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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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的情况：公司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于2015年3月2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15-27）。 增加临时提案后，补充通

知于2015年4月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

号：2015-31）。

2、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4月20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4月19日至2015年4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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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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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时间为2015年4月19日15:00至2015年4月20日15:00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三楼一号会议室（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碧峰峡路911号）；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郑戎女士；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共190人，代表股份208,374,4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3.4113%，其中现场投票人数为35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203,159,3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2.3249％；参加网络投票人数为155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5,215,057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0865%，会议符合《公司法》的要求。

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即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情况：本次

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189人（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34人，参加网络投

票的15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20,114,73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5.023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通过了以下各项议案：

1、《关于审议<董事会2014年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208,080,0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87％；反对47,41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8％；弃权246,9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6,93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85％。

其中，持有公司5%以下（不包括5%）股份的股东（“中小投资者” ）表决情况为：同意119,820,38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49％；反对47,4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95％；弃权246,9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6,9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56％。

2、《关于审议<监事会2014年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208,065,1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16％；反对47,41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8％；弃权261,8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1,83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57％。

其中，持有公司5%以下（不包括5%）股份的股东（“中小投资者” ）表决情况为：同意119,805,482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25％； 反对47,41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95％； 弃权261,835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1,83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80％。

3、《关于审议<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208,069,1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35％；反对47,41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8％；弃权257,8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7,83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37％。

其中，持有公司5%以下（不包括5%）股份的股东（“中小投资者” ）表决情况为：同意119,809,482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59％； 反对47,41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95％； 弃权257,835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7,83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47％。

4、《关于审议<公司2014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208,069,1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35％；反对47,41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8％；弃权257,8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7,83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37％。

其中，持有公司5%以下（不包括5%）股份的股东（“中小投资者” ）表决情况为：同意119,809,482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59％； 反对47,41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95％； 弃权257,835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7,83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47％。

5、《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208,315,0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15％；反对47,41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8％；弃权1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7％。

其中，持有公司5%以下（不包括5%）股份的股东（“中小投资者” ）表决情况为：同意120,055,41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06％；反对47,4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95％；弃权1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9％。

6、《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208,056,1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73％；反对56,41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1％；弃权261,8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7,83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57％。

其中，持有公司5%以下（不包括5%）股份的股东（“中小投资者” ）表决情况为：同意119,796,482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350％； 反对56,41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70％； 弃权261,835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7,83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80％。

7、《关于公司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由于公司董事长郑戎、董事董斌、财务总监杜鹃为关联股东，其所持有的合计104,777,129股股份应

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103,283,0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67％；反对56,41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45％；弃权257,8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7,83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489％。

其中，持有公司5%以下（不包括5%）股份的股东（“中小投资者” ）表决情况为：同意103,283,02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67％；反对56,4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45％；弃权257,8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7,8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489％。

8、《关于董事会独立董事2015年津贴标准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208,060,1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92％；反对56,41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1％；弃权257,8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7,83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37％。

其中，持有公司5%以下（不包括5%）股份的股东（“中小投资者” ）表决情况为：同意119,800,48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384％；反对56,4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70％；弃权257,8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7,8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47％。

9、《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达到使用状态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208,068,2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31％；反对47,41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8％；弃权258,7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7,83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42％。

其中，持有公司5%以下（不包括5%）股份的股东（“中小投资者” ）表决情况为：同意119,808,58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51％；反对47,4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95％；弃权258,7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7,8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54％。

10、《关于将部分募集资金项目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208,069,1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35％；反对47,41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8％；弃权257,8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7,83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37％。

其中，持有公司5%以下（不包括5%）股份的股东（“中小投资者” ）表决情况为：同意119,809,482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59％； 反对47,41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95％； 弃权257,835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7,83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47％。

11、《关于公司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2015年薪酬标准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208,027,9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37％；反对47,41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8％；弃权299,0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5,03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35％。

其中，持有公司5%以下（不包括5%）股份的股东（“中小投资者” ）表决情况为：同意119,768,28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16％；反对47,4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95％；弃权299,0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5,0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490％。

12、《关于收购金奥博公司所持新西兰红牛公司股权的议案》

由于公司财务总监杜鹃为关联股东，其所持有的合计9,146,038股股份应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198,921,1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58％；反对47,41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8％；弃权259,8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5,83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304％。

其中，持有公司5%以下（不包括5%）股份的股东（“中小投资者” ）表决情况为：同意110,661,44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231％；反对47,4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27％；弃权259,8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5,8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342％。

13、《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3.1�非独立董事选举（适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

总表决情况：

13.� 1.1候选人：郑戎 同意股份数:203,292,049股

13.1.2候选人：刘平凯 同意股份数:203,292,047股

13.1.3候选人：杜鹃 同意股份数:203,292,047股

13.1.4候选人：董斌 同意股份数:203,292,047股

13.1.5候选人：高欣 同意股份数:203,292,047股

13.1.6.候选人：梁元强 同意股份数:203,292,047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3.1.1候选人：郑戎 同意股份数:115,032,379股

13.1.2候选人：刘平凯 同意股份数:115,032,377股

13.1.3候选人：杜鹃 同意股份数:115,032,377股

13.1.4候选人：董斌 同意股份数:115,032,377股

13.1.5候选人：高欣 同意股份数:115,032,377股

13.1.6候选人：梁元强 同意股份数:115,032,377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由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进行累积投票选举；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郑戎女士、刘平凯女士、杜鹃女士、董斌女士、高欣先生、梁元强先生获得的赞成票数比例超过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总数的50%；郑戎女士、刘平凯女士、杜鹃女士、董斌女士、高欣先生、梁元强先生当选为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2�独立董事选举（适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

总表决情况：

13.2.1候选人：周友苏 同意股份数:203,292,047股

13.2.2候选人：蔡美峰 同意股份数:203,292,047股

13.2.3候选人：干胜道 同意股份数:203,292,047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3.2.1候选人：周友苏 同意股份数:115,032,377股

13.2.2候选人：蔡美峰 同意股份数:115,032,377股

13.2.3候选人：干胜道 同意股份数:115,032,377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由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进行累积投票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

周友苏先生、蔡美峰先生、干胜道先生获得的赞成票数比例超过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50%；周友苏

先生、蔡美峰先生、干胜道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4、《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14.1候选人：何伟良 同意股份数:203,292,047股

14.2候选人：蒋德明 同意股份数:203,292,047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4.1候选人：何伟良 同意股份数:115,032,377股

14.2候选人：蒋德明 同意股份数:115,032,377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由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进行累积投票选举；监事候选人何伟

良先生、蒋德明先生获得的赞成票数比例超过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50%；何伟良先生、蒋德明先生

当选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15、《关于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材料的议案》

由于公司董事长郑戎、 董事会秘书刘平凯和财务总监杜鹃为关联股东， 其所持有的合计107,117,

144股股份应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100,910,80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579％； 反对110,

7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93％；弃权235,7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1,73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328％。

其中，持有公司5%以下（不包括5%）股份的股东（“中小投资者” ）表决情况为：同意100,910,80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579％； 反对110,71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93％； 弃权235,735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1,73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328％。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律师陈杰、曹昊辰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

程序、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及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关于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20日

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关于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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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委托，指派陈杰、曹昊辰律师出席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并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

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年修订）（以下简称 “《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和《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 ）的相关规定，就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的合法性等有关法律问题出具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公司本次会议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审查，查阅了本所律师认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须查阅的文件，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会议见证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会议决议一起公告，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

任。

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的程序

1、本次会议的召集

经本所律师核查， 公司董事会于2015年3月2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会议决定于

2015年4月20日召开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公司监事会于2015年3月27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公司董事会于2015年3月28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以公告

形式刊登了关于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公告了本次会议的召开时间、召开地点、召集人、召开方式、股权登

记日、审议议案、出席对象和登记方法等内容。

2015年4月7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相关材料的议案》。 公司2015年4月7日，公司收到股东何伟良先生和蒋德明先生（截至2015年4月7

日，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5,231,72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17%）共同提出的《关于提请增加四川雅化实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提出在年度股东大会上增加《关于向中国证

监会申请撤回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材料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于2015年4月8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以公告形式刊登了关于召开本次会议的补充通知，补充公告了本次会

议的审议议案等内容。

2、本次会议的召开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2015年4月20日下午14:30在四

川省雅安市雨城区碧峰峡路911号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并由公司董事长郑戎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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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9:30—1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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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时间为2015年4月19日15:00至2015年4月20日15:00的任意时

间。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公司在本次会议召开二十日前刊登了会议通知，本次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

点、方式、会议审议的议案与年度股东大会通知中公告的相关内容一致。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出席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共19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08,

374,40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3.4113%。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5人，持有或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数共203,159,3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3249%；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15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215,057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65%。

出席会议人员除上述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外，还有公司的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及见证律师。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查验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与会人员的身份证明、持股凭证和股东授权委托书及对召集人资格的

审查，本所律师认为：（1）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可以参加

本次会议，并行使表决权；（2）本次会议的召集人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经本所律师现场核查，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了如下全部议案：

1、关于审议《董事会2014年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8,080,052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9.8587%；反对47,

416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228%；弃权246,935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118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119,820,382股同意， 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549%，

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57.5024%；47,416股反对， 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395%，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228%；246,935股弃权，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0.2056%，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1185%。

2、关于审议《监事会2014年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8,065,152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9.8516%；反对47,

416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228%；弃权261,835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125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119,805,482股同意， 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19,805,

482%， 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57.4953%；47,416股反对， 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395%，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228%；261,835股弃权，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0.2180%，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1257%。

3、关于审议《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8,069,152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9.8535%；反对47,

416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228%；弃权257,835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123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119,809,482股同意， 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459%，

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57.4972%；47,416股反对， 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395%，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228%；257,835股弃权，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0.2147%，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1237%。

4、关于审议《公司2014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8,069,152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9.8535%；反对47,

416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228%；弃权257,835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123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119,809,482股同意， 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459%，

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57.4972%；47,416股反对， 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395%，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228%；257,835股弃权，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0.2147%，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1237%。

5、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208,315,087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9.9715%；反对47,

416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228%；弃权11,900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05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120,055,417股同意， 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506%，

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57.6152%%；47,416股反对， 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395%，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228%；11,900股弃权，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99%，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57%。

6、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8,056,152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9.8473%；反对56,

416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271%；弃权261,835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125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119,796,482股同意， 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350%，

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57.4910%；56,416股反对， 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470%，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271%；261,835股弃权，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0.2180%，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1257%。

7、关于公司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3,283,023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9.6967%；反对56,

416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545%；弃权257,835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248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103,283,023股同意， 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99.6967%，占

参加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6967%；56,416股反对， 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545%，

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545%；257,835股弃权， 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的

0.2489%，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2489%。

8、关于董事会独立董事2015年津贴标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8,060,152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9.8492%；反对56,

416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271%；弃权257,835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123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119,800,482股同意， 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384%，

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57.4929%；56,416股反对， 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470%，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271%；257,835股弃权，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0.2147%，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1237%。

9、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达到使用状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8,068,252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9.8531%；反对47,

416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228%；弃权258,735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124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119,808,582股同意， 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451%，

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57.4968%；47,416股反对， 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395%，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228%；258,735股弃权，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0.2154%，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1242%。

10、关于将部分募集资金项目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8,069,152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9.8535%；反对47,

416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228%；弃权257,835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123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119,809,482股同意，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459%，占参

加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57.4972%；47,416股反对， 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395%，占

参加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228%；257,835股弃权， 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2147%，

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1237%。

11、关于公司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2015年薪酬标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8,027,952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9.8337%；反对47,

416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228%；弃权299,035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143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119,768,282股同意， 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116%，

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57.4774%；47,416股反对， 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395%，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228%；299,035股弃权，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299,035%，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1435%。

12、关于收购金奥博公司所持新西兰红牛公司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8,921,114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9.8458%；反对47,

416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238%；弃权259,835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13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110,661,444股同意， 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231%，

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55.5450%；47,416股反对， 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427%，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238%；259,835股弃权，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0.2342%，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1304%。

13、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3.1非独立董事选举

总表决情况：

13.1.1候选人郑戎，同意股份数203,292,049股；

13.1.2候选人刘平凯，同意股份数203,292,047股；

13.1.3候选人杜鹃，同意股份数203,292,047股；

13.1.4候选人董斌，同意股份数203,292,047股；

13.1.5候选人高欣，同意股份数203,292,047股；

13.1.6候选人梁元强， 同意股份数203,292,047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3.1.1候选人郑戎，同意股份数115,032,379股；

13.1.2候选人刘平凯，同意股份数115,032,377股；

13.1.3候选人杜鹃，同意股份数115,032,377股；

13.1.4候选人董斌，同意股份数115,032,377股；

13.1.5候选人高欣，同意股份数115,032,377股；

13.1.6候选人梁元强，同意股份数115,032,377股。

13.2独立董事选举

总表决情况：

13.2.1候选人周友苏，同意股份数203,292,047股；

13.2.2候选人蔡美峰，同意股份,203,292,047股；

13.2.� 3候选人干胜道，同意股份数203,292,047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3.2.1候选人周友苏，同意股份数115,032,377股；

13.2.2候选人蔡美峰，同意股份数115,032,377股；

13.3.3候选人干胜道，同意股份数:115,032,377股。

14、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14.1.候选人何伟良，同意股份数203,292,047股；

14.2候选人蒋德明，同意股份数203,292,047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4.1候选人何伟良，同意股份数115,032,377股；

14.2候选人蒋德明，同意股份数115,032,377股。

15、关于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材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0,910,808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9.6579%；反对110,

716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1093%；弃权235,735股，占参加本次大会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232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100,910,808股同意， 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6579%，

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6579%；110,716股反对， 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1093%，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1093%；235,735股弃权，占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0.2328%，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2328%。

本次会议按《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涉及关联股东的议案7、议案12、议案15关联股东予以了回避；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年修订）第31条的规定，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

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应当单独计票，因此，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

计票；议案13和议案14采取累计投票制）、监票，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本次会议的

表决过程、表决权的形式及计票、监票的程序均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

格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及形成的决议合法有

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壹式叁份，均自本所及其律师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交公司贰份，本所留存壹份，

每份效力等同。

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

负责人：

李世亮

经办律师：

陈杰

曹昊辰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492

证券简称：恒基达鑫 公告编号：

2015－017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

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15年4月2日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提示如

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15年3月31日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

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4月23日（星期四）下午2:00时。

（2）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4月22日—2015年4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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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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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2日下午

15:00至2015年4月23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进行投票表决。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3）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通过相应的投

票方式行使表决权，但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

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出席对象：

（1）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4月17日。 于2015年4月17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7、会议地点：珠海市吉大水湾路368号南油大酒店玻璃楼三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独立董事向本次股东大会作2014年度工作述职，该事项不需审议。

2、《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201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4、《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2014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

6、《关于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7、《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8、《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9、《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0、《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11、《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12、《关于修订<理财业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13、《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14、《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5-2017）》

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4月2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

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15年4月21日（星期二）上午9:00-11:00，下午13:00-15:00。

2、登记地点：珠海市吉大水湾路368号南油大酒店玻璃楼三楼会议室登记处，邮编：519015。

3、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

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还须持有法

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2）自然人股东登记：自然人股东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

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有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3）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登记时间以信函或传真抵达本公司的时

间为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将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 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具体说明

如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492；

2、投票简称：恒基投票；

3、投票时间：2015年4月23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4、在投票当日，“恒基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2）在“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元代表总议案，1.00元代表议案1，2.00元代表

议案2，依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

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 一览表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

价格

总议案

100

元

议案

1

《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1.00

元

议案

2

《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2.00

元

议案

3

《

2014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3.00

元

议案

4

《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00

元

议案

5

《

2014

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

》

5.00

元

议案

6

《

关于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

6.00

元

议案

7

《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7.00

元

议案

8

《

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8.00

元

议案

9

《

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9.00

元

议案

10

《

关于修订

<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10.00

元

议案

11

《

关于修订

<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11.00

元

议案

12

《

关于修订

<

理财业务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12.00

元

议案

13

《

关于修订

<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13.00

元

议案

14

《

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

2015-2017

）》

14.00

元

（3）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 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4）在股东大会审议多个议案的情况下，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

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即如

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

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

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5）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6）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4月22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3：00，结束

时间为2015年4月23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

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1）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登陆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如申请成

功系统会返回一个4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2）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该服务

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可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11:30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13:00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11:30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

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

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3）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1）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 选择“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

仓储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投票” ；

（2）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选择“用户名密码登录” ，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码” ；已

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CA证书登录；

（3）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4）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1、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2、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

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如适

用）。

五、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 系 人：苏清卫、朱海花

联系电话：0756-3226342、3226242

传 真：0756-3359588

2、会议费用：公司股东参加会议的食宿和交通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1、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附件：

授权委托书

致：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并根据会议议案行使如下表决权，本人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中未作具体指示的，

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

本人/本单位承担。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

2014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4

《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

《

2014

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

》

6

《

关于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

7

《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8

《

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9

《

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10

《

关于修订

<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11

《

关于修订

<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12

《

关于修订

<

理财业务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13

《

关于修订

<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14

《

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

2015-2017

）》

注：1、请委托股东对上述审议议案选择“同意、反对、弃权”意见，并在相应表格内打“√” ；每项均为

单选，不选或多选均视为委托股东未作明确指示。

2、授权委托书以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必须加盖公章。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002316

证券简称：键桥通讯 公告编号：

2015-042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权益变动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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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键桥通讯”或“公司” ）于2015年4月15

日披露了《关于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5-031）：键桥通讯技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香港键桥” ）与嘉兴乾德精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乾德

精一” ）于2015年4月13日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乾德精一协议受让香港键桥持有的键

桥通讯7,800万股股份。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香港键桥持有键桥通讯股份7,233.89万股，

占键桥通讯股份总数的18.40%， 为键桥通讯第二大股东； 乾德精一持有键桥通讯股份7,

800万股，占键桥通讯股份总数的19.84%，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乾德精一和香港键桥于2015年4月13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公证处

（以下简称“福田公证处” ）申请办理了《股份转让协议》公证，于2015年4月17日收到福

田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2015]深福证字第8044号），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公证书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甲方）香港键桥和受让方（乙方）乾德精一于二〇一五年四月十三日向福田

公证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协议》公证。

甲方持有键桥通讯150,338,916股股份。现甲方将其持有该公司的7,800万股以人民

币686,400,000元转让乙方，乙方同意上述价格受让7,800万股股份。

双方当事人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意思表示真实，协议约定的股份转让的价格、付款

方式及违约责任等条款具体、明确。

双方当事人签约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协议内容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合同上双方当

事人的签字、印鉴属实。

二、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于2015年4月15日披露了 《关于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5-031）、《关于公司控股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及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5-032）、《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一）》、《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公证书（[2015]深福证字第8044号）

特此公告。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20日

证券代码：

002359

证券简称：齐星铁塔 公告编号：

2015-030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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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2月18日发布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4-088），由于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申请自2014年12月18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标的企业属于通讯行业，资产核查工作量大、核查程序复

杂， 无法在原预定时间2015年3月16日完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尽职调查以及审计、

评估工作，公司股票不能按原定时间复牌，经公司申请，公司于2015年3月16日开市起继续

停牌，并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及延期复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23），争取

公司股票于2015年6月16日开市起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有序地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尽

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

分关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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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131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41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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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5年4月20日接到大股东、实际

控制人王相荣先生关于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通知。

王相荣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高管锁定股1,300万股与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进行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初始交易日为2014年4月24日。 上述质押已于2014年4月24日在财

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相关手续。

2015年4月17日，王相荣先生将其质押给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述股份1,300万

股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 王相荣先生此次解除质押的股份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3.32%。

王相荣先生共持有本公司79,814,205股股份，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0.39%。 截止本

公告披露日，王相荣先生累计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52,532,81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13.42%。

特此公告。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145

公司简称：中核钛白 公告编号：

2015

—

023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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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股权激励计划事项，因有

关事项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根据中国证

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5年 4� 月21日上午开

市起停牌。 待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股权激励相关事宜并通过指定媒体披露相关公告后复

牌。

特此公告。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302

证券简称：西部建设 公告编号：

2015

—

022

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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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拟筹划重大事项，由于该事项尚存在不

确定性，为了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

票（证券简称：西部建设，证券代码：002302）于2015年4月21日（星期二）开市起停牌，待

相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尽快刊登相关公告并申请股票复牌。 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债券

简称：11�西建债，债券代码：112066）不停牌。

特此公告。

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4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714

证券简称：牧原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22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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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事项，公司股票（股票简称：

牧原股份，股票代码：002714）自2015年4月7日开市起停牌(公司已于2015年4月4日、2015

年4月14日分别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19、《关于筹划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21)。 截至目前，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如下：

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相关工作。 由于该

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

称：牧原股份，股票代码：002714）自2015年4月21日（星期二）开市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

间，公司将密切关注事项进展情况，待上述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尽快刊登相关公告并申请股

票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公告信息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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