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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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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议名称：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主持人：董事长荀建华先生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14年12月8日下午13:30；

（2）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2014年12月8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5、现场会议地点：江苏省金坛市亿晶路18号常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会议室。

6、会议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7、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包括网络和非网络方式），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

人

其中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

人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9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246,690,419

其中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246,640,219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50,20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53.67

其中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股份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53.66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股份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0.01

注明：根据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与股东荀建华等协商变更利润补偿

方式及解除原有利润补偿协议的议案》及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

于相关股东无偿转送股份实施方案的议案》等，于转送股方案实施前，承诺人拟无偿转送的股

份不具有表决权，据此，荀建华所持公司287,826股、姚志中所持公司959,800股、荀建平所持

公司959,800股就本次股东大会拟审议的各项议案不具有表决权，不计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

（

％

）

是否通过

1

《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

议案

》

——— ——— ———

1.01

董事候选人

：

荀建华

246,666,821 99.99

是

1.02

董事候选人

：

孙铁囤

246,669,521 99.99

是

1.03

董事候选人

：

荀建平

246,640,221 99.98

是

1.04

董事候选人

：

姚志中

246,640,221 99.98

是

1.05

董事候选人

：

吴立忠

246,640,221 99.98

是

1.06

董事候选人

：

荀耀

246,640,221 99.98

是

1.07

独立董事候选人

：

张燕

246,642,020 99.98

是

1.08

独立董事候选人

：

徐进章

246,640,220 99.98

是

1.09

独立董事候选人

：

孙荣贵

246,640,220 99.98

是

2

《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

议案

》

——— ——— ———

2.01

监事候选人

：

姚伟忠

246,640,220 99.98

是

2.02

监事候选人

：

安全长

246,640,219 99.98

是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5%（不含）的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

果如下：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

（

％

）

1

《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 ———

1.01

董事候选人

：

荀建华

5785414 99.59

1.02

董事候选人

：

孙铁囤

5788114 99.64

1.03

董事候选人

：

荀建平

5758814 99.14

1.04

董事候选人

：

姚志中

5758814 99.14

1.05

董事候选人

：

吴立忠

5758814 99.14

1.06

董事候选人

：

荀耀

5758814 99.14

1.07

独立董事候选人

：

张燕

5760613 99.17

1.08

独立董事候选人

：

徐进章

5758813 99.14

1.09

独立董事候选人

：

孙荣贵

5758813 99.14

2

《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 ———

2.01

监事候选人

：

姚伟忠

5758813 99.14

2.02

监事候选人

：

安全长

5758812 99.14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肖一律师、刘潇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

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

会决议是合法有效的。

四、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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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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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4年12

月8日在常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到3人，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审议表决，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全体监事推选姚伟忠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

姚伟忠先生简历如下：

姚伟忠先生，1980年出生，大学本科，MBA在读，中共党员。 曾担任常州亿晶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生产部长，江苏华日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部长等职务，现担任亿晶光电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常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常州亿晶太阳能浆料

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情况：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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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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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4年

12月8日在常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到9人。 会议由

荀建华先生主持，公司监事会成员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荀建华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组成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规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荀建华先生

提名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组成如下：

战略发展委员会由董事长荀建华先生、董事孙铁囤先生、独立董事孙荣贵先生等3人组

成，其中荀建华先生担任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

审计委员会由独立董事张燕女士、独立董事徐进章先生及董事姚志中先生等3人组成，

其中独立董事张燕女士担任审计委员会主任。

提名委员会由独立董事孙荣贵先生、独立董事徐进章先生及董事荀建平先生等3人组成，其

中独立董事孙荣贵先生担任提名委员会主任。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独立董事徐进章先生、独立董事张燕女士及董事长荀建华先生等

3人组成，其中独立董事徐进章先生担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和全体董事商议，拟聘任荀建华先生为公司总经理，总经理任期3年，自

董事会聘任之日起算，任期届满，经重新聘任可连任。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拟聘任孙铁囤先生、刘宏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孙琛华女士为

公司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前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3年，自董事会聘任之日起算，任期届

满，经重新聘任可连任。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拟聘任刘党旗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冉艳女士为公司证券

事务代表。 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任期3年，自董事会聘任之日起算，任期届满，经重新

聘任可连任。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开设募集资金银行专用账户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设立五个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用于存放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具体情况如下：

1、账户名称：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坛支行

账号：32001626436052510692

2、账户名称：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坛市华城支行

账号：84201204012010000001592

3、账户名称：常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坛支行

账号：32001626436052510685

4、账户名称：常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坛市支行

账号：10625001040228861

5、账户名称：常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信银行常州金坛支行

账号：7358710182600014547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附件：受聘人员简历。

特此公告。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2月8日

附件：

受聘人员简历

1、荀建华先生，1962年出生，中国国籍，高级经济师，江苏省第十二届人大代表。荀建华

持有公司39.56%的股权，系公司实际控制人。 曾任常州现代通讯光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

经理，现任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常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兼总经理，江苏华日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常州亿晶太阳能浆料制造

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曾获得“江苏省十大风云苏商” ，“江苏省劳动模范” ，全国“创

业之星”等光荣称号。 2013年10月被选为“工会全国代表” 并出席中国工会十六次全国代

表大会，2013年12月被江苏省人民政府评为“最具爱心慈善捐赠个人” 。

2、孙铁囤先生，1962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上海交通大学应用物理专业博士。现任中国

可再生能源研究会秘书长，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常州亿晶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技术总监，常州亿晶太阳能浆料制造有限公司董事，上海交通

大学、江苏大学兼职教授。

3、刘宏先生，1963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高级国际财务管理师。曾任金坛汤庄车木工艺

厂主办会计，常州现代通讯光缆有限公司财务主管，常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主管，

现任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4、孙琛华女士，1973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曾任常州唐金进

出口有限公司财务主管，亿晶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内审经理，现任常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财务经理。

5、刘党旗先生，1964年5月生，中国国籍，高级工程师。曾任任西安理工晶体科技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现任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常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6、冉艳女士，1982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曾任常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市场专员，现

任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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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12月5日

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和传真等方式发出。 会议于2014年12月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应

出席会议董事5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5人。 会议由董事长孙忠义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及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5名董事认真审议并经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了

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海南佳德信食品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2650万元对全资子公司海南佳德信食品有限公司增资，增资前注

册资本为4385万元，增资后变更为7035万元，公司持有其100%股权不变；同意修改海南佳德信食品有限

公司章程相关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湛江佳洋食品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1600万元对全资子公司湛江佳洋食品有限公司增资，增资前注册

资本为2900万元，增资后变更为4500万元，公司持有其100%股权不变；同意修改湛江佳洋食品有限公司

章程相关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广东雨嘉水产食品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2120万元对全资子公司广东雨嘉水产食品有限公司增资，增资前

注册资本为2380万元，增资后变更为4500万元，公司持有其100%股权不变；同意修改广东雨嘉水产食品

有限公司章程相关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广西百嘉食品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2700万元对全资子公司广西百嘉食品有限公司增资，增资前注册

资本为1500万元，增资后变更为4200万元，公司持有其100%股权不变；同意修改广西百嘉食品有限公司

章程相关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及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特此公告。

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696

证券简称：百洋股份 编号：

2014-067

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增资事项概述

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2月8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海南佳德信食品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湛江佳洋

食品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广东雨嘉水产食品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及《关于对全

资子公司广西百嘉食品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本次增资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2650万元对海南佳德信食品有限公司增资，增资后海南佳德信食品有限

公司注册资本由4385万元变更为7035万元，本次增资后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不变。

2、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1600万元对湛江佳洋食品有限公司增资，增资后湛江佳洋食品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由2900万元变更为4500万元，本次增资后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不变。

3、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2120万元对广东雨嘉水产食品有限公司增资，增资后广东雨嘉水产食品

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2380万元变更为4500万元，本次增资后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不变。

4、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2700万元对广西百嘉食品有限公司增资，增资后广西百嘉食品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由1500万元变更为4200万元，本次增资后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不变。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增资事项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增资行为不涉及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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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投资主体介绍

投资主体为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无其他投资主体。

三、增资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海南佳德信食品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海南佳德信食品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海口市江东新区佳德信路一号

3、成立时间：2002年12月3日

4、法定代表人：王玲

5、注册资本： 4385万元

6、经营范围：水产品、农副产品、速冻,食品的加工，以及上述自产产品的销售。 （一般经营项目自主

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

7、 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单位：元）

项目

2013

年度

（

或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经审

计

2014

年

1-9

月

（

或

2014

年

9

月

30

日

）

未

经审计

资产总额

57,482,036.04 103,764,634.95

负债总额

43,957,018.90 87,112,261.20

净资产

13,525,017.14 16,652,373.75

营业收入

19,839,760.80 150,890,933.91

利润总额

-18,722,411.73 3,127,356.61

净利润

-18,722,411.73 3,127,356.61

（二）湛江佳洋食品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湛江佳洋食品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 湛江遂溪县岭北镇374省道旁

3、成立时间：2007年5月11日

4、法定代表人：易泽喜

5、注册资本：2900万元

6、经营范围：水产品收购、冷冻、养殖、加工、销售；建筑材料、鱼粉、虾粉、饲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购

销；货物进出口和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证后

方可经营） 销售。

7、 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单位：元）

项目

2013

年度

（

或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经审

计

2014

年

1-9

月

（

或

2014

年

9

月

30

日

）

未

经审计

资产总额

78,743,062.29 151,157,305.50

负债总额

33,678,184.81 104,667,057.51

净资产

45,064,877.48 46,490,247.99

营业收入

250,852,041.62 162,994,837.72

利润总额

5,306,618.68 1,468,015.65

净利润

5,361,406.94 1,425,370.51

（三）广东雨嘉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广东雨嘉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 化州市工业园区30米街

3、成立时间：2009年8月18日

4、法定代表人：孙忠义

5、注册资本：2380万元

6、经营范围：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水产品的

生产加工及销售；速冻食品【（速冻其他类制品）】。

7、 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单位：元）

项目

2013

年度

（

或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经审

计

2014

年

1-9

月

（

或

2014

年

9

月

30

日

）

未

经审计

资产总额

91,457,165.42 122,101,186.33

负债总额

55,188,240.81 82,513,532.21

净资产

36,268,924.61 39,587,654.12

营业收入

253,089,361.54 180,093,228.40

利润总额

3,041,143.03 4,313,406.32

净利润

2,253,212.91 3,318,729.51

（四）广西百嘉食品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广西百嘉食品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 北流市鑫山工业集中区（民乐会众村）

3、成立时间： 2012年3月16日

4、法定代表人：孙忠义

5、注册资本：1500万元

6、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速冻食品；水产品收购、加工及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

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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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国家禁止进口的商品除外）。

7、 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单位：元）

项目

2013

年度

（

或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经审

计

2014

年

1-9

月

（

或

2014

年

9

月

30

日

）

未

经审计

资产总额

64,108,848.31 102,458,644.25

负债总额

48,882,644.66 91,174,404.08

净资产

15,226,203.65 11,284,240.17

营业收入

0.00 53,563,044.73

利润总额

0.00 -3,941,963.48

净利润

0.00 -3,941,963.48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本次投资为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无需签署对外投资合同。

五、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由公司自有资金解决，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增资是根据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优化相关全资子公司的资本结构，增强全

资子公司业务拓展能力和融资能力，从而提升相关全资子公司在各自业务领域的竞争力。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八日

证券代码：

601268

证券简称：

*ST

二重 公告编号：临

2014-109

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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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司定于2014年12月15日（周一）以现场记名

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公司于2014年11月29

日在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14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

的要求，现将有关事项提示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集人：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4年12月15日下午14:30；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12月15日上午9:30-11:30，下

午13:00-15:00。

三、会议地点：

现场会议地点：公司第一会议室（四川省德阳市珠江西路460号）；

网络投票平台：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四、会议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投票方式。

五、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使用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六、出席、列席会议的人员：

1、截止2014年12月8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股东也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委托书

样本附后）；

2、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见证律师。

七、会议登记事项：

1、股权登记日：

2014年12月8日

2、登记时间：

2014年12月9至12月12日上午8:00-12:00、下午14:00-18:00

3、登记地点：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地址：四川省德阳市珠江西路460号二重重装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刘世伟 吴成柒 王 莹

邮编：618000

电话：0838-2343088

传真：0838-2343066

4、登记办法：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或授权代理人，请于本通知规定的登记时间持以下证明文件到

公司进行登记，领取会议资料。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委

托人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和授权委托书；

（2）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人股东营业执照

复印件、法人股东持股凭证；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授权的代理人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书、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

异地股东可以用传真或信函方式将上述证明文件发到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进行登记

（如委托其他人参加大会并行使表决权，需在会议开始前将授权委托书原件邮寄或由受托

人带到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进行登记，收到时间以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人员收到时间为准）。

八、其他事项

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股东的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九、备查文件

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附件一：授权委托书样本

附件二：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九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 （本人或公司名

称）出席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委托人

对下列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画“√” 以明确表示同意、反对、弃权）：

序号 议 案 名 称 同意 反 对 弃 权

1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如委托人对议案内容未做明确意见表示，受托人可根据其本人意愿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委托方身份证号码：

委托方持有股份数： 委托方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2014年 月 日

委托期限：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注：本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二：

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一、本次会议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12月15日

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投票程序比照上海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

作。

二、投票代码：788268；投票简称：二重投票

三、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1、买卖方向为买入股票；

2、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会议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顺序号，99.00元代表总议

案，以1.00元代表议案一。

对于本次会议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的顺序号及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表：

序号 内容

申报价

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总议案 表示对所有议案的表决

99.00 1

股

2

股

3

股

1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

议案

1.00 1

股

2

股

3

股

四、在“申报股数”项填写表决意见，l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表决

意见种类对应的申报股数：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l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五、投票示例

例如：某投资者对全部议案一次性表决，拟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788268

买入

99.00

元

l

股

投资者对议案一《关于使用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投同意票，其申报

为：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788268

买入

1.00

元

l

股

如某股东对某一议案拟投反对票，以议案一为例，只需要将上表所申报股数改为2股，

其他申报内容相同。 如某股东对某一议案拟投弃权票，以议案一为例，只需要将申报股数

改为3股，其他申报内容相同。

六、投票注意事项

1．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2.�统计表决结果时，对单项方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包含该议案的议案组的表决申

报，对议案组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全部议案的表决申报。

3.�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即视为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

未投票或投票不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要求的投

票申报的议案，按照弃权计算。

证券代码：

002476

证券简称：宝莫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44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石化

胜利油田新春采油厂含油污水资源化处理站

（

BOO

模式）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近期，公司的控股公司东营宝莫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莫环境” ）参加了春风油田含油

污水资源化处理站项目（以下简称“项目” ）的投标。 本项目招标人为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

油田分公司新春采油厂（以下简称“新春采油” ）。 2014年12月5日，中国采购与招标网（http://www.

chinabidding.com.cn）发布了“春风油田含油污水资源化处理站项目中标结果公示” ，公示宝莫环境

为该项目中标人，公示期为2014年12月5日至2014年12月7日，现将有关内容提示如下：

一、中标项目概况

本项目是建设一座产水规模为5000m3/d的含油污水资源化处理站， 将春风油田稠油热采采出的

含油污水进行深度处理，达标后供至招标方注汽锅炉，用于稠油注汽开采。 项目建设内容包括含油污水

预处理设施、深度脱盐设施、辅助生产设施和配套工程等。项目建设地点：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克拉玛依

市克拉玛依区三泵站附近。

本项目采用BOO（建设—拥有—运营）模式运作,预计总投资1.5亿元，具体投资金额及项目回收期

限待签订正式合同后，进一步公告。中标方宝莫环境负责项目的立项、征地、设计、投资建设和运营，招标

方向中标方支付水费，合同期限自签订合同之日起至2029年12月31日止。

二、中标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1、该项目有利于推动公司产业升级和业务转型

按照宝莫股份的发展战略，公司紧紧围绕能源环保两大主题，充分发挥产品、技术、资本等优势，积

极实施资源整合，大力开拓油田化学品、油气工程技术服务、油气开采和环保水处理四大业务领域。宝莫

环境作为环保水处理业务平台，重点发展石油石化水处理及特种工业废水处理的产品、技术和服务，本

项目为公司承担的首个BOO项目，标志着公司从原来单一的产品销售向技术集成运营一体化服务的转

型升级取得新的进展，对未来业务拓展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2、该项目有利于公司形成技术竞争优势，带动行业技术进步

油田采出污水具有水质复杂、波动大、难处理等特点，本项目为国内首例高温高盐稠油热采污水资

源化处理工业化项目，具有重要的技术示范作用，公司采用国际领先的工艺和技术，可实现油田污水资

源化利用。 该项目的实施，将对公司形成该领域的技术领先优势，带动行业技术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3、该项目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升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近年来，国家对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市场机制日趋完善，近期又相继出台《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水十条）、《环境污染治理第三方治理指导意见》等多项产业支持政策，环保水处理行业迎来巨大商机。 石

油石化水处理领域，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大型油企积极实施“碧水蓝天”等多项环境治理计划，推行第

三方环境服务，在石油体制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油田服务市场逐步放开的大背景下，石油石化水处理市

场空间巨大；同时，本项目实施地位于新疆，服务西部环境治理，将可享受国家西部开发的产业政策，具有良

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本项目在技术、市场、经营模式等方面具有典型示范作用，对公司充分发挥优势，抢抓

市场机遇，拓展石油石化水处理业务，进一步增强市场竞争力，提升盈利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三、中标项目风险提示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尚未收到招标方发出的中标通知书，最终中标结果及合同签署仍然存在不确定

性风险。

公司将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并签署合同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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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四年十二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476

证券简称：宝莫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45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由于公司拟披露有关事项，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公司股票自2014年12月8日起停牌。 相关公

告在2014年12月9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后，公司股票将于2014年12月9日开市时起复牌。

特此公告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470

证券简称：金正大 公告编号：

2014-085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与佳沃集团有限公司签署肥料供应、使用及技术支持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协议签署概况

1、2014年12月8日，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正大” 或“公

司” ）与佳沃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为“佳沃集团” ）就肥料供应、使用及技术支持等方面

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

2、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本协议在总经理办公会审批权限内，无须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3、本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作方介绍

公司名称：佳沃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号：110108014916384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彩和坊路6号6层南区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绍鹏

经营范围：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广告；承办展览展示活动；机械设备租赁；种植花卉；销售花、草及观赏植物、饲料、农药

（不含危险化学品）、机械设备；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推广服务；基础

软件服务；仓储服务。

公司简介：佳沃集团是中国最大的水果全产业链企业，在海外及中国拥有规模化的蓝

莓和奇异果种植基地，领先的种苗繁育中心、工程技术中心、分选加工中心、冷链物流平台

和品牌营销网络。 同时佳沃集团也在茶叶、葡萄酒等领域进行投资和业务布局。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鉴于公司是规模最大、产品最全、技术最领先的新型肥料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是全

球最大的缓控释肥生产基地，建有国家缓控释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复合肥料国家工程研

究中心，拥有完善的服务体系，经佳沃集团评审，将公司纳入佳沃集团的农资供应平台，为

佳沃集团及其关联公司提供安全可靠的肥料产品及相关技术服务。

1、公司为佳沃集团及其关联公司（含关联种植基地）提供质量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

的产品。 具体价格以公司提供给佳沃集团各产品报价单为准，具体的肥料品种及数量以佳

沃集团的订货单为准。

2、公司根据佳沃集团及其关联公司（含关联种植基地）的需求派出专业人员到基地现

场指导，根据作物、土壤、气候等情况，对作物施肥、浇水、修剪、疏果、喷药等提供专业意见

并提供农化培训；公司结合当地基地情况开发新产品，在基地开展肥料实验，帮助佳沃集团

及其关联公司、基地合理使用植物营养套餐肥料。

四、协议签订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佳沃集团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高高端经济作物专用肥

的研发水平和规模化种植户农业服务水平，为成为植物营养专家奠定基础。

本协议仅是双方的战略合作意向，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影响存在

不确定性。 未来具体合作，双方将另行签署具体的销售合同。

五、风险提示

本次合作协议属于框架性合作协议，具体的实施进度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394

证券简称：联发股份 公告编号：

LF2014-058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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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 别 提 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12月8日（星期一）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12月7日～2014年12月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12月8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12月7日15:00至2014年12

月8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海安县恒联路88号 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薛庆龙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9名，代表

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50,816,8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5915％。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49,844,10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2910%；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2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972,7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3005％，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有效表决股数。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闲置自有资金投资理财额度及投资品种的议案》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150,62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61％；反

对186,9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

88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2.5763％；反对186,9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7.42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赵辉、孙丽珠律师

3、结论性意见：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201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公司201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二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340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

2014-112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概述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上海悦易网络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回收” ），本着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基本原则，为充分发挥双方优

势，经友好协商，双方于2014年12月7日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

本协议属于框架性协议，还有待签署正式的投资协议。 公司将在签署正式协议时根据

《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签署框架性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须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悦易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文俊

住所：上海市杨浦区国定路335号2号楼1202-3室

注册资金：2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网络科技、计算机软件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

寄售工艺礼品、文具用品、体育用品、家电电器、电子产品、日用品、五金交电、机械设备、汽

车配件、通讯设备及相关产品（除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计算机整机、配件及相关

产品（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售通讯设备及相关产品（除卫星电视广播地面

接收设施），计算机整机、配件及相关产品（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以下限分支

机构经营：废旧物资回收（不含生产性废旧金属收购）。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1、格林美作为爱回收在中国境内的优先指定的环保处理合作企业，爱回收将回收到的

报废手机、笔记本、电池等电子产品及配件交给格林美进行处理，格林美同意对其进行无危

害的环保处理。

2、爱回收和格林美建立长期品牌合作关系，共同建设市场营销体系和回收服务体系。

3、爱回收和格林美保持资本和股权层面合作的机会，双方保持积极沟通和磋商。

4、本协议为双方进行全面业务合作的框架性协议，合作项目中具体事宜需双方在具体

合同中进一步予以明确。 双方合作的范围亦不局限于本协议内容，可随双方业务发展作相

应修改。

5、本协议有效期一年,自2014年12月7日起2015年12月7日止。 除非任何一方于本协议

届满前30日书面提出终止本协议，否则本协议到期届满后将自动续延一年。

6、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作为中国电子废弃物、废旧电池经济化、规模化循环利用的领先企业之一，爱回收

拥有二手电子产品回收的较大的渠道和电子平台。 本次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有利于整

合双方的业务结构，两家在环保领域独具特色的公司将开展从线下到线上，互融互通的合

作，促进公司从现有多层次的线下回收网络走向建立覆盖全国的电子商务回收网络，强化

公司电子废弃物等城市矿山循环产业的原料保障体系建设，能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与核心竞争力。

本协议属于框架性协议，还有待签署正式的投资协议。 另外，双方在合作模式和时间进

度方面还存在不确定性，特此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该项

目进展状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一四年十二月八日

备查文件：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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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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