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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

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或新增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2014年5月23日

召开地点：本公司会议室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召集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主持人：江永红董事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

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2、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股东（代理人）2人、代表股份19,633,388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1.9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出席了会议，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

师列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过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1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股19,633,3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0%；反对

股0股；弃权股0股）

2、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股19,633,3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0%；反对

股0股；弃权股0股）

3、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股19,633,3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0%；反对

股0股；弃权股0股）

4、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70,713,027.60元，期末未分配利润为-418,498,130.12元，

母公司期末未分配利润为-422,534,944.35元。 不具备利润分配的条件。

公司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

（同意股19,633,3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0%；反对

股0股；弃权股0股）

5、审议通过了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14年

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同意股19,633,3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0%；反对

股0股；弃权股0股）

6、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2013年度报酬》；

（同意股19,633,3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0%；反对

股0股；弃权股0股）

7、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股19,633,3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0%；反对

股0股；弃权股0股）

8、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股19,633,3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0%；反对

股0股；弃权股0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派出律师王长平、 聂梦龙对大

会的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23日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长安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端午节假期前

暂停申购

(

含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

)

业务公告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长安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长安货币

基金主代码

740601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长安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和

《

长

安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

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4

年

5

月

28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4

年

5

月

28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4

年

5

月

28

日

限制申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

暂停申购

（

转换转入

、

定期定额投资

）

的原因

说明

维护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

保证基金的

平稳运行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长安货币

A

长安货币

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740601 740602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

（

转换转入

、

定期定额投资

）

是 是

注：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2014年部分节假日放假和休市安排有关问题

的通知》（证监办发[2013]105号）的规定，5月31日（星期六）至6月2日（星期

一）休市，6月3日（星期二）起照常开市。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投资者于2014年5月27日15:00后在本基金管理人网上交易系统办理

本基金申购(含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本基金管理人有权予以拒绝；

(2)�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证监

基金字[2005]41号）规定，投资者于2014年5月30日申请赎回的本基金份额将

于2014年6月3日起不再享受本基金的权益分配；

(3) �自2014年6月3日起本基金恢复办理申购 (含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

资)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4)�若投资者于端午节假期前或假期间需要使用资金，请充分考虑资金到

账所需时间，提前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交易跨越假期而带来不便；

(5)�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事项：

①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9688(免长途费)

网址：www.changanfunds.com

②代销机构：

1)银行销售渠道：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证券公司销售渠道：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安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中信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宏源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及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第三方销售渠道：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杭

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万银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和讯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中期时代基金销售（北京）有限公司、北京钱景财富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5月24日

互联网金融，由术而法，由法而道，孙雷、李明顺、许泽玮从各自熟悉的领域出发，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探索———

互联网金融的道法术

□本报记者 李阳丹 王荣

金融和互联网的关系从未如

此亲近。

互联网之于金融， 其意义何

在？ 金融业用互联网，取其“术”

者，从网银到金融电商，将线下业

务搬至线上， 具备了互联网的

“形” ；取其“法” 者，从余额宝到

金融搜索平台， 利用互联网技术

实现服务“长尾” ，扒下金融“高

大上” 的外衣，低成本高效率，形

成普惠金融；取其“道” 者，用互

联网思维，以大数据为器，线上线

下真正以用户为中心， 再无所谓

互联网还是金融。

不论是贷款平台、 第三方支

付、货币基金“宝宝” 、众筹网站、

理财应用，还是P2P网贷，甚至虚

拟货币，一群有想法的创业者，正

带领着一批新锐公司走在探寻互

联网金融的道路上。

这其中， 金融科班出身的玖

富创始人孙雷， 拥有丰富的金融

风控管理经验， 希望用互联网方

式改造传统金融；

而与他相反， 好贷网创始人

李明顺则是互联网出身， 完全没

有金融从业经验， 他希望以互联

网思维打破金融垄断， 重塑金融

行业标杆；

91金融的创始人许泽玮则

介于二人之间，出生于金融世家，

却有丰富的互联网从业经验，一

直致力于探索二者的融合之道。

两种力量的碰撞， 必然推动

金融行业变革。即便如此，不论是

创业者还是投资人， 几乎一致地

认为， 互联网金融的本质其实还

是金融， 互联网的介入不会创造

出新的业态， 而是利用互联网技

术来改良传统金融和创造新的金

融服务机会。互联网金融，由术而

法，由法而道，孙雷、李明顺、许泽

玮从各自熟悉的领域出发， 一直

在孜孜不倦地探索。

做平台：水火也能相融

在互联网浪潮的席卷下，金

融行业的各个领域创新迭出。 从

投资人的视角， 清流资本董事总

经理王梦秋认为， 互联网金融会

降低金融领域的交易成本、 获取

信息和完成信息的成本。 传统金

融领域，不管是想借贷，还是想消

费，线下咨询的渠道非常有限，而

通过互联网平台， 可以更低的成

本寻找最适合自己的金融产品。

“金融的本质是信息流。 目

前金融市场化竞争还不够激烈，

用户的服务体验不够好。 ” 李明

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办了好

贷网， 他想用互联网的思想改造

这一传统垄断行业。

这是李明顺的第五次创业。

在创办好贷网之前的11年中，李

明顺已有过四次创业经历。 最成

功的是与戴志康等一起创立的

Discuz!�曾获得红杉资本和晨兴

创投青睐， 在中国超过80%的网

站都是Discuz!的用户，该公司已

于2010年以近5000万美元被腾

讯全资并购。

在互联网领域创业多年后，

如今向传统金融跨界， 李明顺给

人感觉最大的变化是， 从青睐休

闲装到总穿西装。 “我的思维模

式和观念还是互联网的， 西装是

一个马甲而已。 ” 李明顺笑言，西

装只是为了向传统金融行业展示

亲和力，“我们希望进入金融领

域后把它们同化掉， 我们改变的

是表面，他们要改变的是内在。 ”

在李明顺眼里， 互联网和传

统金融机构之间几乎就是水与火

的关系。

互联网长期以用户的利益和

体验为出发点， 传统金融机构更

多的考虑短期收益和短期利润；

互联网一开始更愿意为了激励用

户牺牲短期利润， 但传统金融行

业很少这样做； 互联网行业会把

很多的东西变得更加平民化，但

传统金融行业首先考虑的是风

险，挑好客户做。

就是在这样 “水火不容” 的

两个行业， 好贷网却希望能够做

好“红娘” 。好贷网的核心是搜索

和服务平台， 搜集和预处理客户

的一些申请， 再提供给不同的金

融机构， 帮助金融机构寻找合适

的客户。

李明顺总结，他们首先选择

了银行体系里面最充分市场竞

争的银行信贷员，自下而上最终

与银行合作。 这是因为“信贷员

是更在意能否有更多客户机会

的群体，相反，行长不一定在意

这个事情。 ”

好贷网做过测算， 传统银行

找到一个有效的客户， 成本约1

万元， 如果放10万元、20万元的

贷款， 一年的利息连成本都挣不

回来。 这也决定银行重视的是那

些大额贷款者。 而通过好贷网引

导，这一情况得到改变，现在，银

行获取一个有效客户的成本最低

只需要几十元。

同样出身互联网的许泽玮也

抓住类似的痛点， 运用同样的逻

辑， 以金融超市的形式来解决金

融领域的诸多信息不对称。

出身互联网， 又有银行业的

资源积累， 许泽玮在投资人眼里

是互联网金融领域理想的 “均

衡”型创业者。 1983年出生的许

泽玮从北航毕业后成为新浪“互

动社区” 产品经理；其后加入由

前谷歌中国技术总监周杰创办的

互联网广告公司浪淘金。

创立91金融超市的想法来

自于家庭餐桌。 许泽玮的爷爷、

父母都在银行工作， 一家人常

常在餐桌上谈论关于银行的各

种业务， 金融行业长期存在的

信息不对称、专业知识不对称、

以及服务不对称让他看到了创

业机会。

许泽玮做过调查， 一个人

至少要咨询10个人脉， 请三次

假，才有可能完成一次贷款，这

和贷款资质没有多大关系，完

全是操作流程上的原因。“我们

想解决这个问题，91金融要做

贷款人在银行的‘熟人’ ，帮助

用户提升交易效率， 降低交易

成本。 ”

91金融超市能够成为用户

和金融机构均认可的平台， 主要

在于其数据挖掘和后台匹配能

力， 利用算法和人工服务直接帮

助用户一步到位选中产品， 而这

实际上解决了金融行业中明显的

信息不对称问题。

在与银行的合作中， 许泽玮

设定了“需求+分类+在线服务+

审核+风险控制”五个步骤，而91

金融只做前三步， 审核和风控权

仍在银行。 但91金融的优势在

于，由于直接与银行合作，其能够

获得来自银行内部的业务信息。

例如某个银行某个月有急需

的任务， 必须把两亿的贷款任务

全部放出来，一下子消化不了，就

可能降低贷款需求； 又如年底很

多大银行的贷款指标已经用完，

但也有一些地方银行还有余额。

这类细碎的内部消息，91金融都

会收集起来，录入数据库，供匹配

之用。

不管是搜索还是超市， 做金

融产品平台由于不涉及资金，最

大的好处在于可以规避很多风

险。根据业内人士的分析，金融产

品平台类的纯中介模式， 其风险

系数仅略高于第三方支付， 远小

于P2P网贷、众筹、虚拟货币等。

这对于缺乏金融专业背景的互联

网创业者而言， 无疑是符合其自

身质素的选择。

移动化：让风险更加可控

不同于李明顺和许泽玮，孙

雷已经在金融行业历练多年，对

于互联网金融，他有自己的见解。

“我们都知道互联网颠覆了很多

传统行业，包括物流、房地产、零

售等。 很多人都认为互联网金融

已经冲进了传统的银行。 但我认

为， 目前互联网金融更多的是在

思维上的冲击， 业务上还很难冲

击传统银行。 ”

孙雷在2006年创立玖富时

便定位为互联网金融机构， 当时

的玖富网以个人理财为主， 是金

融渠道的分销门户。 在多年的金

融实践中， 玖富处理了大量的个

人信贷和理财数据， 通过这些数

据发现，有两个需求非常旺盛，而

传统金融机构却满足不了， 这就

是小微贷款和微理财。

“我们在数据里面发现了很

重要的一点，在银行50万元存款

以下的客户处于无人管无人问，

没有人搭理的状态。 ” 这也就成

了玖富后来的定位———微金融。

正因为金融科班出身， 面对

的又是小微贷款人， 孙雷对风险

控制格外看重。 玖富本质也是做

贷款的中间平台， 但他们的资金

来源更广泛，包括银行、个人，甚

至企业的委托贷款。 用孙雷的话

说，是“X2P” ，这得益于玖富自

有的风控体系， 使他们不用依赖

银行做风控。

在风险控制方面， 玖富不仅

引入了国外先进的风险评估模型

并进行本土化， 还创造了完全基

于互联网、 基于社交关系群的一

种授信模式。 “户均贷款只有四

千块，它替代的是信用卡，审核非

常快速，十分钟就可以拿到授信。

针对的是手机端的微信、 微博社

交人群。 ”

在孙雷看来， 对小微借款人

的评估，一是评估还款能力，二是

评估其还款意愿。 传统信贷重视

的是“第二还款来源” ，也就是产

生坏账以后的抵押物；而信用贷

款重点看的是第一还款来源，即

借款人本身，并且更多关注的是

其“软信息”———还款意愿。

“一个资产50万元的客户借

100万元，没有能力还，肯定跑。

但是资产50万元的客户，借5000

元或5万元， 他为此跑路的成本

就会很高，违约的可能性就小。 ”

孙雷认为，社交关系是还款意愿

的最好体现之一。 在移动互联网

时代，人们越来越注重交际圈、个

人品牌影响力，这样的借款人信

用会相对更高。 “基于社交的特

性完全可以做出一个新的征信体

系，这就是玖富移动互联网做的

创新。 ” 而借助移动互联网的精

确定位技术，这个征信体系将更

加可靠。

对于互联网金融，孙雷有一

个有趣的比喻：银行对互联网金

融是“小三” 情结，既想亲近，又

不敢扶为正室。孙雷表示：“互联

网金融和银行之间的关系是，有

冲击，必合作。 冲击主要在两个

方面，一是思维冲击，二是利益冲

击。当互联网金融发展壮大之后，

与银行一定程度的合作将是必然

结果。 ”

在孙雷看来，互联网和金融

要共同融合，通过互联网让金融

体现更多的增值效应，才能走出

融合的道路。 而不是给金融装一

个壳就叫互联网金融。

大数据：互联网金融下一站

相对于互联网金融在降低信

息成本方面的作用，王梦秋更看

好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大数据应

用。她认为，金融的实质是对一个

人进行信用判断，征信是金融领

域的核心业务。 在传统金融里，

不论是保险还是贷款，甚至投资

理财，个人征信都很重要。

“在线下领域， 征信的收集

渠道非常有限，只能收集每月收

入是多少以及一些非常基础的

东西。 但是有了互联网之后，非

常多的数据，比如网上的消费交

易记录， 如果都能利用起来，包

括与线下交易打通，会根本改变

过去的征信模型，从而改变基于

这些征信模式设计出来的金融

产品。 ”

91金融超市在诞生初期也

是基于对大数据挖掘的想法。

“两三年前大家管我们这行叫做

‘金融大数据’ ，现在新的标签是

‘互联网金融’ 。 ” 许泽玮表示，

91金融超市能够成为用户和金

融机构均认可的平台， 主要在于

其数据挖掘和后台匹配能力，利

用算法和人工服务直接帮助用户

一步到位选中产品。

许泽玮常常是早上7点上

班，第二天凌晨2点才休息。“大

部分时间， 就是花在对大数据

的分析上。 ” 他最重要的工作就

是找出客户和银行的可匹配

性， 也就是通过算法和人工筛

选之后， 将不同的用户分发推

荐给金融机构。“我们的客户是

最真实有效的， 如何开发利用

他们至关重要。 ”

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秘书长

白澄宇认为， 由于大数据的产

生，基于互联网平台积累的客户

经营状况和信用分析，解决了中

小企业在传统金融机构中的贷

款难题。 “中小企业很难从银行

等传统金融机构贷到款，需要抵

押和担保，但阿里巴巴却找到了

‘钥匙’ 。 ”

同样致力于解决小微贷款难

题的孙雷对大数据的应用也有自

己的见解。在孙雷看来，大数据通

过批量处理来提高效率， 但大数

据本身降低风险这个命题有待商

榷。“数据多了以后，只是对我筛

选信息和辨别它提高了效率和精

准度。数据本身没有价值，价值在

于我怎么使用这个数据。 ”

在孙雷看来， 交易数据就是

还款能力的体现，基于此，玖富开

发了POSS贷产品，与银联POSS

商户合作，根据商户的POSS交易

数据来分析其经营情况， 并决定

贷款额度。“大数据是一个基础，

怎么应用大数据为客户做精准的

判断才是重点。 大数据是一个热

门话题， 现在关键是有数据的公

司还没怎么用， 想用的公司又没

有数据。 ”

事实上， 谁掌握了大数据的

优势，并善于有效利用数据，谁就

将在未来的金融领域分得一杯

羹。 中关村大数据产业联盟秘书

长赵国栋认为， 未来只要拥有独

特数据资产的企业都可以做金融

业务。

不管是因为互联网的冲击，

还是大数据和未来金融趋势的

日趋清晰，传统金融企业对互联

网的态度已经由“暧昧不清” 转

向“积极尝试” 。 互联网金融的

创业者们也明显感觉到了这种

转变。

今年春节之后，很多银行的

行长开始主动联系李明顺。 回想

2013年， 好贷网刚成立的时候，

李明顺想见银行行长，很多时候

托朋友也不一定见得到。 “这说

明他们也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

一些问题。 ” 李明顺认为，传统

行业做互联网金融需要来一次

脱胎换骨。 而这些转变，也让互

联网金融的探路者们看到了更

多的可能。

记者手记

剩者为王

□本报记者 李阳丹

当互联网领域出现

BAT

时，纯

粹的互联网创新难有生存的空间。

但当互联网深入人们日常生活中

后，互联网和传统企业发生了化学

反应，产业互联网崛起，这其中存

在着成长为

BAT

的机会。

“互联网是剩者为王。”这是好贷

网创始人李明顺的格言，他说：“这是

互联网的魅力，永远有竞争，唯一不

变的就是变化。 ”

要“剩下来”其实并不容易。在李

明顺看来，要成功地“剩下”最重要的

是有好的团队；其次需要有在正确的

时间做正确事情的战略；第三要有很

好的产品， 能够让用户愿意持续用；

最后还要有源源不断的资金愿意支

持创业梦想。

在他看来，创业团队中首先要有

合格的创始人， 这个人要有梦想、要

超越最好、 要有坚持的决心和能力；

还要有非常清晰的组织架构，避免创

始人股权机构平均决策机制不合理；

团队一定要从自己擅长的事情切入。

事实上，团队正是资本选择投资标的

的第一要素， 在李明顺的

5

次创业路

上，同创伟业一路跟随。

已经成功进行天使和

A

轮融资

的

91

金融， 其每一轮业务模式的升

级， 也都伴随着一场

VC

的打气与兜

底。 宽带产业资本合伙人周耘表示，

互联网金融创业是一场马拉松，风投

择驹下注，现在很难说谁能够“剩者

为王”。

李明顺看上的互联网金融平台

模式也面临激烈竞争。 除了互联网

三巨头，还有融

360

这样的直接竞争

对手。 在与其他互联网金融竞争中，

好贷网采取的是开放策略， 他说：

“互联网最重要的是合作战略，每一

家公司都有自己的定位， 每一个公

司的网站上都有各种各样的客户需

求， 而互联网金融在整个金融市场

里面占的规模是小不点， 目前首要

的是做大蛋糕。 ”

玖富创始人孙雷认为，未来创业

成功的路径是跨界和混搭。 “有些人

做了信用，有人做了支付，能不能把

信用和支付混搭？ 有些人做了债券，

有没有人做类似移动众筹的方式？ ”

他认为应当在大家都做得比较热的

领域中， 找到两个交叉点来做创新，

而不是凭空造出一个领域。 “创业必

须看刚性需求，千万不要自己臆想做

一个需求，这样会很难受，而且最后

不太好收场。 ”

“没有满意的创业。 ”谈及自己

的五次创业经历，李明顺如此评价。

李明顺认为，不满意就是动力，如果

有一天满意了， 反而也没有创业的

动力了。 正是这种持续“不满意”的

状态，让他感觉到“快乐”。他说：“享

受改变不满意的过程， 有时候是一

个让人变得更加有人生阅历的很重

要的方式。 ”

“每天五六个小时睡觉， 其他时

间都在工作。”李明顺说，创业者从某

些角度来说自私一点，考虑别人少一

点， 因为事实上时间和精力是有限

的。 在李明顺的办公室里，随时放着

一个行李箱，随时“说走就走”。

作为事业小有成就的

80

后，

91

金融超市创始人许泽玮常被相熟

的同龄人咨询创业经验。 许泽玮

认为， 创业是一件需要全身心投

入的事情，不支持兼职创业。 “很

多人不愿意放弃现有的职业，理

由是有很多资源可以用。 但如果

这些资源会随着你的离开而失

去， 只能说明这些资源不是你自

己的。 对这些所谓的资源，投资人

也不会感兴趣的。 ”

风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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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雷

玖富创始人。

2003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光

华管理学院金融学专业，同年加入香港上市公

司高阳科技金融事业部。

2005

年加入中国民

生银行总行。

2006

年创立玖富。

李明顺

好贷网联合创始人兼总裁。李明顺系原康

盛公司副总裁，曾创办过广告互联、

Discuz!

、聚

淘网、财猫浏览器，

2013

年创办好贷网。

许泽玮

91

金融创始人、

CEO

。 在创办

91

金融

之前，曾分别就职于中国农业银行、新浪

网、搜狐网等知名公司，并在其中担任过

多个重要管理岗位。

2011

年创办

91

金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