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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

300239

证券简称：东宝生物 公告编号：

2016-014

包头东宝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司2015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已于2016年3月31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 请投资者注意

查阅。

巨潮资讯网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包头东宝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31日

证券代码：

300299

证券简称：富春通信 公告编号：

2016-027

富春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司2015年度报告及摘要于2016年03月31日在中

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2016年03月30日，富春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报告

全文及摘要。

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2015年年度报告摘要》 于2016年

03月31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

巨潮资讯网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cn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富春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300003

证券简称：乐普医疗 公告编号：

2016-040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

报告摘要于2016年3月31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

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

查阅。

特此公告。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300327

证券简称：中颖电子 公告编号：

2016-018

中颖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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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本公司2015年度报告及摘要已于2016年3月31日在

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2016年3月30日，中颖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报告及

其摘要。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公司《2015年度报告全文》、《2015年度报告摘要》于2016

年3月31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 巨潮

资讯网网址：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中颖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30日

证券代码

:000812

证券简称

:

陕西金叶 公告编号

:2016-12

号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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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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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于2016年3月5日发出， 会议议题及相关内容已于2016年3月5日刊

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6�年 3�月 30�日（星期三）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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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3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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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29日下午15:00�至2016年3月30日下午15:00中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第三会议室(西安市锦业路1号都市之门B座19层)� 。

4、召集人：公司董事局。

5、主持人：董事局主席袁汉源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14人，代表公司股份116,886,504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6.1271％。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6人，代表股份

116,695,8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0845％；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

份190,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6％。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1人出席本次会议，代表

股份19,888,6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456％。

备注：股东陕西省烟草公司西安市公司隶属于中国烟草总公司陕西省公司管理，与股东

中国烟草总公司陕西省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合并持有本公司股份22,673,236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5.06%，不纳入持有本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的统计；未知其他持有本公司5%以下股

份的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4、本公司聘请的北京金诚同达(西安)律师事务所委派张宏远律师、王春雷律师对本次

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 表决结果如下：

（一）《公司2015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837,60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2％；反对5,0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3％；弃权43,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376％。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839,79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41％； 反对5,

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1％；弃权43,9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7％。

3、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二）《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853,60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19％；反对5,0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3％；弃权2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239％。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855,79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46％； 反对5,

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1％；弃权27,9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3％。

3、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853,60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19％；反对5,0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3％；弃权2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239％。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855,79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46％； 反对5,

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1％；弃权27,9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3％。

3、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838,10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6％；反对20,5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5％；弃权2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239％。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840,2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66％；反对20,

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1％；弃权27,9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3％。

3、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五）《关于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712,10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08％；反对146,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3％；弃权2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39％。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714,2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231％；反对146,

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66％；弃权27,9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3％。

3、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六）《公司2016年度经营性关联交易总额（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陕西中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234,27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22％；反对20,5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弃权2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275％。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36,46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704％； 反对20,

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84％；弃权27,9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11％。

3、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七）《关于续聘公司201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853,60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19％；反对20,0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1％；弃权12,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110％。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855,7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46％；反对20,

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6％；弃权12,9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9％。

3、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金诚同达(西安)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张宏远 王春雷

（三）结论性意见：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合法；

2、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3、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局印章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及其签章页。

特此公告。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798

证券简称：中水渔业 公告编号：

2016-014

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投资者说明会情况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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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于2016年3月25日发布《关于撤回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申请文件的公告》，终止本次筹划中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为此，公司于2016

年3月30日下午3点-5点通过网络平台，以网络互动交流形式召开投资者说明会，就终止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了交流和沟通。 现将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的相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

公司于2016年3月30日下午3点-5点通过中证网网络平台召开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投资者说明会，公司董事长宗文峰（中国水产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胡世保、董事

会秘书陈明、总会计师王小霞、中国水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叶少华、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欧阳凯参加本次说明会。 公司在本次会议上与投资者进行了互动交流和沟通，

就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答。

二、本次会议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的回复情况

1.�花仙子向宗文峰提问：能否请公司领导针对远洋捕捞行业展开来具体阐述下公司发

展的思路？ ?

宗文峰 答：根据集团对远洋渔业板块的战略定位，中水渔业作为板块的上市平台，未

来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水渔业也将秉承以远洋捕捞为基础构筑平台整合资源，

不断延伸产业链，增强盈利能力。

2.游客2846向陈明提问：第二批国企改革，中水是否就要变神鱼？

陈明 答：非常希望借国企改革的大势，将中水渔业变成一条神鱼！

3.�明明向陈明提问：请问今年是否有分红计划？

陈明 答：公司历年都坚持30%以上的高比例分红，但今年非常遗憾，公司亏损啦。

4.�老虎发威向陈明提问：请问接下来的股价怎么走？ 今天走了一个小十字星。

陈明 答：这事我也想知道，但我不知庄家是谁。

5.�龙溟向宗文峰提问：中水渔业未来主业发展是扩大还是缩减？

宗文峰 答：中水渔业未来将围绕远洋捕捞主业进行投资和发展，最终使其不断壮大。

6.�饿了么向陈明提问：都是大单拖一下就走，小单子狂飙。 啥意思？ 是不是主力在抛高

出货？

陈明 答：现在庄家的手法太新，我这个20年的老股民也明白不了。 我建议从公司的基

本面判断吧，别猜庄家，这帮家伙比我们聪明多了。

7.�游客4416向胡世保提问：中水渔业受行业政策限制较大，如果未来国家政策不利，公

司有何应对措施或转型计划？

胡世保 答：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对于优质蛋白的需求量越来越

多而鱼类就是优质蛋白的重要来源之一。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中国有关部门的统计对于

水产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 从国内市场看满足老百姓日益增长的水产品的需求十分重要；

从国际市场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于水产品也有很高的需要量，对于远洋捕捞行业在

一定时期内是会产生支撑和帮助作用。 如果国家因为某种因素，对水产行业扶持的力度不

够，对于我们来讲首先捕捞品种很多是可持续可替代的，另外公司会随时关注国内国际市

场的变化和捕捞品种的需求变化来不断的调整自己的捕捞品种，在捕捞板块我们目前要巩

固提高捕捞水平同时引进科技成果来发展。 对于转型，从公司来讲要向产业的中后端进行

延伸，开展水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和水产品贸易，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 总之我

们的策略是在上市公司的金融平台上巩固和加强捕捞板块，进入水产品和相关品种的精深

加工业与冷链物流业，做强做大水产品贸易，最终使中水渔业成为水产品行业的一面旗帜。

8.�皇室战争向宗文峰提问：相信公司在这次重组事项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请问董事

长，将来是否有通过兼并、收购等方式，继续提升公司盈利能力的可能性？

宗文峰 答：公司虽然终止了本次重组，但在重组过程中，团队积累了经验。 未来公司将

积极通过重组并购，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9.�漯河老七向陈明提问：请问，公司会被ST吗？

陈明 答：我可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我们公司会努力做好，不让“ST中水” 出现。

10.�游客2846向陈明提问：今天年咸鱼会翻身吗？ 在股价有什么反应吗？

陈明 答：中水渔业是活鱼，不是咸鱼，目前只是暂时缺氧。

11.�游客4585向胡世保提问：您好，近一月公司都在发布利空，到底在干什么啊 ？

胡世保 答：作为上市公司有义务有责任在第一时间及时准确，完整的披露与上市公司

的有关信息。

12.�闪电侠向陈明提问：公司近期接连收购失败，给中小投资者带来很大伤害，股价一

落千丈，公司近期是否考虑采取措施来稳定股价，提振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 ?

陈明 答：这是公司很遗憾的事，特别对不起大家，但公司股价却没一落千丈，谢谢大家

对公司的信任。 做为董秘我一定做好信息披露和投资者的沟通工作，让大家充分认识和理

解公司，进一步提振对公司的信心。

13.�味多美向叶少华提问：请问领导，您如何看待远洋捕捞行业未来的发展？

叶少华 答：远洋渔业是国家支持的战略性行业。 中国远洋渔业始于1985年，从小到大，

从弱到强，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与一些渔业发达国家比较，与我国消费者对纯天然、

高品质的水产品消费需求比较，我国远洋渔业发展还有很大差距，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但

是，远洋渔业不只是远洋捕捞，还包括下游的储运、加工、贸易等。 远洋渔业企业在发展远洋

捕捞的同时，也应该要调整结构，转型升级。

14.�前期向胡世保提问：能否简单介绍下目前中国的水产市场发展如何？

胡世保 答：中国水产品市场总体上还是需求大于供给，特别是一些大众产品，随着生

活生平的提高水产品需求量会越来越多。

15.�游客6618向陈明提问：请问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简称为啥叫中水渔

业？ 名称里没有“渔业”呀？

陈明 答： 虽然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全称中没有渔业， 但简称中如果也没有渔

业，您能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中水渔业” 是公司的小名，是我在公司上市时特别申请

的呢。

16.�游客2846向叶少华提问：肉贵鱼涨?请问公司有提价的想法吗？

叶少华 答：价格上涨，对于生产性企业无疑是利好。 我们希望天天都能提价，但是最终

决定价格的还是市场。 我们能做的就是不断提高产品品质，做好市场推广。

17.牛奶果子向胡世保提问：请问领导，您觉得公司最主要的优势有哪些？

胡世保 答：第一国家对于行业的支持；第二是农发集团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第

三国内国际水产品市场需求量不断增长；第四公司拥有长期积累的市场捕捞、金融、加工等

专业人才队伍；第五合作的科研单位的科技支持；第六对于金融杠杆的认识；第七合作伙伴

所在国的支持和国际养护组织的规范管理；第八解决国内国外的就业需求等。

18.山向欧阳凯提问：本次重组失败，独立财务顾问后期还会有新的举措为上市公司寻

找新的重组方吗？

欧阳凯 答：只要有利于上市公司未来发展、有利于上市公司解决同业竞争问题，在相

关条件具备后，我们期盼继续能为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等各方面提供相关服务。

19.尔向叶少华提问：近期，阿根廷炮击渔船事件对中水公司是否产生影响？

叶少华 答：事件造成公司下属企业一艘渔船沉没，无疑有经济损失。 我们对阿根廷单

方的说辞和对事件的处理方式并不认可，需要更多的证据才能还原事实真相，公司将全力

维护国家和企业的自身利益。

20.客855向胡世保提问：请问总经理你担任中水集团旗下员工多久了，前面提问你回答

道，最终使中水渔业成为水产行业的一面旗帜，公司已经发展上市18年了，你现在上任总经

理了，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18年中水渔业没有做大，可以谈谈吗？ 那在你的任上，你能做些

什么？ 在你的任上，你可以把中水渔业带到怎样的程度？ 如果还是像收购新阳洲这样的投

资，我想中水渔业是水产行业的一面旗帜，但是是水产行业破产的上市公司一面旗帜了。

胡世保 答：公司发展并购是重要手段之一，当然要以战略为引领，尽管我到中水渔业

不到一年时间但是我在中国水产总公司和舟山渔业公司工作了25年左右，对于水产品行业

发展具有一定认识并且也参与了一些成功的项目并购。 巩固调整改革提高开拓创新是企业

不变的主题，我的信心来自回答网友企业主要优势的陈述。

21.客7523向欧阳凯提问：在此次重组中，作为推介券商，是否尽职尽职，发现其中的问

题，并及时反应情况？

欧阳凯 答：就本次重组，上市公司及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开展了长时间的尽职调查工

作，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克服了上市公司及标的资产全球分布、产权关系复杂、生产

经营面临不同国家法律环境等复杂、疑难问题。 由于尽职调查耗时较长，在重组推进过程

中，国际油价的持续大幅下滑超出预期，对上市公司及标的公司的盈利水平带来了较大的

影响，直到目前新的远洋渔业补贴政策尚未落实、油价持续走低，相关情况尚未明确，考虑

到继续推进本次重组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风险， 公司出于谨慎性和维护公司利益的考虑，

现阶段不得不终止本次重组，对此我们也深表遗憾。

22.客5715向胡世保提问：公司在品牌建设和产品推广有什么设想活着规划？

胡世保 答:作为一个有着二十多年党龄的党员，只要活着就要为自己的公司发展做出

自己应有的贡献。 目前推断，还有十多年的工作时间，希望咱们共同见证中水渔业的发展。

23.安好运向陈明提问：对于目标资产的盈利问题，中水渔业与中国水产应早有沟通，但

是到现在才宣布终止重组，是否存在信息披露迟后问题？ 请公司解释一下原因。

陈明 答:目标资产的盈利问题，是早有沟通，但也不能轻言放弃，目标资产2015的盈利

需要确认后，才能做出最终的决策，中水渔业的年度报告4月29日才出，目标资产的盈利确

认已经够早的了，所以我的信披没有滞后（提醒一下不是迟后）。

24.星点点向宗文峰提问：公司未来还会进行资产重组计划吗？

宗文峰 答:据中农发集团的发展规划，中水渔业是集团渔业板块的唯一平台，所以资

产重组一定会进行的。 但我们按规定3个月内不能筹划任何重组事项。

由于时间所限，公司对投资者的问题未能全部回复，在此深表歉意，对于关注、支持公

司发展并积极提出建议的投资者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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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权完成

过户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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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2月29日公告了《关于股东协

议转让公司股权的提示性公告》，公告了公司股东上海德道汇艺术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德道汇” ）于2016年2月24日与谈意道、张华伟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以协议方式转让

其持有的鹏欣资源无限售流通股股份，合计转让鹏欣资源150,000,000股股份。 本次股权

转让相关各方谈意道、张华伟及上海德道汇艺术品有限公司各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关联

关系，并非一致行动人。 详细公告内容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刊登于《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公司于2016年3月28日收到德道汇的告知函，告知2016年3月28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出具了《过户登记确认书》，德道汇与自然人张华伟的股权转让事宜已完成过户

登记手续。

本次权益变动后，德道汇持有公司73,125,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95％。 张华伟

持有公司75,22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09％，

上述权益变动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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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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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2016年3月30日以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有效表决票9票，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王冰董事长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书面表决形式审议通过

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参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公司拟向上海靖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转让所持有的参股子公司上海爱默金山药业有限

公司全部44.55%股权，本次转让后公司不再持有爱默金山公司股权。

详细情况参见公司《关于转让参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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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参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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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向上海靖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靖慧投资” ）转让所持有的参股子公司上海爱默金山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爱默金山” ）全部44.55%股权，本次转让后公司不再持有爱默金山股权。

一、交易概述

公司于2016年3月30日召开第五届三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参股子公司

股权的议案》, 同意将公司持有的爱默金山全部44.55%股权以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靖慧

投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3604.63万元。公司独立董事就此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转

让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

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公司董事会已对交易对方公司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

1.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上海靖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号：310229001448195

企业类型：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住所：青浦区公园路99号舜浦大厦7层1区779室

法定代表人：陶靖

注册资本： 人民币500万元整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实业投资，商务信息咨询，企业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公共关系

咨询，展览展示服务，会务服务，室内装潢，销售五金交电、日用百货，建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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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情况

企业名称：上海爱默金山药业有限公司

证照编号：28000000201512220139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住所：上海市金山区亭林镇南金公路5878号

法定代表人：姜标

注册资本：人民币16500万元整

经营范围：含氟高分子材料，外墙保温板材（除特种设备），医药及农药的中间体和其他

精细化学品有关的技术咨询、产品的研制、生产和销售（许可类项目除外），从事货物与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危险化学品批发（详见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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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涉及诉讼、

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情况。

3.�截止2015年12月31日，该公司股东构成情况为：上海国嘉精密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占

55.00%、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占44.55%、上海市金山区亭林镇对外经济发展公司占

0.45%。

4.�该公司其他股东已放弃优先受让权。

5.�公司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人）审计，情

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末

资产总额 230,518,032.17

负债总额 196,367,097.76

资产净额 34,150,934.41

营业收入 87,759,597.32

净利润 -7,850,821.0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850,821.09

6. 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于2016年3月经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

《上海爱默金山药业有限公司股东拟转让部分股权所涉及的上海爱默金山药业有限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评估报告》（北京亚超评报字(2016)第01013号），本次评估采用资产

基础法，评估结果如下：资产总计：27,727.91万元；负债总计：19,636.71万元；净资产（所有

者权益）：8,091.20万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经双方协商一致，甲方同意根据本协议向乙方转让44.55%的股权，乙同意根据本

协议受让甲方持有标的公司44.55%的股权（以下简称“转让权” ）。 乙方以货币资金购买甲

方持有的爱默金山44.55%股权，该股权对应注册资本7350万元。

（2） 双方一致同意依据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2015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

标的公司净资产评估出具的北京亚超评报字(2016)第01013号评估报告，确认的标的公司净

资产评估值8091.20万元作为定价参考， 经双方协商按标的公司净资产价值为8091.20万元

确定本次转让价格，即：鹏欣资源所持有的爱默金山44.55%股权作价为3604.63万元，本次

转让价格为3604.63万元。

（3）双方同意，在本股权转让协议经甲方董事会审议通过后6个月内，乙方将全部股权

转让款3604.63万元全部支付给甲方。

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上海中科合臣股份有限公司， 原公司经营化学品生

产及销售业务。 鹏欣资源未来发展方向为资源、贸易、新材料，为了更加聚焦核心战略，逐步

剥离化学品产业。

公司剥离该资产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带来一定的影响，由于公司占有44.55%

股权，该股权转让后将增加公司投资收益约为2000万元人民币。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交易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调整产业结构，集中公司资

源，提高资产流动性，改善公司财务结构，符合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

公司董事会审议该项议案的提议、审核、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我们一致同意该项议案并提请董事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五届三十二次董事会决议；

2、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3、评估报告；

4、审计报告；

5、股权转让协议书。

特此公告。

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