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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天治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1月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天治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天治稳定收益债券

基金主代码

350009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1

年

12

月

28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天治稳定收益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天治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募说明书

》

等

。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元

）

1.031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元

）

1,781,89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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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元

）

890,946.48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

10

份基金份额

）

0.16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

明

本次分红为

2013

年度的第一次分红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4

年

1

月

6

日

除息日

2014

年

1

月

6

日

(

场外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4

年

1

月

7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

明

开放期间

，

基金收益分配方式为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

。

投资人

可选择获取现金红利或将现金红利按再投资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

；

如投资人不选择

，

本基金默认的

收益分配方式是现金红利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

2002

】

128

号

《

关于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对投资者

（

包括个人投资

者和机构投资者

）

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

，

暂不征收个人所得

税和企业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基金收益分配时所发生的银行转账或其他手续费用由投资者自

行承担

。

当投资者的现金红利小于一定金额

，

不足于支付银行转

账或其他手续费用时

，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可将基金份额持有人

的现金红利自动转为基金份额

。

注：本基金目前处于开放期间，基金收益分配采用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投资者的红

利款将于2014年1月7日自基金托管帐户划出。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基金的相关销售机构名称及联系方式:

（1）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客服电话：400－098－4800（免长话费）、(021)60374800

网址：www.chinanature.com.cn

（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58

网址：www.� bank.ecitic.com

（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99

网址：www.abchina.com� 、 www.95599.cn

（4）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68

网址：www.cmbc.com.cn

（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33

网址：www.ccb.com

（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88

网址：www.icbc.com.cn

（7）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21-962888

网址：www.bankofshanghai.com

（8）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28

网址：http://www.spdb.com.cn

（9）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59

网址：www.bankcomm.com

（10）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26

网址：http://www.bankofbeijing.com.cn

（11）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58

网址：www.cs.ecitic.com

（12） 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0571-95548

网址：http://www.bigsun.com.cn

（13）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95548

网址：http://www.zxwt.com.cn

（1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8108

网址：www.csc108.com

（15）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8888

网址：www.chinastock.com.cn

（16）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8999

网址：www.95579.com

（17）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08899

网址：www.cindasc.com

� � � �（18） 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4006989898

网址：www.xsdzq.cn

（19）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8133

网址：www.wlzq.com.cn

（20）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10-66045678

网址:� http://www.txsec.com、www.jjm.com.cn

（21）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21-962505

网址：www.sywg.com.cn

（22）齐鲁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95538

网址：www.qlzq.com.cn

（23）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95511-8

网址：www.pingan.com.cn

（24）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8228

网址： www.jyzq.cn

（25）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97

网址：www.htsc.com.cn

（26）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96326

网址：www.gfhfzq.com.cn

（27）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6518、（安徽）4008096518（全国）

网址：www.hazq.com

（28）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8666

网址:� www.gtja.com

（29）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8885288，0510-82588168

网址：www.glsc.com.cn

（30）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10108998、4008888788

网址：www.ebscn.com

（31）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95531、4008888588

网址： www.longone.com.cn

（32）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6000686

网址： www.nesc.cn

（33）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021-63340678

网址：www.ajzq.com

（3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75或致电各地营业网点

网址：www.gf.com.cn

（35）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53、400－8888－001

网址：www.htsec.com

（36）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0－1001

网址：www.essences.com.cn

（37）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63

网址：www.ghzq.com.cn

（38）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致电各地营业网点 0871-8898130

网址： www.tpyzq.com

（39）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0931-8888088

网址：www.hlzqgs.com

（40）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024-88500828

网址：www.stockren.com

（41）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7009－665

网址：www.ehowbuy.com

（42）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1818－188

网站：www.1234567.com.cn

（43）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89－1289

网站：www.erichfund.com

（44）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21－5399

网址：www.noah-fund.com

（45）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920－0022

网站：http://licaike.hexun.com/

（46）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766－123

网址：www.fund123.cn

（47）北京万银财富投资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8-0069

网站：www.wy-fund.com

证券代码：

600715

证券简称：松辽汽车 编号：临

2014-002

号

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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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14年1月2日上午以通讯方式

召开，应有7名董事参与表决，实有7名董事参与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

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公司董事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事

项：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等四个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因公司部分董事会成员发生变更，需要对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

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等四个专门委员会成员进行重新调整，以便上述专门委员会正常

开展工作、履行职责。 调整后的各委员会成员名单如下：

1、战略委员会由5人组成，其成员如下：

召集人：李小平

成员：张建勋、韩冰、李平、唐雪峰。

2、审计委员会由3人组成，其成员如下：

召集人：徐晓昀

成员：张本良、唐雪峰。

3、提名委员会由5人组成，其成员如下：

召集人：李平

成员：李小平、张建勋、张本良、徐晓昀。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3人组成，其成员如下：

召集人：张本良

成员：李平、韩冰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全票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2013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和内部控制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鉴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松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承担着公司大部分经营业务，为便于

审计机构对公司日常财务会计业务和内部控制实施等方面的工作提供指导和规范服务，提

高审计机构的服务工作质量，拟在北京地区聘请一家审计机构为公司提供年度财务报告和

内控报告的审计服务。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真考察研究，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是国内颇具实力的会计师事务所，具有财政部和中国证监会批准的执行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审计资格，具有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资格。经与其协商一致，公司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提议聘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3年度财务报告审

计机构和内控报告审计机构， 公司2013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控报告审计费用合计

为46万元，其中财务会计报告的审计费用30万元（含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出

具单独的审计报告），内控报告的审计费用16万元。 公司董事会经研究同意公司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的上述提议。

自2006年以来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一直担任公司财务会计报告的审计机构，

本次公司变更年审会计师事务所事宜与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充分交换了意见，中准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未提出异议，公司董事会对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多年来为公

司提供了优质的服务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全票通过。

三、关于召开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全票通过）

详细内容详见本公司于同日披露的临2014-003号公告。

特此公告。

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月3日

证券代码：

600715

证券简称：松辽汽车 编号：临

2013-003

号

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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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21日上午9时

●股权登记日：2014年1月13日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大兴区亦庄景园北街2号56栋9层会议室

●会议方式：现场开会方式

●本次会议不提供网络投票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本次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方式：现场开会方式

3、地点：北京大兴区亦庄景园北街2号56栋9层会议室

4、时间：2014年1月21日上午9时

5、股权登记日：2014年1月13日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提案内容 是否为特别决议事项

1

《

关于变更公司

2013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和内部控制报告审

计机构的提案

》

否

上述提案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临2014-002号公告。

三、会议出席对象

1、凡于2014年1月13日下午交易结束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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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参会方式

1、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卡办理出席会议登

记（会议回执附后）；

受委托的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亲笔签发的委托书（授权委托书附后）、委托人

股东账户卡、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等办理出席会议登记；

2、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

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或其它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

证明、法人股票账户卡办理出席会议登记（会议回执附后）；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出具的

授权委托书、法人股票账户卡、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办理出席会议登记。

3、异地股东可用信函、电话或传真方式登记；

4、登记时间：2014年1月20日上午8:30-11:30，下午13:30-16:30。

五、其他事项

1、会期半天，与会者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2、公司联系地址：沈阳市苏家屯区白松路22号。

联 系 人：孙华东 卓仪若

会议联系电话：024-31387078� � � 010-87162230

会议联系传真：024-31387077� � � 010-87162034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月3日

附件一：

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致：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贵公司” ）

本人（本单位）拟亲自/�委托代理人 ，出席贵公司于2014年1月21日（星

期二）上午9点在北京大兴区亦庄景园北街2号56栋9层会议室召开的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

姓 名

身份证号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日期：2014年 月 日 签署：

附注：

1、请用正楷书写中文全名。

2、个人股东，请附上身份证复印件和股票账户复印件；法人股东，请附上单位营业执照

复印件、股票账户复印件及拟出席会议股东代表的身份证复印件。

3、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请附上填写好的《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

附件二：

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附注1）全权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松辽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对会议提案的表决权

（附注2）：

序号 提案名称

（

附注

3

）

同

意

反

对

弃权

1

《

关于变更公司

2013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和内部控制报告审计机构的

提案

》

注：本授权委托书自制及复印均有效。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附注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附注5）：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股东账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持股数（附注6）：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股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附注7）：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签名（或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署日期：2014年__�月__�日

附注：

1、请用正楷填上受托人的全名。

2、请在您认为合适的栏（“赞成” 、“弃权” 或“反对” ）内填上“√”（若仅以所持表

决权的部分股份数投票，则请在相应的栏内填入行使表决权的具体股份数）。 多选或未作

选择的，则视为无具体指示，受托人可自行酌情投票或放弃投票。

3、上述提案的表决采用一股一票制，均以普通决议方式表决，由到会股东所持的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即为通过。

4、请用正楷填上本公司股东名册所载的股东全名。

5、请填上自然人股东的身份证号码或护照号码；如股东为法人单位，请填写法人单位

的营业执照或注册登记证书号码。

6、请填上股东拟授权委托的股份数目。

7、本授权委托书请股东签署，如股东为法人单位，请加盖法人印章。

证券代码：

600715

证券简称：松辽汽车 编号：临

2014-004

号

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

2013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和内部控制报告

审计机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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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松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承担着公司大部分经营业务，为便于

审计机构对公司日常财务会计业务和内部控制实施等方面的工作提供指导和规范服务，提

高审计机构的服务工作质量，拟在北京地区聘请一家审计机构为公司提供年度财务报告和

内控报告的审计服务。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真考察研究，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是国内颇具实力的会计师事务所，具有财政部和中国证监会批准的执行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审计资格，具有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资格。经与其协商一致，公司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提议聘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3年度财务会计报

告和内部控制报告审计机构， 公司2013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和内部控制报告审计费用合计

为46万元，其中：财务会计报告的审计费用30万元（含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

出具单独的审计报告），内控报告的审计费用16万元。

自2006年以来，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一直担任公司财务会计报告的审计机构，

本次公司变更年审会计师事务所事宜与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充分交换了意见，中准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未提出异议，公司对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多年来为公司提供

了优质的服务表示衷心的感谢。

上述审计机构变更事项已经公司于2014年1月2日召开的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独立意见，同意聘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3年度财

务会计报告和内部控制报告审计机构。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松辽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月3日

证券简称：园城黄金 证券代码：

600766

公告编号：

2014-001

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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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以下简称：会议）于2014年01� 月02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3年12月30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会议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于2013年12月30�日收到董事会秘书原国顺先生的书面辞职

报告，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原国顺先生辞去董事会秘书职务后，不

在本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原国顺先生在本公司任职期间的贡献

表示衷心感谢。

由公司副董事长、总裁郝周明先生提名，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审议，董事会决定聘任刘昌喜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简历见附件），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会议表决结果： 9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备查文件：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01月02�日

附 件：

刘昌喜，男，33岁，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2005.6-2011.6?山东九发食用菌股份有限公司?历任证券事务代表、董事

会秘书、副总经理。

2012.5-2013.10?烟台威尔数据系统有限公司?总裁助理，企划部经理。

证券代码：

600800

证券简称：天津磁卡 编号：临

14-001

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政府收储土地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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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天津市土地整理储备管理办法》（2008年津政令第8

号）、《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国土资发【2007】277号）等规定，天津

住宅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现对天津市棚户区改造定向安置房及配

套基础设施（和苑西区一期）地块内的土地实施整理储备，决定将本

公司土地证号（西青单国用2003更2字第073号）面积64.65亩的国

有土地使用权证予以有偿收回。

2013年12月13日，本公司与天津住宅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签

订了《协议书》，(详见2013年12月14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临13-030

公告)� 。

天津市西青区房地产管理局于2013年12月31日公告 （编号：

2013ZX12-001），具体内容如下：经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依据《天津市土地管理条例》及《天津市土地登记技术规范》等

相关规定，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的土地权利已注销，原《国有

土地使用证》作废，证号：西青单国用2003更2字第073号。

特此公告。

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1�月 2日

证券代码：

600820

股票简称：隧道股份 编号：临

2014－001

债券代码：

122032

债券简称：

09

隧道债

转债代码：

110024

转债简称：隧道转债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长沙市万家丽路快速化改造工程项目中标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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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下属子公司上海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城建市政工

程（集团） 有限公司和上海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组成联合体 （以下简称 “公司联合

体” ），于2013年11月中上旬参与了湖南省长沙市万家丽路快速化改造工程项目（以下简

称“长沙项目” ）公开招标。 近日，公司联合体收到长沙市市政设施建设管理局的《中标通

知书》，该联合体中标长沙项目，项目中标价为人民币

肆拾贰亿贰仟贰佰壹拾肆万零伍佰伍拾壹元捌角叁分（￥4,222,140,551.83元）。

根据公司《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规定，该项目需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后方可生效实施。 2013年12月25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已审议通过该项

目，并将提交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议案详细内容可参见公司于2013年12

月26日披露的《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上海

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及《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公司将授权上海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与招标方洽谈

合同的具体条款及签订投资项目合同，并实施该项目。

特此公告。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月3日

股票代码：

600756

股票简称：浪潮软件 编号：临

2014-001

号

山东浪潮齐鲁软件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母公司名称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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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浪潮齐鲁软件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

于2013年12月2日召开的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公司名称的议案》和《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公司名称由“山东浪

潮齐鲁软件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并修订公

司章程有关名称的条款。

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核准， 公司已于近日在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办理完成了公司名称变更登记手续，现将公司更名事项公告如下：

一、变更前公司注册名称：山东浪潮齐鲁软件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Shandong� Inspur� software� Co.,� Ltd.

变更后公司注册名称：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Inspur� software� Co.,� Ltd.

二、公司更名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股票简称“浪潮软件” 和股票代码

“600756”保持不变。

同时，公司于近日接公司母公司浪潮齐鲁软件产业有限公司通知，浪潮齐

鲁软件产业有限公司已更名为浪潮软件集团有限公司。本次名称变更后，浪潮

软件集团有限公司仍持有本公司22.2%的股权， 对本公司生产经营没有影响，

未改变本公司的股权控制关系。

特此公告

山东浪潮齐鲁软件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日

证券代码

:600711

证券简称

:

盛屯矿业 公告编号

:2014-001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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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外投资概述

公司于2013年10月3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关于公司与全资子公司厦门大有同盛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上海盛屯金

属保理有限公司的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13年10月31日刊登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公

告。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本事项已经取得上海浦东新区商务委员会的批准。近日，新公司办理完成

工商登记注册手续， 取得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浦东新区分局颁发的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注册号310115002223641）：

名称：上海盛屯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屯保理” ）

法定代表人：应海珍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元

经营范围：出口保理、国内保理、与商业保理相关的咨询服务，信用风险管

理平台开发。 【经营项目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公司注册后，盛屯保理将进入实际运营阶段。 由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

验区（以下简称：自贸区）相关政策细则尚未颁布，待自贸区相关政策明确后，

如届时自贸区相关政策对我公司开展金属保理业务更有利， 盛屯保理将充分

利用自贸区优惠政策。 公司将持续公告本事项进展。

特此公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1�月 3日

证券代码：

002092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

2014-001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准东煤田将军庙矿区总体规划进展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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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公司目前拥有准东煤田将军庙矿区南黄草湖煤矿的探矿权，且取得

探矿权时间较长，到目前仍未取得采矿权。 公司南黄草湖煤矿所在的将军庙

矿区总体规划批复的时间与结果无法确定。

2、本公司南黄草湖煤矿属于大型煤矿，各项审核程序要求严格，每个阶

段工作的完成时间具有不确定性， 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

响。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3年11月5日发布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公告编号：2013-074），对准东煤

田将军庙矿区相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从自治区相关部门了解到，按照国家能

源局的要求，自治区已在进一步完善将军庙矿区的总体规划（总体规划是指

整个矿区的范围和规模），并预计于近期组织上报” 。

经向自治区相关部门了解，由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委托修订的《新

疆自治区准东煤田将军庙矿区总体规划》已编制完成，已于2014年1月2日正

式上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将组织专家对修订后的总体规划进行评估、审核

等相关各项程序。 总体规划是煤矿建设项目开展前期准备工作和办理核准的

基本依据，待将军庙矿区总体规划审批通过后，公司方可开展煤矿项目核准

的前期工作，项目经核准后，方可办理采矿权手续。

公司将根据南黄草湖煤矿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三日

证券代码：

600837

证券简称：海通证券 编号：临

2014-001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证券投资基金托管资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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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基金托

管资格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1643号），核准本公司证券投资基金托

管资格。

本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规定，认真履行基金托管人的职责，采取有效措

施，确保基金资产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切实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同时，公司将按照监管规定及时向有关监管机构报告重大业务事项。

特此公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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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兴业银行”股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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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11月15日，公司201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处置所持

兴业银行股票的议案》，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处置公司所持的全部兴业银行股票，公司可

根据市场情况和公司发展需要， 择机参照二级市场价格分期分批或整体出售所持兴业银

行股票。

根据上述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于2013年12月30日、31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

易系统累计出售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1166，股票简称：兴业银行）股票

12,000,000股，成交均价10元/股，出售股数占其总股本的0.063%。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

测算，扣除成本和相关税费后可获得所得税前投资收益约8781.69万元（具体金额以年报

披露为准）。

本次减持后，本公司尚持有“兴业银行”股票50,400,000股。

本次减持兴业银行股票，对公司2013年全年业绩将产生积极影响，预计全年公司将实

现盈利，对比上年业绩的具体增减情况将结合公司生产经营及其它有关会计处理情况，在

本年度结束后的规定期限内另行披露。

特此公告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