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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868

证券简称：梅雁吉祥 公告编号：

2015-034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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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于2015年10月14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温增勇董事长主持，全体9名董事以通讯方式出席会

议并参与投票表决。公司于2015年9月30日以电邮和书面方式发出召开会议的通知，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一、通过了《关于广东证监局现场检查问题的整改报告》。 同意票为9票，反对票为0票，弃权票为0票。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于2015年8月25至9月11日对公司进行了年报现场检查，并就公司在“三会运作” 规范治理、年报信息

披露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出具了《关于对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关注函》，要求公司切实整改。公司董事会对此次检查发现的问题

高度重视，本着严格自律、认真整改、规范运作的态度，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针对《监管关注函》提出的问题进行分析，逐项制订整改措施并予以

落实，形成了整改报告。

公司将把本次整改视为促进公司规范运作的良机，并积极配合广东证监局对整改情况的跟踪监管。 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吸取教训，提高认

识，加强学习，进一步要求公司董事会、管理层高度重视信息披露及关联交易等问题，切实保护全体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正公司2013年、2014年半年报和年报、2015年半年报的决议。同意票为9票，反对票为0票，弃权票为0票。上述定期报告

更正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定期报告更正公告》。

三、通过了对公司董事长、董事会秘书、总经理、财务总监等相关责任人予以警示问责的决议。 同意票为9票，反对票为0票，弃权票为0票。

特此公告。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

600868

证券简称：梅雁吉祥 公告编号：

2015-035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定期报告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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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出具的《关于对广东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要求（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5年9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公司应补充

或更正与梅州市广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广东梅雁吉祥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情况。 现就公司2013年、2014年的半

年报及年报、2015年半年报所涉及的相关数据和关联情况更正如下：

一、2013年定期报告更正事项

（一）《2013年半年度报告》更正项

1、第八章财务报告“六、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中第5项，原内容为：

5、公司的其他关联方

关 联 方 名 称 与公司关系 组织机构代码证

梅县南福植物园 同一母公司控制 72598438-5

梅县五指峰实业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71925993-7

梅县雁洋矿业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72549808-8

梅县光明垃圾发电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73986271-7

梅县雁洋自来水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70818791-5

广东梅县梅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72476441-X

广东翔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67713079-8

梅县五丰实业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74996077-5

广东梅县梅雁蓝藻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28122577-4

珠海欧艺电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74708280-9

广东梅县梅雁TFT显示器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72510548-3

梅县梅雁电子科技工业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72920765-5

梅州市广福吉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06845585-3

梅州客都大酒店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配偶

直接控制的企业

73413738-0

李新云 实际控制人的配偶 -

现更正为：

5、公司的其他关联方

关 联 方 名 称 与公司关系 组织机构代码证

梅县南福植物园 同一母公司控制 72598438-5

梅县五指峰实业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71925993-7

梅县雁洋矿业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72549808-8

梅县光明垃圾发电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73986271-7

梅县雁洋自来水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70818791-5

广东梅县梅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72476441-X

广东翔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67713079-8

梅县五丰实业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74996077-5

广东梅县梅雁蓝藻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28122577-4

珠海欧艺电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74708280-9

广东梅县梅雁TFT显示器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72510548-3

梅县梅雁电子科技工业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72920765-5

梅州市广福吉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06845585-3

梅州客都大酒店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配偶

直接控制的企业

73413738-0

梅州市广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女儿

任职董事的企业

73214266-1

李新云 实际控制人的配偶 -

2、第八章财务报告“六、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的“重大关联交易” 中，原内容为：

（3）经营性租赁

出租方名称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

种类

租赁

起始日

租赁

终止日

租赁收益定

价依据

2013年1-6月 2012年1-6月

梅县梅雁螺旋藻养

殖有限公司

广东梅县梅

雁蓝藻有限

公司

公司场地

设备

2013年1

月1日

2013年

12月31日

参照市价 534,000.00 480,000.00

梅县金象铜箔有限

公司

广东嘉元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厂房 、 场

地、 设备

租赁

2013年1

月1日

2015年

12月31日

参照市价 11,653,846.14 -

合 计 - - - - - 12,187,846.14 480,000.00

（4）接受劳务和服务

提供劳务企业名称 2013年1-6月 2012年1-6月

梅州客都大酒店有限公司 148,678.00- 207,074.00

合 计 148,678.00- 207,074.00

现更正为：

（3）经营性租赁

出租方名称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

种类

租赁

起始日

租赁

终止日

租赁收益定

价依据

2013年1-6月 2012年1-6月

梅县梅雁螺旋藻养

殖有限公司

广东梅县梅

雁蓝藻有限

公司

公司场地

设备

2013年1

月1日

2013年

12月31日

参照市价 534,000.00 480,000.00

梅县梅雁螺旋藻养

殖有限公司

梅州市广宇

工程建筑有

限公司

土地

2011年

10月1日

2016年9

月30日

参照市价 61,600.00 61,600.00

梅县金象铜箔有限

公司

广东嘉元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厂房 、 场

地、 设备

租赁

2013年1

月1日

2015年

12月31日

参照市价 11,653,846.14 -

合 计 - - - - - 12,249,446.14 541,600.00

（4）接受劳务和服务

提供劳务企业名称 2013年1-6月 2012年1-6月

梅州客都大酒店有限公司 148,678.00 207,074.00

梅州市广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6,771,834.54 1,128,070.8

合 计 6,920,512.54 1,335,144.8

3、第八章财务报告“六、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中“关联方未结算余额” 增加以下内容：

（4）预付关联方款项

项 目 2013.6.30 2012.12.31

预付账款

梅州市广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100,000.00 -

（二）《2013年年度报告》更正项

1、第十节财务报告“六、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中第5项，原内容为：

5、公司的其他关联方

关 联 方 名 称 与公司关系 组织机构代码证

梅县南福植物园 同一母公司控制 72598438-5

梅县五指峰实业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71925993-7

梅县雁洋矿业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72549808-8

梅县光明垃圾发电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73986271-7

梅县雁洋自来水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70818791-5

广东梅县梅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72476441-X

广东翔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67713079-8

梅县五丰实业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74996077-5

广东梅县梅雁蓝藻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28122577-4

珠海欧艺电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74708280-9

广东梅县梅雁TFT显示器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72510548-3

梅县梅雁电子科技工业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72920765-5

梅州市广福吉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06845585-3

梅州市祥和养生园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05371728-3

梅州客都大酒店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配偶

直接控制的企业

73413738-0

梅州大江畔酒店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儿子

直接控制的企业

57238617-2

李新云 实际控制人的配偶 -

胡苏平 董事、董事会秘书 -

丘爱珍 监事 -

邓志红 副总经理 -

傅新华 总会计师 -

李桢华 公司控股股东董事会董事 -

杨国立 公司控股股东监事会监事长 -

现更正为：

5、公司的其他关联方

关 联 方 名 称 与公司关系 组织机构代码证

梅县南福植物园 同一母公司控制 72598438-5

梅县五指峰实业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71925993-7

梅县雁洋矿业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72549808-8

梅县光明垃圾发电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73986271-7

梅县雁洋自来水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70818791-5

广东梅县梅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72476441-X

广东翔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67713079-8

梅县五丰实业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74996077-5

广东梅县梅雁蓝藻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28122577-4

珠海欧艺电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74708280-9

广东梅县梅雁TFT显示器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72510548-3

梅县梅雁电子科技工业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72920765-5

梅州市广福吉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06845585-3

梅州市祥和养生园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05371728-3

梅州客都大酒店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配偶

直接控制的企业

73413738-0

梅州大江畔酒店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儿子

直接控制的企业

57238617-2

梅州市广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女儿

任职董事的企业

73214266-1

胡苏平 董事、董事会秘书 -

丘爱珍 监事 -

邓志红 副总经理 -

傅新华 总会计师 -

李桢华 公司控股股东董事会董事 -

杨国立 公司控股股东监事会监事长 -

2、第十节财务报告“六、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的“重大关联交易” 中，原内容为：

（3）经营性租赁

出租方名称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

种类

租赁

起始日

租赁

终止日

租赁收益定

价依据

2013年度 2012年度

梅县梅雁螺旋

藻养殖有限公

司

广东梅县梅

雁蓝藻有限

公司

公司场地

设备

2013年1

月1日

2013年12月

31日

参照市价 1,068,000.00 960,000.00

广东梅县梅雁

TFT显示器有

限公司

广东梅雁吉

祥水电股份

有限公司

办公楼

2011年7

月1日

2012年11月

30日

参照市价 - 1,080,000.00

梅县金象铜箔

有限公司

广东嘉元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厂房、场

地、设备

租赁

2013年1

月1日

2015年12月

31日

参照市价 23,307,692.31 -

合 计 - - - - - 24,375,692.31 2,040,000.00

（4）接受劳务和服务

提供劳务企业名称 2013年度 2012年度

梅州客都大酒店有限公司 251,653.00 475,579.00

梅州大江畔酒店有限公司 152,952.00 -

合 计 404.605.00 475,579.00

现更正为：

（3）经营性租赁

出租方名称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

种类

租赁

起始日

租赁

终止日

租赁收益定

价依据

2013年度 2012年度

梅县梅雁螺旋

藻养殖有限公

司

广东梅县梅

雁蓝藻有限

公司

公司场地

设备

2013年1

月1日

2013年12月

31日

参照市价 1,068,000.00 960,000.00

广东梅县梅雁

TFT显示器有

限公司

广东梅雁吉

祥水电股份

有限公司

办公楼

2011年7

月1日

2012年11月

30日

参照市价 - 1,080,000.00

梅县金象铜箔

有限公司

广东嘉元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厂房、场

地、设备

租赁

2013年1

月1日

2015年12月

31日

参照市价 23,307,692.31 -

合 计 - - - - - 24,375,692.31 2,040,000.00

（4）接受劳务和服务

提供劳务企业名称 2013年度 2012年度

梅州客都大酒店有限公司 251,653.00 475,579.00

梅州大江畔酒店有限公司 152,952.00 -

梅州市广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6,560,959.85 5,685,330.02

合 计 16,965,564.85 6,160,909.02

3、第十节财务报告“六、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的“关联方未结算余额” 原内容为：

（2）应付关联方款项

项 目 2013.12.31 2012.12.31

其他应付款

广东梅雁吉祥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23,557,000.00

应付账款

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95,730.40

现更正为：

（2）应付关联方款项

项 目 2013.12.31 2012.12.31

其他应付款

广东梅雁吉祥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23,557,000.00

应付账款

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95,730.40

梅州市广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276,815.99 4,876,896.70

（4）预付关联方款项

项 目 2013.12.31 2012.12.31

预付账款

梅州市广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95,052.08 -

二、2014年定期报告更正事项

（一）《2014年半年度报告》更正项

1、第九节财务报告“六、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中第5项，原内容为：

5、公司的其他关联方

关 联 方 名 称 与公司关系 组织机构代码证

梅县南福植物园 同一母公司控制 72598438-5

梅县五指峰实业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71925993-7

梅县雁洋矿业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72549808-8

梅县光明垃圾发电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73986271-7

梅县雁洋自来水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70818791-5

广东梅县梅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72476441-X

广东翔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67713079-8

梅县五丰实业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74996077-5

广东梅县梅雁蓝藻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28122577-4

珠海欧艺电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74708280-9

广东梅县梅雁TFT显示器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72510548-3

梅县梅雁电子科技工业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72920765-5

梅州市广福吉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06845585-3

梅州市祥和养生园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05371728-3

梅州客都大酒店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配偶

直接控制的企业

73413738-0

梅州大江畔酒店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儿子

直接控制的企业

57238617-2

李新云 实际控制人的配偶 -

胡苏平 董事、董事会秘书 -

丘爱珍 监事 -

邓志红 副总经理 -

傅新华 总会计师 -

李桢华 公司控股股东董事会董事 -

现更正为：

5、公司的其他关联方

关 联 方 名 称 与公司关系 组织机构代码证

梅县南福植物园 同一母公司控制 72598438-5

梅县五指峰实业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71925993-7

梅县雁洋矿业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72549808-8

梅县光明垃圾发电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73986271-7

梅县雁洋自来水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70818791-5

广东梅县梅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72476441-X

广东翔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67713079-8

梅县五丰实业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74996077-5

广东梅县梅雁蓝藻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28122577-4

珠海欧艺电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74708280-9

广东梅县梅雁TFT显示器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72510548-3

梅县梅雁电子科技工业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72920765-5

梅州市广福吉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06845585-3

梅州市祥和养生园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母公司控制 05371728-3

梅州客都大酒店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配偶

直接控制的企业

73413738-0

梅州大江畔酒店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儿子

直接控制的企业

57238617-2

梅州市广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女儿

任职董事的企业

73214266-1

胡苏平 董事、董事会秘书 -

丘爱珍 监事 -

邓志红 副总经理 -

傅新华 总会计师 -

李桢华 公司控股股东董事会董事 -

2、第九节财务报告“六、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的“重大关联交易” 中，原内容为：

（3）经营性租赁

出租方名称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

种类

租赁

起始日

租赁

终止日

租赁收益定

价依据

2014年1-6月 2013年1-6月

梅县梅雁螺旋藻养

殖有限公司

广东梅县梅

雁蓝藻有限

公司

公司场地

设备

2014年1

月1日

2014年

12月31日

参照市价 594,000.00 534,000.00

梅县金象铜箔有限

公司

广东嘉元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厂 房 、 场

地、 设备

租赁

2013年1

月1日

2015年12

月31日

参照市价 11,653,846.14 11,653,846.14

合 计 - - - - - 12,247,846.14 12,187,846.14

（4）接受劳务和服务

提供劳务企业名称 2014年1-6月 2013年1-6月

梅州客都大酒店有限公司 55,823.00 148,678.00

梅州大江畔酒店有限公司 58,052.00 -

合 计 113,875.00 148,678.00

现更正为：

（3）经营性租赁

出租方名称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

种类

租赁

起始日

租赁

终止日

租赁收益定

价依据

2014年1-6月 2013年1-6月

梅县梅雁螺旋藻养

殖有限公司

广东梅县梅

雁蓝藻有限

公司

公司场地

设备

2014年1

月1日

2014年

12月31日

参照市价 594,000.00 534,000.00

梅县梅雁螺旋藻养

殖有限公司

梅州市广宇

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土地

2011年

10月1日

2016年9

月30日

参照市价 61,600.00 61,600.00

梅县金象铜箔有限

公司

广东嘉元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厂 房 、 场

地、 设备

租赁

2013年1

月1日

2015年12

月31日

参照市价 11,653,846.14 11,653,846.14

合 计 - - - - - 12,309,446.14 12,249,446.14

（4）接受劳务和服务

提供劳务企业名称 2014年1-6月 2013年1-6月

梅州客都大酒店有限公司 55,823.00 148,678.00

梅州大江畔酒店有限公司 58,052.00 -

梅州市广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307,203.33 6,771,834.54

合 计 3,421,078.33 6,920,512.54

3、第九节财务报告“六、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的“关联方未结算余额” 原内容为：

（2）其他关联方款项余额

项 目 2014.6.30 2013.12.31

预付账款

梅县雁洋矿业有限公司 5,232,600.58 -

其他应付款

广东梅雁吉祥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

预收账款

杨钦欢 516,962.00 -

胡苏平 114,384.00 14,384.00

丘爱珍 117,216.00 17,216.00

邓志红 146,472.00 10,072.00

傅新华 260,032.00 116,132.00

李桢华 319,869.00 319,869.00

现更正为：

（2）其他关联方款项余额

项 目 2014.6.30 2013.12.31

预付账款

梅县雁洋矿业有限公司 5,232,600.58 -

梅州市广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00,000.00 95,052.08

应付账款

梅州市广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276,815.99

其他应付款

广东梅雁吉祥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

预收账款

杨钦欢 516,962.00 -

胡苏平 114,384.00 14,384.00

丘爱珍 117,216.00 17,216.00

邓志红 146,472.00 10,072.00

傅新华 260,032.00 116,132.00

李桢华 319,869.00 319,869.00

（二）《2014年年度报告》更正项

1、《2014年年度报告》第十节财务报告“十一、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中“第4、5、6其他关联方情况等” 原内容为：

4、其他关联方情况

其他关联方名称 其他关联方与本企业关系

梅县雁洋矿业有限公司 其他

广东梅县梅雁蓝藻有限公司 其他

梅州客都大酒店有限公司 其他

梅州大江畔酒店有限公司 其他

杨钦欢 其他

谢传毅 其他

夏文梅 其他

温增勇 其他

王荣辉 其他

汪汝俊 其他

赖广栋 其他

黄增孝 其他

黄新连 其他

胡苏平 其他

丘爱珍 其他

邓志红 其他

傅新华 其他

5、关联交易情况

(1).� 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梅县雁洋矿业有限公司 采购石灰石 40,723,545.33 28,239,363.48

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采购铜箔或半成品 - 12,285,865.02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梅县雁洋矿业有限公司 销售熟料 - 33,079,618.72

梅县雁洋矿业有限公司 选矿加工 - 350,830.67

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及半成品 - 25,630,058.38

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废箔 - 200,342.99

梅县雁洋自来水有限公司 水资源使用 - 8,000,000.00

梅州客都大酒店有限公司 为上市公司提供劳务 36,708.00 251,653.00

梅州大江畔酒店有限公司 为上市公司提供劳务 77,333.00 152,952.00

(2).� 关联租赁情况

本公司作为出租方：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本期确认的租赁收入 上期确认的租赁收入

梅县梅雁螺旋藻养殖

有限公司

公司场地设备 1,188,000.00 1,068,000.00

梅县金象铜箔有限公

司

厂房、场地、设备租赁 17,480,769.21 23,307,692.31

关联租赁情况说明

出租方名称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

种类

租赁

起始日

租赁

终止日

租赁收益

定价依据

2014年度 2013年度

梅县梅雁螺旋

藻养殖有限公

司

广东梅县梅

雁蓝藻有限

公司

公司场地

设备

2013年1

月1日

2013年12月

31日

参照市价 1,188,000.00 1,068,000.00

梅县金象铜箔

有限公司

广东嘉元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厂房、场

地、设备

租赁

2013年1

月1日

2014年10月

31日

参照市价 17,480,769.21 23,307,692.31

合 计 - - - - - 18,668,769.21 24,375,692.31

6、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2）应付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关联方 期末账面余额 期初账面余额

应付账款 梅县雁洋矿业有限公司 567,364.00 -

现更正为：

4、其他关联方情况

其他关联方名称 其他关联方与本企业关系

梅县雁洋矿业有限公司 其他

广东梅县梅雁蓝藻有限公司 其他

梅州客都大酒店有限公司 其他

梅州大江畔酒店有限公司 其他

梅州市广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其他

杨钦欢 其他

谢传毅 其他

夏文梅 其他

温增勇 其他

王荣辉 其他

汪汝俊 其他

赖广栋 其他

黄增孝 其他

黄新连 其他

胡苏平 其他

丘爱珍 其他

邓志红 其他

傅新华 其他

5、关联交易情况

(1)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梅县雁洋矿业有限公司 采购石灰石 40,723,545.33 28,239,363.48

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采购铜箔或半成品 - 12,285,865.02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梅县雁洋矿业有限公司 销售熟料 - 33,079,618.72

梅县雁洋矿业有限公司 选矿加工 - 350,830.67

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及半成品 - 25,630,058.38

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废箔 - 200,342.99

梅县雁洋自来水有限公司 水资源使用 - 8,000,000.00

梅州市广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为上市公司提供劳务 3,307,203.33 16,560,959.85

梅州客都大酒店有限公司 为上市公司提供劳务 36,708.00 251,653.00

梅州大江畔酒店有限公司 为上市公司提供劳务 77,333.00 152,952.00

(2)关联租赁情况

本公司作为出租方：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本期确认的租赁收入 上期确认的租赁收入

梅县梅雁螺旋藻养殖

有限公司

公司场地设备 1,188,000.00 1,068,000.00

梅县梅雁螺旋藻养殖

有限公司

土地 30,800.00 123,200.00

梅县金象铜箔有限公

司

厂房、场地、设备租赁 17,480,769.21 23,307,692.31

关联租赁情况说明

出租方名称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

种类

租赁

起始日

租赁

终止日

租赁收益定

价依据

2014年度 2013年度

梅县梅雁螺旋

藻养殖有限公

司

广东梅县梅

雁蓝藻有限

公司

公司场地

设备

2014年1

月1日

2014年12

月31日

参照市价 1,188,000.00 1,068,000.00

梅县梅雁螺旋

藻养殖有限公

司

梅州市广宇

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土地

2011年10

月1日

2016年9月

30日

参照市价 30,800.00 123,200.00

梅县金象铜箔

有限公司

广东嘉元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厂房、场

地、设备

租赁

2013年1

月1日

2014年10

月31日

参照市价 17,480,769.21 23,307,692.31

合 计 18,699,569.21 24,498,892.31

6、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2）应付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关联方 期末账面余额 期初账面余额

应付账款 梅县雁洋矿业有限公司 567,364.00 -

应付账款

梅州市广宇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1,276,815.99

2、第十节财务报告“十一、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的“8、其他” 中增加如下内容：

8、其他

预付关联方款项

项目名称 2014.12.31 2013.12.31

预付款项

梅州市广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95,052.08

三、《2015年半年度报告》更正事项

《2015年半年度报告》第九节财务报告“十二、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中“3、4、5、其他关联方情况等 ” 原内容为：

3、其他关联方情况

其他关联方名称 其他关联方与本企业关系

梅州客都大酒店有限公司 其他

梅州大江畔酒店有限公司 其他

杨钦欢 关联人（与公司同一总经理）

谢传毅 其他

夏文梅 其他

温增勇 其他

王荣辉 其他

钟小英 其他

汪汝俊 其他

赖广栋 其他

黄增孝 其他

黄新连 其他

胡苏平 其他

丘爱珍 其他

邓志红 其他

傅新华 其他

4、关联交易情况

（1）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适用 √不适用

（2）关联受托管理/承包及委托管理/出包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关联租赁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适用 □不适用

(1).� 应收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关联方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广东嘉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438,996.63 204,389.97 32,195,848.91 321,958.49

梅县金象铜箔有

限公司

163,104,938.21 1,631,049.38 163,104,938.21 1,631,049.38

现更正为：

3、其他关联方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其他关联方名称 其他关联方与本企业关系

广东梅雁吉祥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梅县雁洋矿业有限公司 其他

广东梅县梅雁蓝藻有限公司 其他

梅州客都大酒店有限公司 其他

梅州大江畔酒店有限公司 其他

杨钦欢 关联人（与公司同一总经理）

谢传毅 其他

夏文梅 其他

温增勇 其他

王荣辉 其他

钟小英 其他

汪汝俊 其他

赖广栋 其他

黄增孝 其他

黄新连 其他

胡苏平 其他

丘爱珍 其他

邓志红 其他

傅新华 其他

4、关联交易情况

（1）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适用 □不适用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梅县雁洋矿业有限公司 采购石灰石 3,657,855.18 21,811,905.81

梅州客都大酒店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23,335.00 55,823.00

梅州大江畔酒店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13,242.00 58,052.00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梅县雁洋矿业有限公司 销售熟料 3,836,201.28

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说明

销售货物、加工产品交易金额列示如下

关联企业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方式及

决策程序

2015年1-6月 2014年1-6月

金 额

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

金额

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

梅县雁洋矿业有

限公司

销售熟料

参照市价，第七届董

事会第二十七次审议

通过

3,836,201.28 3.01% - -

合 计 3,836,201.28 3.01% - -

采购货物交易金额列示如下

关联企业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方式及决

策程序

2015年1-6月 2014年1-6月

梅县雁洋矿业有限公

司

采购石灰石

参照市价，董事会审议通

过

3,657,855.18 21,811,905.81

合 计 3,657,855.18 21,811,905.81

接受劳务和服务

提供劳务企业名称 2015年1-6月 2014年1-6月

梅州客都大酒店有限公司 23,335.00 55,823.00

梅州大江畔酒店有限公司 13,242.00 58,052.00

合 计 36,577.00 113,875.00

(3).� 关联租赁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作为出租方：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本期确认的租赁收入 上期确认的租赁收入

广东梅县梅雁蓝藻有

限公司

公司场地设备 594,000.00 594,000.00

关联租赁情况说明

出租方名称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

种类

租赁

起始日

租赁

终止日

租赁收益定

价依据

2015年1-6月 2014年1-6月

梅县梅雁螺旋

藻养殖有限公

司

广东梅县梅

雁蓝藻有限

公司

公司场地

设备

2015年1

月1日

2015年12

月31日

参照市价 594,000.00 594,000.00

合 计 594,000.00 594,000.00

5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适用 □不适用

(1) 应收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关联方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广东嘉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438,996.63 204,389.97 32,195,848.91 321,958.49

梅县金象铜箔有

限公司

163,104,938.21 1,631,049.38 163,104,938.21 1,631,049.38

(2) 应收项目

公司占用广东梅雁吉祥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资金年初余额为0.00元， 本期增加9,320,000.00元， 本期归还9,320,000.00元， 期末余额为

0.00元。

公司于2015年10月14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定期报告的更正事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除上述更正外，原定期报告其他内容不变，公司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

600868

证券简称：梅雁吉祥 公告编号：

2015-036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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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2015年10月13日接到崔学刚先生辞职的报告。 崔学刚先生由于工作关系及

个人原因，决定辞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独立监事及监事会委员会一切职务。崔学刚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因此其辞职

报告自2015年10月13日送达公司监事会时生效。

公司衷心感谢崔学刚先生在任公司监事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 辞职后，崔学刚先生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特此公告。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O一五年十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

601021

股票简称：春秋航空 公告编号：

2015-047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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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转增比例：每10股转增10股，即每股转增1股

● 股权登记日：2015年10月20日

● 除权日：2015年10月21日

●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2015年10月22日

一、通过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5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已经2015年9月29

日召开的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告内容详见公司2015年9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发布的《春秋航空股份

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5-045）。

二、2015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2015年半年度

2、发放范围：截止2015年10月20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3、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公司2015年6月30日总股本400,000,00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中股

本溢价部分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 合计转增400,000,000股，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变更为800,000,

000� 股。

三、相关日期

1、股权登记日：2015年10月20日

2、除权日：2015年10月21日

3、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2015年10月22日

四、派发对象

截止2015年10月20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本次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将按照中登上海分公司的有关规定，由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计算机网络

根据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持股数， 以每10股转增10股的转增比例将

所转增股份直接记入公司股东账户。 根据现行税收政策，本次公司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以股票溢价发行收

入形成，因此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扣税。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送股 转增 合计

A股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合计

300,000,000 0 300,000,000 300,000,000 600,000,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合计

100,000,000 0 100,000,000 100,000,000 200,000,000

股份总数 400,000,000 0 400,000,000 400,000,000 800,000,000

七、按新股本摊薄计算的每股收益

本次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按新股本800,000,000股摊薄计算的公司2015年半年度基本每股收益为0.79

元/股。

八、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22353088

特此公告。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

600558

证券简称：大西洋 公告编号：临

2015-100

号

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债务人

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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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收到四川省德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2015）德破字第4-4-B835号《通知书》及（2015）德破（预）字第8-1号《民事裁

定书》，获知，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德阳中院” ）已于2015年9月21日裁定受理

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重重装” ）重整一案，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德阳中院（2015）德破（预）字第8-1号《民事裁定书》主要内容

申请人：德阳立达化工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二重重装

申请人德阳立达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阳立达化工” ）以被申请人二重重装不能清偿到

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及具有重整价值为由， 于2015年9月11日向德阳中院申请对

被申请人二重重装进行重整。德阳中院于同日通知了被申请人二重重装，被申请人二重重装在法定

期限内未提出异议。

德阳中院查明：被申请人二重重装于2001年12月30日经四川省德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登

记注册成立，公司注册资金2,293,449,524元，住所地位四川省德阳市珠江西路460号。 根据被申请

人二重重装提交的资产负债表，截至2015年8月31日，二重重装资产总计13,417,251,138.25元，负

债合计17,954,618,835.88元，资产负债率133.82%。 申请人德阳立达化工对被申请人二重重装享

有依法成立的到期债权且未获清偿。

德阳中院认为：被申请人二重重装系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不能清偿申请人德阳立达化工对其

依法享有的到期债权，存在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事实，具有重整的必

要及可能性，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关于企业重整的主体资格及具备重整原

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二款、第三条、第七条第二款、第七十条第一款、第

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受理申请人德阳立达化工对被申请人二重重装的重整申请。

该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二、德阳中院（2015）德破字第4-4-B835号《通知书》主要内容

该院根据德阳立达化工的申请，于2015年9月21日裁定受理二重重装重整一案，并于同日指定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和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担任二重重装管理人。 请本公司在2015年10月23日

前，向二重重装管理人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

关证据材料。 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可以在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

报，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未依法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

不得行使权力，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力。 二

重重装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二重重装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的具体时间及地点，德阳中院另行通知。

三、本公司对二重重装债权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经公司初步统计，截至2015年9月30日，公司对二重重装的债权为606万元，该债权尚需经二重

重装债权人会议核查，德阳中院确认。

鉴于德阳中院已裁定受理申请人德阳立达化工对被申请人二重重装的重整申请， 本公司对二

重重装债权的清收可能会因二重重装的重整受到影响，但具体影响目前存在不确定性。

目前，本公司正在积极进行债权清理和申报工作，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尽最大努力

通过各种合法途径最大限度维护公司合法权益。 同时，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

重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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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备查文件

1、德阳中院（2015）德破（预）字第8-1号《民事裁定书》

2、德阳中院（2015）德破字第4-4-B835号《通知书》

特此公告。

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十月十五 日

证券代码：

600106

证券简称：重庆路桥 公告编号：临

2015-049

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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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本公司股东正在筹划关于公司的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已于2015年8

月31日起停牌。

经与有关各方论证和协商，本公司第二大股东重庆国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拟进行涉及

本公司资产收购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

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2015年9月16日起停牌不超过30日。 停牌期

间，本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一、重组框架介绍

（一）主要交易对方

目前公司正在与多方积极沟通，主要交易对方可能为独立第三方、控股股东或其关联

方，但尚未最终确定。

（二）交易方式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采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式，但尚未最终确定。

（三）标的资产情况

标的资产主要范围初步确定为新能源、高速公路等能够产生稳定现金流的行业，上市

公司及相关股东正积极与潜在交易对方进行协商， 并正在对意向标的资产进行尽职调查，

但标的资产的最终类型与范围尚在沟通与论证过程中而未最终确定。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工作进展情况

停牌期间，公司与有关各方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和所涉工作进行了积极论证

与推进，中介机构正在有序开展尽职调查等相关工作。

（一）与潜在交易对方的沟通、协商情况

自本公司股票于2015年8月31日停牌起，上市公司及相关股东即与潜在交易对方持续

进行了多轮谈判，谈判内容涉及标的资产类型、标的资产范围、有关协议条款等多项内容。

但由于本次交易涉及的潜在标的资产范围较大，意向交易金额也较高，故目前尚未与潜在

交易对方达成一致，相关事项尚未最终确定，也尚未与交易对方签订重组框架或意向协议。

（二）相关政府部门前置审批情况

截至目前，本次交易尚不存在需由相关政府部门进行前置审批的情形。

（三）中介机构的工作进展情况

目前，拟聘请的财务顾问、律师、会计师与评估师等中介机构已协助上市公司及相关股

东对位于新疆、甘肃、宁夏、青海等地的数十家光伏电站等潜在标的资产的合法合规性、经

济效益、技术指标等问题进行了初步尽职调查与筛选，但尚未开展实质性审计、评估工作，

公司亦尚未与财务顾问签订重组服务协议。

三、无法按期复牌的具体原因说明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仍在继续筹划当中，潜在标的资产范围较大、数量较多、意

向交易金额较高，公司与相关各方正在就标的资产范围、交易方式等与意向交易对方进行

积极沟通与协商，但相关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无法按原定时间复牌。

四、申请继续停牌时间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仍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

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2015年10月15日起继续停牌，预计继

续停牌时间不超过一个月。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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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公告，并在两周内(10月29日前)� 披露交易标的等重组框架

相关情况，我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涉及事项的谈判进程不断完善相关交易框架，敬请

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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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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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为关联交易：是

·交易内容：控股子公司上海凯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同股同权向股东提供短期资金人民币5亿元

一、关联交易概况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本次共有7名董事以通讯方式参加书面表决。 经董

事会投票表决，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上海凯峰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同股同权向股东提供短期资金的议案。

上海凯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其股权结构为：上海房地（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全资

子公司）持股71%，大华（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9%，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 近期，控股子公司

上海凯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同股同权分批次向股东提供短期资金人民币5亿元整，其中，上海房地（集

团）有限公司获得资金4.05亿元，少数股东大华（集团）有限公司获得资金0.95亿元。 上述资金计划于2015年

底前归还上海凯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由于大华（集团）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子上海凯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少数股东，故此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

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年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及2015年度预计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在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年会召开之日至2015年度股东大会年会召开之日的期间内，

控股子公司向其少数股东方同股同权提供资金使用不超过10亿元。 2015年至今，控股子公司向其少数股东方

同股同权提供资金使用发生额1.33亿元（不包括本次金额），全部为上海凯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同股同权

向大华（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资金使用。

二、关联方与关联关系

1、大华（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大华（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华灵路698号

法定代表人：金惠明

注册资本：150,000万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主要经营业务或管理活动：实业投资，房地产开发，国内贸易（除专项审批外），物业管理，服装加工，木制

品加工，机械加工，通用设备制造，家具制造，仓储的投资管理，自有房屋租赁，为国内企业提供劳务派遣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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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华山路2号

法定代表人：姜维

注册资本：人民币1,867,059,398元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业务或管理活动：侨汇房、商品房设计、建造、买卖、租赁及调剂业务，各类商品住宅的配套服务；

房屋装修及维修业务；建筑材料经营。

三、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借款为公司正常资金使用，有利于公司业务发展，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审议程序

1、在提请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之前，公司征求独立董事意见，独立董事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

议。

2、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上海凯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同股同权向股东提供短

期资金的议案，7名董事参与表决，一致同意上述议案。

3、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查，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1）在本公司董事会审议和

表决时，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2）本次关联交易对本公司和本公司的全体股

东而言公平合理，未发现其中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和本公司利益的情形；（3）同意关于控股子公司上海凯峰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同股同权向股东提供短期资金的议案

六、备查文件

1、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临时决议，编号2015-24；

2、独立董事事前书面认可；

3、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