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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477

证券简称：雏鹰农牧 公告编号：

2015-001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大企业联合定向专业育种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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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提示：

1、本协议在实施过程中因多方因素的影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具体的合作事宜，以另

行签订的正式合作协议为准。

2、本合作协议及相关正式协议的生效及实施，尚需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关

决策程序，能否顺利通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3、截止本公告日，协议各方尚未展开实质性的工作，短期内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不会产

生重大影响。

一、协议签署基本情况

1、近日，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正大畜牧投资（北京）有限公司、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华特希尔有限责任

公司（美国） 共同签署了 《大企业联合定向专业育种联盟 美国国际育种中心合作协议

书》，拟共同投资成立“美国国际种猪育种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美国相关机构核准

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美国国际” ）。

2、本协议内容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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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合作各方基本情况

（一）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人神” ）成立于1992年，公司注册地址为湖南

省株洲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注册资本42,078.6�万元，深交所中小板上市公司，是

首批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唐人神一直致力于生猪产业链一体化经营，经过20多年的创业发展，已经形成了“品

种改良、安全饲料、健康养殖、肉品加工、品牌专卖” 五大产业发展格局，“美神” 种苗通过

美国NSR（美国国家种猪登记协会）认证，达到美国同步育种水平。

（二）正大畜牧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正大畜牧投资（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大畜牧” ）成立于2010�年，企业类型为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住所为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7号光华长安大厦，

注册资本为 45,000万美元。

正大畜牧为正大集团农牧企业中国区养殖板块的总部，集投资、采购、销售、服务为一

体，负责全面协调正大集团中国区农牧企业的经营与管理，对中国发展农牧渔业起到推广

作用。

（三）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温氏” ）成立于1993年，公司注册地

址为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新城镇，注册资本为319,000万元人民币，是目前全国规模最大

的种猪育种和肉猪生产企业，其中“华农温氏猪配套系1号” 通过了国家级品种审定。

（四）华特希尔有限责任公司（美国）

1、注册地址：美国印第安纳州

2、总裁/法定代表人：麦克?雷蒙（Mike� Lemmon），美国国籍。

三、拟投资设立的美国国际基本情况及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在本项内容中，公司指“美国国际” 。

（一）协议各方：

中方合资方：

甲方：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正大畜牧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丁方：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戊方：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美方合资方：

乙方：华特希尔有限责任公司（美国）

（甲方、丙方、丁方、戊方合称中方，甲方、乙方、丙方、丁方、戊方合称各方）

（二）拟投资设立的美国国际的基本情况（暂定，最终以美国相关机构核准为准）；

1、公司名称：美国国际种猪育种有限公司；

2、公司地址：印第安纳州，爱尔滨镇；

3、公司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各方以各自认缴的出资额对公司承担责任。除本协议

另有约定外，各方按其出资额所占注册资本的比例分享利润和分担风险。

4、公司业务范围：采用AirWorks猪舍建设理念并跟据乙方的标准作业程序操作的母

猪体系内的配种、繁殖、产仔、育肥以及配合纯种猪生产的营销体系。

（三）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及育种中心项目建设基本情况

（1）在中国农业部和中国畜牧业协会的敦促和支持下，甲方已和乙方达成共识，合资

成立美国国际种猪育种有限公司， 建设育种中心项目， 公司由中方持股51%， 乙方持股

49%。

（2）育种中心项目位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占地面积130亩，方圆三公里为种植用地，十

公里范围内无任何畜禽养殖，设计规模为存栏1200头核心群种猪。 育种中心将汇集全球顶

尖的育种素材， 针对中国消费者和生产特点培育新品种， 同时基于美国市场开放政策和

NSR开放交流平台，获取全球生猪活体、精液、胚胎基因。

（3）育种中心将根据中国地域广阔，消费差异较大的特点，着力开发以繁殖性能、生长

性能和胴体性能（瘦肉率、屠宰率、肌腱脂肪含量（口感）、肉色）为主导的三大品系。

2、投资额与注册资本

（1）公司投资总额为1,400万美元（其中：预计流动资金200万美元）。

（2）公司注册资本为1,400万美元。

其中：中方出资占注册资本51%，具体如下：

甲方以美元出资504万美元，占注册资本36％；

丙方以美元出资70万美元，占注册资本5％；

丁方以美元出资70万美元，占注册资本5％；

戊方以美元出资70万美元，占注册资本5％；

美方出资686万美元，占注册资本49％，具体如下：

乙方以美元出资686万美元，占注册资本49％；

3、投资育种中心项目可分享的利益

（1）合资各方股东除获得投资收益外还可分享如下利益：

根据股东需求，开发个性化品系，真正实现定制化育种开发；

开放华特希尔研发平台及NSR交流平台，对公司所有参股股东开放测定数据；

打通种猪精液的中美进出口渠道，与公司所有参股股东建立全球最快捷的遗传交流中

心，各股东单位及时获取全球生猪活体、精液、胚胎基因；

以股东价格向参股的各股东单位优惠提供优质核心群资源种猪。将科技成果进行快速

转化，指导帮助公司所有参股股东单位建立育种体系。

四、签署合作协议书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中国是养猪大国但不是养猪强国，养猪效益近半的贡献依靠优良的品种，中国的现有

品种很难满足当前标准化、专业化、规模化、工业化养猪模式的需要。 目前世界成功的育种

路径基本上是两条，一是联合育种之路，如美国NSR、加系CCSI和丹麦的联合育种之路；二

是大企业独立育种之路，如PIC公司、美国墨菲布朗公司。 通过大量调研、专家论证，世界各

国现有的成功育种模式不适合中国的现实。

此次公司联合国际、国内顶级养殖和育种企业、顶级科研院所和全基因组测序高科技

公司， 共同投资设立美国国际种猪育种有限公司， 走 “中国大企业联合专业定向育种联

盟” ，可以充分发挥各方优势，整合各方资源，实现资源互补、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将进一

步提高公司的种猪育种水平和质量，从源头上提升生猪养殖的效率，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

略。

五、风险提示

1、本协议在实施过程中因多方因素的影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具体的合作事宜，以另

行签订的正式合作协议为准。

2、本合作协议及相关正式协议的生效及实施，尚需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关

决策程序，能否顺利通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3、截止本公告日，协议各方尚未展开实质性的工作，短期内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不会产

生重大影响。

六、其他

本合作协议仅为各方下一步谈判确定的合作范围和原则，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存在

不确定性，合作具体事项以正式签订的合作协议为准。公司将根据协议后续的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大企业联合定向专业育种联盟 美国国际育种中心合作协议书》。

特此公告。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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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份公司”或“公司” ）七届四十九次董事会

会议于2015年1月5日在股份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股份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会议在会议召开五日前以书面通知的方式通知全体董事。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希

模先生主持，应参会董事十名，实参会董事十名。 王德勇先生、刘守豹先生以通讯方式进行

了表决。 部分监事及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有效表决，会议一致通过如下议题：

（一）以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控股股东北京首都开发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本议案属关联交易，出席此次董事会的关联董事刘希模先生、潘利群先生、杨文侃先

生、王明先生、潘文先生、阮庆革先生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其他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并一

致同意此项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出具了独立董事意见。

为支持公司经营需要，控股股东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首开集

团”）拟向公司提供借款支持,金额为柒亿伍仟万元，借款期限十二个月，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公司对此笔借款无需提供抵押及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联交易公告（临2015-005号）。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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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大股东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向本公司提供借款柒亿伍仟万元，借款

期限十二个月。

2、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本次关联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份公司” 、“本公司” 或“公司” )于2015年1

月5日召开七届四十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控股股东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首开集团” ）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为支持公司经营需要，大股东首开集团拟向公司提供借款支持,借款金额为人民币柒

亿伍仟万元，利率标准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利率上浮20%，借款期限

十二个月，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公司对此笔借款无需提供抵押及担保。

二、关联方介绍

首开集团成立于2005年11月；住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三区52号楼；法定代表人：刘

希模；注册资本：133,000万元；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公司主营业务为房地

产开发；实际控制人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到2013年12月31日，经

审计的总资产11,059,867.60万元、 净资产1,774,150.34万元，2013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893,798.54万元、净利润228,702.53万元。 首开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三、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定价依据

借款方：公司

贷款方：首开集团。

借款方式：首开集团向公司提供借款。

借款额度:人民币柒亿伍仟万元整。

借款期限:自2015年1月至2016年1月。

借款利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六个月至一年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年利率上浮20%，即6.72%

其他事项：公司对该笔借款无需提供抵押及担保。

四、进行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公司获得充足贷款以支持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首开

集团为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拓宽了公司的资金来源渠道，为公司提供了资金支持。

五、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2015年1月5日，公司召开七届四十九次董事会，对上述交易进行了审议，关联董事刘

希模先生、潘利群先生、杨文侃先生、王明先生、潘文先生、阮庆革先生回避表决，独立董事

孙茂竹先生、刘守豹先生、王德勇先生、梁积江先生均就此项议案进行了表决并同意此项议

案，同时参与表决的独立董事就此项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一致行动人需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独立董事已按照相关规定，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核。 公司四名独立董事

对此项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均同意此项关联交易，并认为此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

合有关规定，符合公平原则和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关联方以外的股东无不利影响；本

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同意将此关联交易提交公司七届四十九次

董事会审议。

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内容合法、有效，不存在违反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强制性规定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符合公司利

益，也没有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基于此项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定价符合公

平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对关联方以外的其他股东无不利影响，审计委员会同意

将《关于审议控股股东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七届四十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2、独立董事意见；

3、审计委员会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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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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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14年12月29日以邮件和电

话方式发出通知，2014年12月3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9名董事以传真或专人送达的形式对

会议议案进行了表决。 符合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题：

1、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根据财税〔2014〕75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

税政策的通知》，对2014年1月1日后新购进单位价值在100万元以下专门用于研发的仪器

设备、单位价值不超过5,000元的所有固定资产，一次性计入当期费用。

特此公告。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600066

证券简称：宇通客车 编号：临

2015-002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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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14年12月29日以邮件和电

话方式发出通知，2014年12月3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5名监事参与表决。符合公司章程及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题：

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执行性的会计估计可以更加客观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同意变更。

特此公告。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一五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600066

证券简称：宇通客车 编号：临

2015-003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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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概述

公司拟调整会计估计，对2014年1月1日后新购进单位价值在100万元以下专门用于研

发的仪器设备、单位价值不超过5,000元的所有固定资产，一次性计入当期费用。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相关议案， 无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计估计变更的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公司对单位价值在2,000元以上的所有固定资产均采用加速折旧方法逐月计提折

旧。 公司一贯采用谨慎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以更加客观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根据财税〔2014〕75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

策的通知》，公司变更会计估计，对2014年1月1日后新购进单位价值在100万元以下专门用于

研发的仪器设备、单位价值不超过5,000元的所有固定资产，一次性计入当期费用。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有关规

定，对上述会计估计的变更不对已披露的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以往年度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对2014年度利润总额的影响预估为1700万元（具体数据以

2014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基于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通知，符合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

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不会损害公司和中

小股东的利益。 同意公司执行变更后的会计估计。

四、监事会意见

执行性的会计估计可以更加客观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同意变更。

五、上网公告附件

（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三）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一月五日

股票代码：

600795

股票简称：国电电力 编号：临

2015-01

转债代码：110018� � � � � � � � � � � � � � � � � � � �转债简称：国电转债

债券代码：

122151

债券简称：

12

国电

01

债券代码：

122152

债券简称：

12

国电

02

债券代码：

122165

债券简称：

12

国电

03

债券代码：

122166

债券简称：

12

国电

04

债券代码：

122324

债券简称：

14

国电

01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四季度

及年度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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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可转债转股情况：2014年第四季度，共有3,615,810,000元“国电转债” 已转成公司

股票，转股股数为1,592,864,607股。 截至2014年12月31日，累计有3,617,291,000元

“国电转债”转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股数为1,593,442,974股。

可转债余额情况：截至2014年12月31日，“国电转债” 尚有1,882,709,000元未转股，

占“国电转债” 发行总量的34.23%。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2011年8月，公司发行了55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国电转债” ，债券

代码110018）；2012年2月20日，开始进入转股期，初始转股价格为2.67元/股。

（二）2012年6月6日，公司发布《关于根据2011年度利润分配实施方案调整可转换公

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自2012年6月12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2.57元/股。

（三）2013年1月10日，公司发布《关于根据非公开发行结果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转

股价格的公告》，自2013年1月11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2.53元/股。

（四）2013年5月17日，公司发布《关于根据2012年度利润分配实施方案调整可转换

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自2013年5月23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2.40元/股。

（五）2014年6月9日，公司发布《关于根据2013年度利润分配实施方案调整可转换公

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自2014年6月13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2.27元/股。

二、可转债转股情况

（一）2014年第四季度转股情况

2014年10月8日至2014年12月31日，共有3,615,810,000元“国电转债” 已转成公司

股票，转股股数为1,592,864,607股。

（二）累计转股及余额情况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国电转债” 累计共有3,617,291,000元转成公司股票，累计

转股股数为1,593,442,974股。

“国电转债” 尚有1,882,709,000元未转股，占“国电转债” 发行总量的34.23%。

三、股本变动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的本公司股份数据资料， 公司

2014年第四季度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834,862,384 0 1,834,862,384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5,395,148,957 1,592,864,607 16,988,013,564

股份总额

17,230,011,341 1,592,864,607 18,822,875,948

公司于2014年12月27日发布了《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

变动公告》（临2014-83），截至2014年12月25日公司股本总额为18,815,118,784股。 根

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查询证明，在2014年12月26日至2014年12

月31日期间，“国电转债”转股股数为7,757,164股。

备查文件：截至2014年12月31日，“国电电力”股东名册及“国电转债”持有人名册。

四、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投资者热线010-58682100进行咨询。

特此公告。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月6日

证券代码：

600222

股票简称：太龙药业 编号：临

2015--001

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实施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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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已于2014年4月24日召开第六届董

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

案》，同意公司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0.6亿元

（含0.6亿元）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适时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在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相关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分

别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详见公司2014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上海证券

报》披露的《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

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18）。

公司近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3800万元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购买了银行

理财产品，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1、产品名称：中信理财之信赢系列（对公）14206期人民币理财产品

2、产品类型： 封闭式保本浮动收益类

3、测算年化收益率：测算最高年化收益率为4.40%

4、期限 ：92天

5、到期日： 2015年4月7日（受收益起计日、提前终止条款等约束，遇中国法定节假日

顺延至下一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算收益）

6、购买产品金额为：人民币3800万元 。

二、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在上述银行理财产品理财期间，公司将

与银行保持密切联系，及时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

的安全。

三、对公司的影响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正常周转需要的情况下，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

的投资回报。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情况

除本次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外：

1、2014年5月14日，公司以2000万元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购买了“中信

理财之信赢系列（对公）14131期人民币理财产品” ；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经测算最高年

化收益率为4.5%；产品期限：2014年5月14日---2014年8月20日（如本产品被中信银行宣

布提前终止，该提前终止日被视为到期日）。 该产品已到期，公司已按期收回本金和收益；

2、2014年6月18日，公司以1000万元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桐柏路支行购

买了“工银理财共赢3号保本型2014年第24期B款” 银行理财产品；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

预期年化收益率约为3.8%； 产品期限：2014年6月25日---2014年9月22日。 该产品已到

期，公司已按期收回本金和收益；

3、2014年6月20日，公司以1200万元向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巩义支行购买了“郑州

银行“金梧桐” 鼎诚100号人民币理财产品” ；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预期年化收益率约为

5.0%；产品期限：2014年6月26日---2014年9月4日。 该产品已到期，公司已按期收回本金

和收益；

4、2014年6月26日，公司以1800万元向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购买了“平

顶山银行金凤凰理财—“鹰城财富” 2014年第18期人民币理财产品” ； 产品预期年化收益

率：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约为5.2%；产品期限：2014年7月2日---2014年8月29日。 该产品

已到期，公司已按期收回本金和收益。

5、2014年9月24日，公司以3800万元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购买了“中信

理财之信赢系列（对公）14173期人民币理财产品” ；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经测算最高年

化收益率约为4.5%；产品期限：91天；到期日为2014年12月26日。 该产品已到期，公司已按

期收回本金和收益。

6、2014年12月19日， 公司以1000万元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桐柏路支行

购买了“中国工商银行保本型法人91天稳利人民币理财产品” ；业绩基准：产品业绩基准为

3.8%（年化）；产品期限：91天，到期日为2015年3月23日。

7、2014年12月23日，公司以1200万元向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巩义支行购买了“郑

州银行“金梧桐”聚金14号人民币理财产品” ；预期年化收益率：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约为

5.68%；产品期限：82天；到期日： 2015年3月16日。

五、备查文件

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签订的《中信银行理财产品协议》。

特此公告。

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5日

证券简称：民生银行 证券代码：

600016

编号：

2015-001

证券简称：民生转债 证券代码：

110023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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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转股情况：截至2014年12月31日，本公司发行的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民生转债” ）累计已有人民币935,884,000元转为本公司A股股票，累计转股股数为114,

247,390股，占本公司可转债转股前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40277%。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14年12月31日，民生转债尚有人民币19,064,116,000元

未转股，占民生转债发行总量的95.32058%。

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因本公司派发2013年下半年现金股利和股票股利，自2014

年6月25日起，民生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人民币8.18元/股。 因本公司派发2014年上半年现

金股利，民生转债的转股价将于2015年1月9日起，由人民币8.18元/股调整为人民币8.105

元/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1573号文核准，本公司于2013年3

月15日公开发行了20,000万张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总额为

人民币200亿元。

（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发字[2013]1号文同意，本公司该次发行的200亿元可转

债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其中17,173,833,000� 元的可转债于2013� 年3� 月29�

日起上市交易，2,826,167,000�元的可转债于2013�年5�月2�日起上市交易。 债券简称为

“民生转债” ，债券代码为“110023” 。

（三） 根据有关规定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附次级条款）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公司该次发行的民生转债自2013年9月16日进入转

股期，2014年6月25日起，因本公司派发2013年下半年现金股利和股票股利，民生转债转股

价格由人民币9.92元/股调整为人民币8.18元/股。 鉴于公司于2015年1月8日 （股权登记

日）实施2014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根据上述规定，民生转债的转股价将于2015年1月9日

起，由人民币8.18元/股调整为人民币8.105元/股。

二、可转债本期转股情况

截至2014年12月31日， 累计已有人民币935,884,000元民生转债转为本公司A股股

票， 累计转股股数为114,247,390股， 占本公司可转债转股前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40277%。截至2014年12月31日，民生转债尚有人民币19,064,116,000元未转股，占民生

转债发行总量的95.32058%。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

类别

变动前

2014

年

9

月

30

日

占总股本

比例

%

本期可转债

转股

变动后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占总股本

比例

%

A

股

27,106,074,764 79.63 113,448,865 27,219,523,629 79.70

H

股

6,933,579,408 20.37 - 6,933,579,408 20.30

总股本

34,039,654,172 100.00 113,448,865 34,153,103,037 100.00

注：

1、以上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四、其他

联系地址：中国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1号友谊宾馆嘉宾楼

邮政编码：100873

联系电话：86-10－68946790

传 真：86-10－68466796

电子信箱：cmbc@cmbc.com.cn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月5日

股票代码：

600037

股票简称：歌华有线 编号：临

2015－001

转债代码：

110011

转债简称：歌华转债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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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股情况：已有50,429,000元“歌华转债” 转成股票，累计转股数为3,432,593股，占

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3237%。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154,957.1万元, 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96.8482%。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0]1591号）核准，公司于2010� 年11� 月25� 日公开发行了1,

6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60,000万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发字[2010]34号文同意，公司16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10�年12�月10�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 “歌华转债” ， 债券代码

“110011” ，转债期限6年，转股期为2011年5月26日至2016年11月25日。 初始转股价格为

15.09元/股，当前转股价格为14.69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收盘，已有50,429,000元本公司发行的“歌华转债”（110011）

转成本公司发行的股票“歌华有线”（600037）；本报告期转股金额为95,000元，转股数为

6,463股，累计转股数为3,432,593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3237%；尚

有1,549,571,000元的“歌华转债” 未转股，占“歌华转债” 发行总量的96.8482%。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14

年

9

月

30

日

)

本次变动增加

变动后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063,787,028 6,463 1,063,793,491

总股本

1,063,787,028 6,463 1,063,793,491

注：本公司股份皆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四、 其他

咨询电话：010-62035573

联 系 人：于铁静、赵菁华

特此公告。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

600359

证券简称：新农开发 公告编号：

2015-0 03

号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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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了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2014-049号）之附件《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专项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专项

法律意见书），因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对其出具的专项法律意见书的相关内容作出了

补充法律意见，现将补充法律意见公告如下：

关于本次发行对象的关联性

经查验，2014年12月12日，本次发行的申购报价过程结束后，发行人与大通证券确定

了本次发行的六名发行对象，具体的发行对象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1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

马红燕

5

申万菱信

（

上海

）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经查验，上述六名发行对象在提交《申购报价单》的同时出具了承诺，承诺“本次认购

对象中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也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直接

认购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

根据大通证券出具的承诺，“公司承诺本次发行对象的最终持有人和受益人与发行人

和主承销商无关联关系” 。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承诺，“公司承诺本次发行对象的最终持有人和受益人与发行人和

主承销商无关联关系” 。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

关系的关联方。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不存在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

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之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专项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

特此公告。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月6日

证券代码：

600335

证券简称：国机汽车 公告编号：临

2015-01

号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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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所载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

据以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

未追溯调整

）

上年同期

（

追溯调整

）

增减变动幅

(％)

(

与上年同期追溯调

整数据比较

)

营业总收入

9,052,898 7,488,784 7,953,643 13.82

营业利润

110,253 87,172 95,457 15.50

利润总额

112,228 92,020 101,978 1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86,389 68,111 75,637 14.22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1.3994 1.2163 1.2351 13.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11% 20.86% 20.35%

减少

1.24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

未追溯调整

）

本报告期初

（

追溯调整

）

增减变动幅

(％)

(

与上年同期追溯调

整数据比较

)

总资产

3,267,427 2,176,806 2,487,175 3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509,491 356,825 395,747 28.74

股本

62,715 56,000 56,000 11.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

元

）

8.12 6.37 7.07 14.85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制。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内，公司各项主营业务稳步推进，尤其是进口汽车批发和贸易服务业务不断

发展，公司财务基本面稳健良好，经营业绩持续增长。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

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