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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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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2月14日在《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关于

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于2015年2月17日刊登《关于召开2015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更正后）》。

2.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15年3月3日下午13：30开始，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3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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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的时间

为2015年3月2日下午15:00至2015年3月3日下午15:00。

2．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望江东路39号杭州尊蓝钱江豪华精选酒店2楼

宴会厅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会议主持人：陈根财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18人，代表股份388,184,172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79.5937％。 其中，

1．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6人，代表股份248,655,212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50.9845％。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12人， 代表股份139,528,96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8.609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会议审议事项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 以累积投票制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表决情况：

池宇峰先生：同意385,176,12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51%。 其

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6,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57%。

谌荣为先生：同意385,176,12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51%。 其

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6,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57%。

曾映雪女士：同意385,176,12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51%。 其

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6,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57%。

白文涛先生：同意385,176,12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51%。 其

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6,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57%。

徐永红先生：同意385,188,12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82%。 其

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8,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325%。

姚锦海先生：同意385,176,12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51%。 其

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6,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57%。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池宇峰、谌荣、曾映雪、白文涛、徐永红、

姚锦海6人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2. 以累积投票制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表决情况：

李勇先生：同意385,176,12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51%。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6,2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57%。

施丹丹女士：同意385,176,12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51%。 其

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6,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57%。

董弘宇先生：同意385,176,12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51%。 其

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6,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57%。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李勇、施丹丹、董弘宇3人为第三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独立

董事候选人资料已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二分之一。

（二）《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韦魏先生：同意385,176,12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51%。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6,2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57%。

魏社军先生：同意385,176,12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51%。 其

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6,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57%。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韦魏、魏社军2人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

职工代表监事。韦魏、魏社军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

届监事会，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监事最近二年内未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单一

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三）《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同意388,174,8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6％；反对9,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4％；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014,95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925％；反对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07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四）《关于2015年度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388,172,7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1％；反对9,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4％； 弃权2,1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其中，同意3,012,8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230％；反对9,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075％；弃权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94％。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中伦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都伟、桑士东

结论性意见：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

格、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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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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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

进行换届选举，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于近日召开公司职工代表

大会，会议选举谢贤文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个人简历见附件），将与公

司2015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2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

期至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最近二年内未曾担任

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特此公告。

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3月4日

附件：谢贤文先生简历

谢贤文：男，中国国籍，1979年出生，大专学历，无境外居留权。2000年至2002年任北京

国软科技有限公司会计；2002年至2006年任北京源码恒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会计主管；

2006年至2008年任激动网络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08年至2013年任完美世界（北京）

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13年至今任北京完美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现改名为北

京完美影视传媒有限责任公司）监事会主席、财务经理。

谢贤文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截至披露日，谢贤文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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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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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5年3月3日在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望江东路39号杭州尊蓝钱江豪华精选酒店2楼宴会

厅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5年2月25日以专人送达方式通知各监事。 会议由监事

谢贤文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3名。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审议，全体监事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选举谢贤文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2015年3月3日起至第三

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谢贤文简历见2015年3月4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3月4日

证券代码：

002624

证券简称：金磊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16

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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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召开情况：

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5年3月3日在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望江东路39号杭州尊蓝钱江豪华精选酒店2楼宴会

厅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5年2月25日以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通知各董事。会议

由公司董事池宇峰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9名。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审议，全体董事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选举池宇峰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2015年3月3日起至第

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战略委员会（3人组成）：池宇峰（召集人）、董弘宇、施丹丹；

审计委员会（3人组成）：施丹丹（召集人）、董弘宇、曾映雪；

提名委员会（3人组成）：董弘宇（召集人）、李勇、谌荣；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3人组成）：施丹丹（召集人）、董弘宇、曾映雪。

各专门委员会任期与第三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一致。期间如有委员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

务，自动失去委员资格。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聘任谌荣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全面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任期三年，自2015

年3月3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聘任曾映雪女士、王贵君先生、李峥先生、闫新广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上述人员任期三年，自2015年3月3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聘任闫新广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负责公司董事会相关工作，任期三年，自2015年3

月3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闫新广先生联系方式：

电话：010-57806688

传真：010-57805227

电子邮箱：zhengquanbu@pwpic.com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86号完美世界大厦19层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聘任曾映雪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负责公司财务相关工作，任期三年，自2015年3

月3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聘任初颖女士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负责公司的内部审计相关工作，任期三年，自

2015年3月3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八）审议通过《关于关联方为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本议案涉及关联方池宇峰提供担保，关联董事池宇峰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公司关联方池宇峰为北京完美影视传媒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完美影视” ）

向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申请人民币1亿元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池宇峰先生提

供该等担保不收取任何费用。

池宇峰先生持股90%的石河子快乐永久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109,213,576

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2.39%。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5之规定，

池宇峰先生属于本公司关联自然人。池宇峰先生本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完美影视向银行申

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担保是关联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完美影视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本次关联交易的交易金额为0元，关联方为完美影视提供财务支持，并未收取

任何费用，有利于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就《关于关联方为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进

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请见巨潮资讯网）。

上述人员简历见附件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4日

附件：简历

1.池宇峰：男，中国国籍，1971年出生，研究生学历，无境外居留权。 1996年至2010年任

北京金洪恩电脑有限公司董事长；2003年至2006年兼任清华紫光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

首席技术官；2003年至今任北京洪恩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04年至今任完美世

界（北京）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2006年至今任Perfect� World� Co.,Ltd.董事长；2009

年至2010年任北京完美时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2010年至2013年任完美世界（北京）

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2013年至今任北京完美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现改名为北京

完美影视传媒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池宇峰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截至披露日， 池宇峰先生持股90%的石河子快乐永久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109,213,576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2.39%。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2.谌荣：男，美国国籍，1970年出生，研究生学历，拥有境外居留权。 1994年至1999年任

惠普（美国）公司经理；1999年至2003年任瞻博网络经理；2004年任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

咨询顾问；2005年至2007年任波士顿咨询集团咨询顾问；2007年至2009年任世外游园网

合伙人；2009年至2011年任完美世界软件有限公司总监；2012年任完美世界（北京）影视

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2013年至今担任北京完美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现改名为北京完

美影视传媒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谌荣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截至披露日，谌荣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3.曾映雪：女，中国国籍，1969年出生，本科学历，无境外居留权，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

注册税务师。1992年至1998年任北京昌平沙河地质研究院财务会计；1998年至2004年任北

京金洪恩电脑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04年至2011年任完美世界（北京）软件有限公司财务

总监；2012年至2013年任完美世界（北京）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副总裁；2013年至今任北京

完美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现改名为北京完美影视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

负责人。

曾映雪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截至披露日， 曾映雪女士间接持有本公司15,611,168股股份，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20%。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4.李勇：1964年出生，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博士，教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历任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助理工程师，洛阳耐火材料厂工程师、副总工程师兼科

研所所长，中钢集团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及本公司独立董

事。

李勇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

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截至披露日，李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5.施丹丹：女，中国国籍，1976年出生，研究生学历，无境外居留权。 1997年至2004年任

中华会计师事务所经理；2005年至2007年任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部门经理；2007年至

2010年任万隆会计师事务所总经理助理；2010至今任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

施丹丹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

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截至披露日，施丹丹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6.董弘宇：男，中国国籍，1968年出生，研究生学历，无境外居留权。 1990年至1994年任

杭芝机电有限公司品质科长；1994年至1998年任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系长；

1998年至2000年任浙江佐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销售经理；2000年至2004年任浙江佐力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4至今任浙江佐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董弘宇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

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截至披露日，董弘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7.王贵君：男，中国国籍，1976年出生，本科学历，无境外居留权。 1998年至1999年任西

诺（北京）科技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2000年至2001年任Chinaren集团运维部经理；2001

年至2002年任搜狐公司运维部经理；2002年至2011年任空中网集团副总裁、空中（中国）

有限公司董事长、天津猛犸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成熙通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长、空中信通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新锐互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2011年至

2012年任大杰世纪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副总裁；2012年至2013年任完美世界（北

京）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副总裁；2013年至今任北京完美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现改名为

北京完美影视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王贵君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截至披露日， 王贵君先生间接持有本公司13,150,089股股份，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70%，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8.李峥：男，中国国籍，1977年出生，研究生学历，无境外居留权。 1999年至2000年任日

本帝国电器（株）北京事务所市场主管；2000年至2005年任IDG流星雨广告有限公司部门

经理；2005年至2007年任伟达（中国）顾问有限公司客户总监；2007年至2010年任百度在

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公关总监；2010年至2012年任完美世界软件有限公司品牌、

市场合作总经理；2012年至2013年任完美世界（北京）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副总裁；2013年

至今任北京完美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现改名为北京完美影视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副总

经理。

李峥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截至披露日，李峥先生间接持有本公司871,679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18%，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9.闫新广：男，中国国籍，1974年出生，研究生学历，无境外居留权，中级会计师。1997年

至2002年任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河南）公司财务经理；2002年至2004年任北京金洪恩电

脑有限公司财务和人事经理；2004年至2013年任完美世界（北京）软件有限公司副总裁；

2014年至今担任北京完美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现改名为北京完美影视传媒有限责任

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闫新广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闫新广先生已经取

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截至披露日，闫新广先生间接持有本公司697,324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14%，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10.初颖：女，中国国籍，1979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无境外居留权，国际内部审计师，

国际信息系统审计师。 2004年至2013年就职于普华永道深圳咨询有限公司风险与内部控

制部门，2014年1月担任北京完美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现改名为北京完美影视传媒有

限责任公司）内部审计部任内审总监。

初颖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截至披露日，初颖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证券代码：

000935

证券简称：四川双马 公告编号：

2015-11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拉法基集团附条件收购

拉法基瑞安

45%

股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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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3月3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拉法基中国海外控股公司的通知，称拉法基金融有

限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拉法基集团之子公司，以下简称为“拉法基金融” ）、瑞安建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为“瑞安建业” ）、Glorycrest� Holdings� Limited（瑞安建业之子公司，

以下简称为“Glorycrest” ）、以及拉法基瑞安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拉法基瑞安” ）

签署了一项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为“协议” ）。 该协议的主要内容为，拉法基金融拟出

资港币2,552,756,977.53（294,332,879.51欧元）附条件收购由Glorycrest在拉法基瑞安

中持有的45%的股份。但此项收购以瑞安建业股东的批准以及拉法基集团与豪瑞公司合并

项目（以下简称“合并项目” ）的完成为条件，该合并项目将会被安排为豪瑞公司对拉法基

集团所有发行股票的公开邀约收购。

协议的交割附条件于下述条件在相关日期当日或者提前得到满足：

(a) 2015年6月30日当日或者之前， 瑞安建业按照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

规则召开特殊股东大会，批准上述协议以及协议下所述交易；

(b) 拉法基集团与豪瑞公司于2014年7月7日达成的有关于合并的协议 （以下简称为

“合并协议” ）没有终止；以及

(c) 在2016年3月31日中午之前（香港时间），根据法国金融市场管理局的规章以及巴

黎证券交易所的规则，成功完成由豪瑞公司对拉法基集团股票的要约收购（以结算支付完

毕为证明）。

如果任何条件在上述（a）或者（c）所规定的日期没有得到满足，或者合并协议终止的

情形下，则该协议将立即终止。

拉法基瑞安现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拉法基中国海外控股公司100%股权。目前，拉法基

瑞安的业务分布在包括云南、四川、重庆和贵州在内的中国西南地区，水泥年产能达3200

万吨。 受限于合并项目以及本次收购的完成并在其之后，拉法基瑞安将成为拉法基豪瑞旗

下的独资公司。

本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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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三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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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拉法基集团附条件收购

拉法基瑞安

45%

股份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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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3月3日， 公司披露了《关于拉法基集团附条件收购拉法基瑞安45%股份的公

告》，主要内容为拉法基金融有限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拉法基集团之子公司，以下简称

“拉法基金融” ）、瑞安建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瑞安建业” ）、Glorycrest� Holdings�

Limited（以下简称“Glorycrest” ）、以及拉法基瑞安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拉法基

瑞安” ）签署了一项股份转让协议，拉法基金融拟出资港币2,552,756,977.53（294,332,

879.51欧元）附条件收购由Glorycrest在拉法基瑞安中持有的45%的股份。 此收购以瑞安

建业股东的批准以及拉法基集团与豪瑞公司合并项目的完成为条件。

现公司就该收购事项进行补充公告如下：

本公司目前的股权结构图为：

在该收购事项完成后的股权结构图为：

本收购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拉法基中国海外控股公司）和实际控制人（拉法

基集团）的变更。

本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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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三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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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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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二、会议的召开情况

1、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3月3日下午14：30

4、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年3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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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3月2日下午15:00至2015年3月3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5、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工业科技工业园A区（公司三楼会议

室）

6、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柴国生先生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85,391,45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6.3402】%。

（1）现场出席情况：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85,391,45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6.3402】%；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00】%。

2、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柴国生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广

东群豪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大会以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85,391,4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6.3402】%；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

情况为：

同意【8,045,81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3663】%；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2、《关于201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85,391,4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6.3402】%；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

情况为：

同意【8,045,81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3663】%；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3、《关于制订三年（2015年-201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85,391,4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6.3402】%；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

情况为：

同意【8,045,81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3663】%；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4、《关于修订<分红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85,391,4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6.3402】%；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

情况为：

同意【8,045,81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3663】%；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5、《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85,391,4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6.3402】%；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

情况为：

同意【8,045,81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3663】%；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群豪律师事务所文强律师、伍子森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群豪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3日

证券代码：

002258

股票简称：利尔化学 公告编号：

2015-012

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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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3月3日（星期二）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3月2日-2015年3月3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年3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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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年3月2日15:00�至2015年3月3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四川省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绵州大道南段327号

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一楼）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高文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5名， 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125,793,78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2.1376%。 其中，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

股东大会的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共计2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8,0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3％。

2、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25,775,7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7％。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8,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014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

了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赞成125,785,7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6%；反对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赞成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5556%；反对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4.4444%；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赞成125,785,7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6%；反对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赞成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5556%；反对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4.4444%；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赞成125,785,7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6%；反对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赞成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5556%；反对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4.4444%；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赞成125,785,7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6%；反对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赞成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5556%；反对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4.4444%；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赞成125,785,7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6%；反对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赞成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5556%；反对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4.4444%；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6、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长2014年度薪酬考核方案》。

表决结果： 赞成125,785,7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6%；反对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赞成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5556%；反对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4.4444%；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7、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125,785,7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6%；反对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赞成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5556%；反对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4.4444%；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8、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授信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125,785,7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6%；反对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赞成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5556%；反对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4.4444%；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部制剂业务整合暨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125,785,7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6%；反对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赞成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5556%；反对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4.4444%；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作了年度述职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2014年度述

职报告全文刊登于2015年1月31日的巨潮资讯网。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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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14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召集人和

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