口

100%

云南濮耐昆钢高温材料有

限公司

2001

年 云南省安宁连然镇 刘百宽

2039.9

万

耐火材料

、

炉料

、

建筑材

料

、

金属结构件

、

模具

、

销售

51%

三、被担保对象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

1、被担保对象资产负债情况 （金额单位：元）

被担保公司名称

2012

年末

资产总额

2013

年

9

月

30

日资产总额

2012

年末

负债总额

2013

年

9

月

30

日

负债总额

濮阳市濮耐功能材料有限公司

212,913,034.38 181,681,574.10 105,539,864.35 63,580,922.40

营口濮耐镁质材料有限公司

280,114,357.79 385,593,597.58 156,380,027.42 260,096,408.33

上海宝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610,322,438.17 647,870,038.90 356,110,927.88 381,053,295.43

青海濮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9,494,372.05 18,492,857.48 0 8,703,316.5

海城市琳丽矿业有限公司

123,173,576.67 125,298,225.64 24,232,940.39 25,856,097.23

郑州华威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269,981,124.63 332,245,285.19 123,992,894.41 121,432,174.60

云南濮耐昆钢高温材料有限公

司

287,457,147.93 292,490,217.78 165,878,664.81 186,425,898.99

注：2013年9月30日数据未经审计。

2、被担保对象收入和利润情况 （金额单位：元）

被担保公司名

称

2012

年营业收

入总额

2013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2012

年利润总

额

2013

年

1-9

月

利润总额

2012

年净利润

2013

年

1-9

月

净利润总额

濮阳市濮耐功

能材料有限公

司

232,897,558.36 131,180,429.96 3,012,792.09 12,326,271.16 2,833,721.62 10,727,481.67

营口濮耐镁质

材料有限公司

396,819,209.11 307,279,462.14 8,002,418.55 2,471,190.07 5,932,105.28 1,762,858.88

上海宝明耐火

材料有限公司

352,234,909.47 293,550,639.48 31,359,719.17 15,151,732.56 27,990,894.02 12,605,233.17

青海濮耐高新

材料有限公司

0 0 -505,627.95 295,168.93 -505,627.95 295,168.93

海城市琳丽矿

业有限公司

32,136,159.23 26,901,432.63 125,018.42 700,096.88 236,816.76 501,492.13

郑州华威耐火

材料有限公司

297,857,439.60 221,496,782.51 45,698,971.57 25,836,745.60 38,766,386.57 21,321,937.21

云南濮耐昆钢

高温材料有限

公司

420,045,372.31 391,444,887.40 20,584,904.33 12,700,039.37 19,485,340.16 12,800,538.28

注：2013年1-9月数据未经审计。

3、被担保对象的担保情况

截至目前，濮阳市濮耐功能材料有限公司对本公司担保额为128,364,000元；此外，营

口濮耐镁质材料有限公司、上海宝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青海濮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海城

市琳丽矿业有限公司、郑州华威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及云南濮耐昆钢高温材料有限公司均无

担保情形。

四、本次担保的主要内容

1、本次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2、授权担保期限：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

3、关于公司本次担保额度的说明

被担保公司名称 担保额度

（

万元

）

濮阳市濮耐功能材料有限公司

5,000

营口濮耐镁质材料有限公司

8,000

上海宝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12,000

青海濮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5,000

海城市琳丽矿业有限公司

2,000

郑州华威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10,000

云南濮耐昆钢高温材料有限公司

3,000

合计

45,000

截至授权日的担保额度是指截至2014年12月31日， 公司对以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

额不超过以上额度。

4、本次担保的相关授权

本议案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经审议通过，在以上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

项，授权如下：

（1）授权公司董事长具体选择金融机构并与其签订（或逐笔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不

再另行召开董事会。

（2）公司在向上述担保对象提供担保时，各担保对象的资产负债率不得超过70%。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及授权是为保障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 不会影响公司的主营业务的正常运

营，被担保对象均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且经营业务正常，财务管理稳健，历

史上不存在银行贷款逾期情形，信用等级较高。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违约连带责任的风险

较低，同意为以上被担保对象2014年度提供不超过4.5亿的融资担保额度。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1、本公司仅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2014年度融资提供担

保，符合公司相关内控制度的要求，本次担保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担保决策程序合法。

2、本次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是根据2014年各子公司的发展需要和公司的发展

需要合理制定的，有利于促进其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提高其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不会损

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3、根据各控股子公司的融资安排，在本次担保额度范围内，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负责与

金融机构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2014年度融资提供

担保有利于提高融资效率，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共同利益。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情况

截至目前，本公司除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存在担保外，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形。

截至目前，本公司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担保数量为17,000万元，占2012年度经审计公

司净资产的12.88%，未发生逾期担保情形。

八、其他

如上述担保实施过程中发生变化， 公司将及时披露以上担保的实施进展和变化情况，

敬请投资者关注。

九、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关于为控股子公司2014年度融资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2月28日

股票代码：

600995

股票简称：文山电力 编号：临

2013-018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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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集、召开和出席情况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3年12月26日在昆明市金泰大厦19楼

公司昆明办事处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3人，代表股份153,652,3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32.1%。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斌先生主持，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律师、会计师、新一届董事、监事

候选人列席了本次会议。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合法、有效。 全体与会股东认真

审议了会议议题，经逐项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1、关于第五届董事会延期换届选举的议案

该议案同意153,652,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关于第五届监事会延期换届选举的议案

该议案同意153,652,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关于第五届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1）独立董事

共发出票数614609200票，收回票数614609200票。

3.1、关于选举吴云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吴云得票153652300票；

3.2、关于选举黄聿邦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黄聿邦得票153652300票；

3.3、关于选举田育南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田育南得票153652300票；

3.4、关于选举杨勇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杨勇得票153652300票；

根据累积投票制相关规定，吴云、黄聿邦、田育南、杨勇当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非独立董事

公司有提名权股东提名杨育鉴、张虹、李绍祥、邓亚文、段登奇、李钊、黄宇权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

选人，经过累积投票制选举：

共发出票数1075566100票，收回票数1075566100票。

3.5、关于选举杨育鉴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杨育鉴得票198132480票

3.6、关于选举张虹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张虹得票198132480票

3.7、关于选举李绍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李绍祥得票198132480票

3.8、关于选举邓亚文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邓亚文得票198132480票

3.9、关于选举段登奇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段登奇得票198132480票

3.10、关于选举李钊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李钊得票45360000票

3.11、关于选举黄宇权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黄宇权得票39543700票

根据累积投票制相关规定，杨育鉴、张虹、李绍祥、邓亚文、段登奇、李钊、黄宇权当选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董事，与上述4名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4、关于第五届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公司有提名权股东和监事会提名丁士、宁德稳、张仁波为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经过累积投票制

选举：

共发出票数460956900票，收回票数460956900票。

4.1、关于选举丁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丁士得票153652300票；

4.2、关于选举宁德稳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宁德稳得票153652300票；

4.3、关于选举张仁波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张仁波得票153652300票；

根据累积投票制相关规定，丁士、宁德稳、张仁波当选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与职工民主选举出的

职工监事杨红梅、周泠伶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职工监事简历见附件。

5、关于聘请公司2013年度财务审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聘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13年度审计机构，为本公司进行

会计报表、净资产验证、内部控制审计及其他相关的审计服务，聘期一年，财务审计费用50万元；内控审计

费用30万元，总计80万元。

该议案同意153,652,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6、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对《章程》部分条款进

行修改。 具体修改如下：

一、修改《章程》第五条

原文：公司住所：云南省文山县开化镇建禾东路71号，邮政编码：663000

修改为：公司住所：云南省文山市凤凰路29号，邮政编码：663000

二、修改《章程》第十五条

原文：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是：发电、供电、电站、电网设计、建设、维修、改造、咨询服务、中小

水（火）电站的投资开发、总承包及设备成套及物资供应；电网调度自动化技术开发利用推广。 国内贸易

（不含管理商品）

公司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变更公司的经营范围。

修改为：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是：发电、供电、电站、电网设计、建设、维修、改造、咨询服务、中

小水（火）电站的投资开发、租赁、总承包及设备成套及物资供应；电网调度自动化技术开发利用推广。 国

内贸易（不含管理商品）

公司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变更公司的经营范围。

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具体修改变更情况，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情况为准。

三、修改《章程》第一百二十二条

原文：董事会由13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不得低于1/3。

修改为：董事会由7至15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不得低于1/3，具体董事会构成人数由股东大会

审议决定。

该议案同意153,652,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7、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与广西电网公司百色供电局购售电合同

云南电网公司回避表决，该议案同意12,307,18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离职董事、第五届监事会离职监事向股东大会做了现场或书面离职报告。

四、律师见证情况

上海柏年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岱松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未提出新提

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法律意见书；

3、上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附件：职工监事简历

杨红梅，女，汉族，1973年11月出生，云南宜良人，大学专科学历，毕业于南京河海大学管理工程系人

事管理专业，1993年7月参加工作，199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经济师。 2000年12月至2001年9月任云

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企业管理部副经理；2001年9月至2010年5月任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人

力资源部经理；2010年5月至今任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文山分公司党支部书记。

周泠伶，女，汉族，1976年3月出生，四川广安人，大学本科学历，毕业于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1994

年7月参加工作，2000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政工师。 2000年6月至2007年9月任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团委书记；2007年9月至2008年7月任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工作部副主任；2008年7月至

今任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副主席、机关工会主席、女工委主任。

股票代码：

600995

股票简称：文山电力 编号：临

2013-019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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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一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13年12月20日发出， 会议于2013年12

月26日在昆明市金泰大厦19楼公司昆明办事处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到11人，实到董事及委托

代理人11人，其中：董事李绍祥书面委托董事张虹行使表决权。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会议合法、有效。

与会董事共同推举董事杨育鉴同志主持会议，公司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全体与会董事认真审

议了会议议题，并以书面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办法》。

二、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选举杨育鉴同志为公司董事长。

三、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委会组成人员如下：

（一）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杨育鉴

委员：吴云、黄聿邦、田育南、张虹、邓亚文

（二）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杨勇

委员：黄聿邦、李绍祥

（三）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田育南

委员：吴云、杨勇、杨育鉴、邓亚文

（四）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黄聿邦

委员：杨勇、邓亚文

（五）关联交易审查委员会

主任委员：吴云

委员：田育南、李钊、黄宇权、段登奇

四、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董事会聘任邓亚文同志为公司总经理。

五、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董事会聘任李建刚、朱天超、杨子龙同志为公司副总经理。

六、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董事会聘任段登奇同志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七、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董事会聘任解家杰同志为公司财务总监。

八、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工程师的议案》。

董事会聘任田正文同志为公司总工程师。

九、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助理的议案》。

董事会聘任张发明同志为公司总经理助理。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经审查，杨育鉴、邓亚文、李建刚、朱天超、杨子龙、段登奇、解家杰、

田正文、张发明任职资格中无《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禁止的条件，符合《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中的独立性要求，上述七个议案提名、审议、任免均符合《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独立董事：吴云、黄聿邦、田育南、杨勇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见附件。

十、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聘任吴云林同志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十一、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十二、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议

案》。

十三、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公司带电作业中心的议案》。

公司决定成立带电作业中心。

十四、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发电业务管理模式的议案》。

公司决定撤销发电管理部、小河沟发电分公司、南汀河发电分公司及格雷发电分公司，将该四个机构

合并组建为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发电分公司。

此外，董事会会议结束后，公司邀请华东政法大学陈岱松教授对公司新一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相关人员进行了职权、义务和法律责任知识培训。

特此公告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杨育鉴，男，汉族，1968年1月出生，云南祥云人，大学本科学历，毕业于浙江大学电机工程系电力系统

及其自动化专业；云南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专业（EMBA）工商管理硕士，1990年7月参加工作，

199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高级工程师，现任云南电网公司总经理助理、企业管理部主任。 1999年7月至

2001年6月任云南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基本建设部主任工程师；2001年6月至2003年6月任云南电力集团有

限公司电力建设部电网建设管理处处长；2003年6月至2005年1月任云南电网公司农电分公司副经理、农

电局副局长；2005年1月至2005年8月任云南电网公司玉溪供电局副局长(主持工作)、党委委员；2005年8

月至2009年1月任云南电网公司玉溪供电局局长、 党委副书记；2009年2月至2013年9月任云南电网公司

副总经济师兼企业管理部主任；2013年9月至今任云南电网公司总经理助理、企业管理部主任。

邓亚文，男，汉族，1972年10月出生，四川成都人，大学本科学历，毕业于葛洲坝水电工程学院电力系

统自动化专业，昆明理工大学电气工程专业硕士学位，1994年7月参加工作，199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高级工程师，现任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书记。 2001年12月至2002年5月任红河

供电局生产技术计划部部长；2002年5月至2005年4月任红河供电局副总工程师、 生产技术计划部部长；

2005年4月至2005年8月任云南电网公司文山分公司党支部委员，参与公司筹建工作；2005年8月至2005

年12月任云南电网公司文山分公司副总经理、 支部委员；2005年12月至2006年7月任云南文山供电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2006年7月至2006年12月任云南电网公司文山供电局副局长、党委委员，云南

文山供电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党委委员；2006年12月至201年3月任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副总经理、党委委员；2011年3月至2013年9月任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委员；

2013年9月至今任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书记。

李建刚，男，汉族，1962年5月出生，云南丘北人，大专学历，1979年9月参加工作，1992年6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助理工程师，现任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1999年8月至今任云南文山电

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朱天超，男，汉族，1972年12月出生，云南宣威人，大学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98年7月参加工

作，199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经济师，现任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1年9月至2002年

9月在云南云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工作部工作；2002年9月至2003年12月任云南云电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法律事务专责、战略计划部副主任；2003年12月至2005年2月任云南电力试验研究院（集

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副主任（主持工作）；2005年2月至2005年11月任云南电力试验研究院（集团）

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主任；2005年11月至2006年10月任云南电力试验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

理；2006年10月至2007年2月任云南电力试验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综合部主任；2007年2

月至2011年6月任云南嘉信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11.03� -2013.06上海财经大学读EMBA）；2011

年6月至今任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杨子龙，男，汉族，1964年5月出生，云南元谋人，大学专科学历，1985年12月参加工作，2005年7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助理工程师，现任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998年3月至2005年10月任云南

电网公司楚雄供电局调度所方式继电组继电工程师；2005年10月至2006年1月任云南电网公司文山分公

司规划建设部副主任 （主持工作）；2006年1月至2008年1月任云南电网公司文山供电局规划建设部主

任；2008年1月至2011年3月任云南电网公司文山供电局生产技术部主任；2011年3月至2012年6月任云

南电网公司文山供电局副局长、党委委员；2012.06至今任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段登奇，男，汉族，1975年9月出生，云南腾冲人，研究生学历，云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毕业，硕士

学位，1995年7月参加工作，200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经济师，现任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董事会秘书。 2000年2月至2000年10月任云南省滇中电业局电力营业销售处主任工程师兼农电科主任工

程师；2000年10月至2006年3月任云南省滇中电业局市场营销部副主任兼主任工程师、 农电科副科长兼

主任工程师（2005.05� -2005.11参加云南电网公司文山分公司筹备工作）；2006年3月至2007年2月任楚

雄供电局监察审计部主任；2007年2月至2010年3月任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2010年3

月至今任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

解家杰，男，汉族，1973年10月出生，云南石屏人，大学学历，学士学位，会计师，1996年7月参加工作，

199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2001年12月至2003年9年借调

云南电力集团有限公司财务与产权管理部工作（2002年9月至2004年6月云南财贸学院会计学专业研究

生课程进修结业）；2003年10月至2006年5月云南电网公司财务部会计专责；2006年5月至2012年6月云

南嘉信实业有限公司财务部主任（2006年9月至2012年6月云南嘉信实业有限公司党总支委员）；2012年

6月至今任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田正文，男，壮族，1963年10月出生，云南文山人，研究生学历，1986年7月参加工作，1995年2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工程师，现任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1997年12月至2001年4月任云南文山电

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998年5月至2000年4月四川联大云南工业大学工商管理专业读在职研究

生）；2001年5月至2005年12月任文山盘龙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2006年1月至2007年1

月任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7年2月至今任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张发明，男，壮族，1968年7月出生，云南砚山人，大学专科学历，1987年7月参加工作，1996年7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工程师，现任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1998年9月至2001年9月任云南文山

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供用电管理部副部长；2001年9月至2002年10月任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市场营

销部副经理；2002年10月至2010年4月任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2010年4月至

2012年9月任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济师兼市场营销部主任；2012年9月至今任云南文山电

力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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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一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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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一次监事会会议通知于2013年12月20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会议

于2013年12月26日在昆明市东风东路48号金泰大厦19楼公司昆明办事处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监事

应到5人，实际参会监事5人。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合法、有效。

与会监事一致推举丁士同志主持会议，并对提交本次会议的议案进行了审议，以书面表决方式通过

了如下议案：

一、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选举办法》；

二、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丁士同志当选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