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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分红是资本市场平稳运行重要基石
——
—上交所有关负责人就《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 周松林

红方式并存与补充的制度体系，并形成
以获取稳定现金分红回报为主的长期
投资理念。 台湾地区在2000年发布“
健
全股利政策”， 要求上市上柜公司若无
特殊理由，必须同时发放现金股利和股
票股利。 受此政策影响，发放现金股利
的上市上柜公司比例从2000年的49%迅
速增加至2009年的81%， 而送股方式的
股票股利比例则显著下降。
而我国的资本市场正处于“
新兴加转
轨”阶段，需要借鉴境外市场经验，制定出
一套符合市场实际运行状况的分红指引，
努力完善现金分红的各项配套制度。
二是法律依据。 目前，我国有关公
司股利政策的法律法规主要见于《
公司
法》、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关于修改上市
关于
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
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
项的通知》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
三是培育长期的投资理念。 《
指引》
旨在细化中国证监会有关现金分红事
项的相关规定，强化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相关事项的披露义务，增强现金分红政

上海证券交易所今日发布《
上市公
司现金分红指引（
征求意见稿）》，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 该所有关负责人就
《
指引》相关情况接受了记者采访。
问：上交所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制定
《
指引》的？
答：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是投资者获
得回报的重要途径，是增强股票市场长
期投资吸引力的必要条件，也是资本市
场平稳运行的重要基石。 上市公司现金
分红有三大意义：
一是培育价值投资理念，普及健康股
权文化。 二是吸引长期资金入市，增强市
场稳定性。三是合理配置公司资金，保护
投资者利益。
问：上交所制定《
指引》是出于怎样
的基本考量？
答：上交所制定《
指引》主要出于三
大考量。 一是境外市场的经验借鉴。 以
美国和台湾地区为例，美国的市场已形
成以长期稳定的现金分红为主、非稳定
的股份回购和特别分红为辅的多种分

策、决策制定及相关信息披露的可操作
性，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问：请谈谈《
指引》的主要思路和内容。
答：《
指引》在制定的思路上体现出
三大特征。
第一，非强制性。《
指引》意在倡导现
金分红的最佳行为规范， 并非强制公司
分红， 这一点和证监会规定的精神是一
脉相承的。严格意义上来说，利润分配事
项属于上市公司自治范畴， 交易所并不
会对其进行强制要求。
第二，以信息披露为本。 根据《
证券
法》第115条的规定，证券交易所应当对
上市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披
露进行监管，督促其依法及时、准确地披
露信息。 因现金分红政策属于投资者赖
以进行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
指引》为
强化上市公司对现金分红政策信息披露
的深度， 要求上市公司在定期报告中明
确披露有关现金分红政策的明细化信
息，例如可供选择的四种现金分红政策、
例外情况下应披露的事项等等。
第三，重视现金分红的决策程序。
上市公司分红决策是否对投资者有利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决策程序的规范
性。 当前我国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决策
随意性较大， 这在公司治理不规范的
上市公司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从内容上，《
指引》包括六大方面。
一是提供备选现金分红政策，规范
例外情况。 《
指引》在落实证监会关于在
公司章程中增加有关现金分红规定的
基础上，引导公司通过信息披露进一步
细化现金分红的具体政策，并增加相应
的约束力。 包括：（
1）参考国际市场常用
的分红政策， 提供了固定金额政策、固
定比率政策、超额股利政策、剩余股利
政策等四种备选分红政策；（
2） 对于选
择剩余股利政策的公司，需披露未来投
资项目基本情况；（
3） 例外情况下无法
按照既定分红政策实施利润分配的，应
在年度报告中披露具体原因以及独立
董事的明确意见，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二是引导建立中小股东参与机制。
引导不进行现金分红或现金分红支付
率低于平均数（
30%）的公司建立与中小
股东沟通交流机制：（
1） 在年报披露之

后年度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之前通过
现场、 网络或其他方式召开说明会，与
中小股东充分沟通交流；（
2） 要求网络
投票，为中小股东参与现金分红决策提
供便捷渠道；（
3）按持股比例分段、分市
值披露表决结果。分段区间为持股1%以
下、1%-5%、5%以上三个区间； 对持股
比例在1%以下的股东，按照单一股东持
股市值50万元以上和以下两类情形，进
一步披露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三是通过政策鼓励公司提高分红
水平。 《
指引》通过政策导向来鼓励公司
分红，包括：（
1）对公司分红比例不低于
红利与净资产的比
30%且红利收益率 （
例） 不低于3个月定期存款利率的公司
编制专项指数予以集中反映；（
2） 对于
高分红 （
不低于50%） 且红利收益率高
（
红利与净资产的比例不低于1年期存
款利率）的公司，交易所在涉及再融资、
并购重组等市场准入情形时给予支持
或“
绿色通道”待遇，并在相关评奖或考
核时予以优先考虑。
四是倡导持续合理分红。 针对实务
中存在的以股票股利来迎合投资者偏

好、逃避现金分红的现象，《
指引》明确
现金分红相对于股票股利在利润分配
方式中的优先顺序，同时对采用股票股
利进行利润分配的公司提出综合考量
因素。 既鼓励上市公司每年度实施现金
分红，又要求上市公司特别是新上市公
司和刚完成再融资的已上市公司现金
分红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对于
现金分红异常的情况，提请中介机构监
督和证监局核查。
五是分红水平事后评价。 鼓励具有
专业能力且客观公允的社会第三方对
公司各年度的分红能力和水平予以评
价和披露，本所也将发布现金分红年度
研究和评价报告，积极营造正确认识公
司分红能力和水平的舆论氛围。
六是鼓励在现金股利之外采用
多样化回报股东方式。 鼓励上市公司
通过现金回购股票的方式回报投资
者。 上市公司当年实施股票回购所支
付的现金视同现金红利，在计算相关
比例时与利润分配中的现金红利合
并计算予以考量，适用相应的鼓励性
措施。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征求意见稿）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现金分红指引（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各市场参与人：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是投资者回报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公司股票价值的决定性因素，是资本市场
正常运转的基石。 为贯彻落实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证监
发[2012]37号）的有关要求，引导和规范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上海证券交易所
制定了《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
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有关意见或建议请以书面或电子邮件形式于2012年8月30日前反馈至本所。 通讯地址：上海市浦
东新区浦东南路528号证券大厦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邮编：200120；传真：021-68811782，电子
邮箱：listing@sse.com.cn。
附件：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
征求意见稿）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第一条 为引导和推动上市公司建立持续、
稳定、科学和透明的分红机制，促进资本市场理性
投资、长期投资和价值投资，实现长期资金入市与
现金分红之间的良性互动，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上市公司应根据 《
公司法》、《
证券
法》、《
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
定》（
中国证监会令 ［
关于进一步落
2008］57号）、《
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2]37号)以及《
等有关规定， 合理制定现金分红政策和相应决策
程序，完善现金分红的信息披露及监督机制，引导

投资者形成稳定回报预期和长期投资理念。
第三条 上市公司应当明确现金分红相对于
股票股利在利润分配方式中的优先顺序。
上市公司采用股票股利进行利润分配的，应
以给予股东合理现金分红回报和维持适当股本规
模为前提，并综合考虑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的
摊薄等因素。
第四条 上市公司应当结合所处行业特点、
发展阶段和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资金需求等
因素， 选择有利于投资者分享公司成长和发展成
果、取得合理投资回报的现金分红政策。
第五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
本所”）

证券代码：００２６７５

股票简称：东诚生化

鼓励上市公司每年度实施现金分红 （
上市公司存
在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等特殊情形的除外）。
上市公司一般可以选择以下4种股利政策之
一，作为现金分红政策：
（
一）固定金额政策。 确定在未来一段期间内
每年发放的现金红利为固定金额。 如当年实现的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足以发放， 可以
从滚存的未分配利润中支付。
（
二）固定比率政策。 每年按当年实现的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固定比例发放现金红
利。 如存在以前年度未弥补亏损的，以弥补后的金
额为基数计提。
（
三）超额股利政策。 在按固定金额政策或者
固定比率政策支付股利的基础上， 如同时满足利
润增长和可支配现金增加等条件时， 向股东附加
发放额外现金红利。
（
四）剩余股利政策。 上市公司根据未来投资
项目和资金来源测算出所需的内部筹资额， 从未
分配利润中予以扣除后， 将剩余的未分配利润作
为现金红利分配给股东。
第六条 上市公司应在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上市公司在特殊情况下无法按照既定的现金
分红政策确定当年利润分配方案的， 应在年度报
告中披露具体原因以及独立董事的明确意见。 当
年利润分配方案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时， 应经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第七条 采用剩余股利政策的上市公司，在
披露具体利润分配方案时， 应披露未来投资项目
的基本情况，包括资金来源、预计收益率，以及是
否建立除因不可抗力外达不到预计收益率的内部
问责机制等事项。

公告编号：２０１２－０２０

烟台东诚生化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２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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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烟台东诚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２０１２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１４时在以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
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由守谊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董事、监事
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保荐代表人列席了本次会议，本
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５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８１００万股，约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１０８００万股的７５％。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审议通过了《
表决结果：会议以８１００万股赞成，０股反对，０股弃权，赞成股数占本次股东

股票代码：００２０２６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１００％。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胡廷锋、顾平宽律师现场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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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备查文件
１．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２０１２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关于烟台东诚生化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２
２．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烟台东诚生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

证券简称：山东威达

公告编号：２０１２－０２１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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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２０１２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在公司副楼三楼会议室召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表共５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１００，８１４，９７９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５７．４４％，符合《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
长杨桂模先生主持，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会议。
一、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大会以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
议案》；
表决结果为： 赞成票１００，８１４，９７９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反对票０股，弃权票０股。
二、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指派曹钧律师、霍桂峰律师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对相
关事项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三、备查文件
１、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２、法律意见书。
３、会议记录。
特此公告。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０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公司在后续年度报告中还应当对涉及投资项
目的实际收益和预计收益情况进行比对披露。 已
建立相关内部问责机制的公司， 如实际收益率低
于预计收益率， 还应说明内部问责机制的执行情
况。
第八条 上市公司年度报告期内盈利且累计
未分配利润为正， 未进行现金分红或拟分配的现
金红利与当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之比低
于30%的，公司应在审议通过年度报告的董事会公
告中详细披露以下事项：
（
一）结合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和自身经
营模式、盈利水平、资金需求等因素，对于未进行
现金分红或现金分红水平较低原因的说明；
（
二）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确切用途及其相关预
计收益情况；
（
三）董事会会议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
四）独立董事对未进行现金分红或现金分红
水平较低的合理性发表的独立意见。
第九条 上市公司存在本指引第六条第二
款和第八条所述情形的，公司董事长、独立董事
和总经理、 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应在年
度报告披露之后、 年度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之
前， 通过现场、 网络或其他有效方式召开说明
会，就相关事项与媒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
行沟通和交流， 及时答复媒体和中小股东关心
的问题。
第十条 上市公司在将本指引第六条第二款
和第八条所述利润分配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时，应当为投资者提供网络投票便利条件，同时按
照参与表决股东的持股比例分段披露表决结果。
分段区间为持股1%以下、1%-5%、5%以上3个区
间；对持股比例在1%以下的股东，还应按照单一

股东持股市值50万元以上和以下两类情形， 进一
步披露相关股东表决结果。
第十一条 上市公司监事会对董事会执行现
金分红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以及是否履行相应决
策程序和信息披露等情况进行监督。
监事会发现董事会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应
发表明确意见，并督促其及时改正：
（
一）未严格执行现金分红政策和股东回报规
划；
（
二）未严格履行现金分红相应决策程序；
（
三）未能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现金分红政策
及其执行情况。
第十二条 本所在确定上市公司治理指数、
红利指数及其他核心指数样本股时， 将上市公司
持续现金分红水平或社会公众股东对其现金分红
政策的满意度作为重要考量指标。
对于现金分红水平持续稳定的上市公司群
体，本所将编制专项指数予以集中反映，其样本股
基本要求是： 上市公司当年分配的现金红利与年
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之比不低于30%，且
现金红利与当年净资产之比不低于同期中国人民
银行公布的3个月定期存款基准利率，同时通过确
定的现金分红政策使投资者能够合理预期上述两
项指标可持续。
第十三条 上市公司当年分配的现金红利与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之比不低于
50%， 且现金红利与当年净资产之比不低于同期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
同时通过确定的现金分红政策使投资者能够合理
预期上述两项指标可持续的， 本所将采取以下激
励措施：
（
一）在公司涉及再融资、并购重组等市场准

股票代码：６００９９２

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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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于近日接公司第一大股东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华
立集团）通知，鉴于华立集团拟将其持有的浙江华立科技有限公司１００％股权
转让给公司子公司华立仪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华立集团特做出《
关于浙江
华立科技有限公司２０１２年及２０１３年经营业绩的承诺》，具体承诺如下：
１、 华立集团承诺浙江华立科技有限公司在２０１２年及２０１３年实现的经审
计净利润合计不低于人民币１２００万元；其中２０１２年实现经审计净利润不低于
人民币６００万元。
２、 如浙江华立科技有限公司在２０１２年及２０１３年未能实现华立集团承诺

证券代码：０００６７１

的上述净利润，华立集团同意分别在２０１３年６月３０日和２０１４年６月３０日前以现
金形式给予补足。
华立仪表收购华立集团持有的浙江华立科技有限公司１００％股权的关联
交易的详细情况见公司２０１２年７月３１日披露的编号为２０１２－０４０ 《
浙江华智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立仪表收购华立科技１００％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次收购完成后，本公司将在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３年年度审计时，要求会计师
事务所对浙江华立科技有限公司单独出具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２０１２－０４２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１、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３、列入本次会议的议案以普通决议方式表决通过。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召开时间：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上午９：３０；
２、召开地点：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西路６８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３、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召集人：本公司董事局；
５、主持人：公司董事局主席林腾蛟先生；
６、股权登记日：２０１２年８月８日；
公司法》、《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７、会议的召开符合《
三、会议出席的情况
本次会议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２人， 代表股份２４４，４５０，６４９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５．６１％。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

东大会。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公告明列的议案进行了审议，会议经过记名投票表决，作出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与歌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２４４，４５０，６４９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１００％；反对０股；弃权０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律师事务所名称：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２、律师姓名：齐伟、陈伟
３、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均符合《
公司法》、《
证券法》、《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
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载有公司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会议决议；
关于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２年第三次临时
２、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编号：２０１２－２０

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２０１２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
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０日在《
中国证券
报》、《
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贵州钢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上刊载了《
绳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暨召开２０１２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通知》（
简称“
《
通知》”），定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７日召开公司２０１２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公司２０１２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事宜补充通知如
下：
一、增加临时提案
近日，公司第一大股东贵州钢绳（
集团）公司（
持有本公司股份３９．６２％）根
据《
公司法》、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
２０１２］３７号《
关于转发《
关于进一步
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贵州监管局黔证监发［
２０１２］７３号《
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的通知》要求，依照《
公司章程》及相

股票简称：ＳＴ高陶

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向公司提交了《
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提请公
司２０１２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 公司２０１２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经上述调整后，公司２０１２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拟审议以下事项：
资产租赁协议》的议案；
１、关于《
２、关于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３、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除以上调整外，公司通知中列明的其他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

股票代码：６００５６２

公告编号：２０１２－０１０

江苏高淳陶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价异常波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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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以下简称“
公司”）股票
截止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江苏高淳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连续三个交易日触及涨幅限制， 且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
累计达１５％，根据《
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向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询征， 控股股东
确认除前期已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以外， 未有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事项，并承诺：截止目前及未来三个月内，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三、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股票简称：岳阳林纸

证券代码：０００６０７ 证券简称：华智控股 公告编号：２０１２－０４４

股票简称：贵绳股份

入情形时， 本所将在所承担的相关职责范围内给
予“
绿色通道”待遇，并向有权机关出具支持性文
件；
（
二）在公司治理评奖、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
年度考核等事项中酌情给予加分。
第十四条 本所将发布沪市上市公司现金分
红的年度研究和评价报告。
本所鼓励和支持新闻媒体和证券公司、 基金
管理公司、资信评估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
务所等专业机构， 依法对上市公司各年度的分红
能力和分红水平进行监督并作出独立、 客观和公
正的专业评价。
第十五条 本所鼓励上市公司， 特别是每
股市价低于每股净资产的公司、 完成重大资产
重组后仍存在未弥补亏损而无法进行现金分红
的公司，通过现金回购股票的方式回报投资者。
上市公司当年实施股票回购所支付的现金视同
现金红利，在计算本指引第八条、第十二条及第
十三条相关比例时与利润分配中的现金红利合
并计算。
第十六条 首次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公司和新
发行证券的上市公司所确定的现金分红方案，应
与招股说明书、 募集说明书或发行预案中载明的
股东回报规划、 现金分红政策和现金分红承诺保
持一致，维持现金分红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对于前述公司大比例现金分红涉嫌大股东套
现等异常情形， 本所将要求负责持续督导的保荐
机构和主审会计师事务所予以特别关注并发表专
业意见， 同时提请中国证监会相关派出机构进一
步核查。
第十七条 本指引由本所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指引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期已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项目以外，本公司未有其
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并承诺：截止目前及未来三个月内，公司没有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
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
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
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为公司指定的信息
披露报纸和网站。 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报纸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江苏高淳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

股票代码：６００９６３

公告编号：２０１２－０３２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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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知于２０１２年８月
１０日发出， 会议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表决董事１１
人，实际表决１１人。 本次会议符合《
公司法》及《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规定。
一、会议以１１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李守权先生请
辞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李守权先生由于个人工作变动原因辞去公司
财务总监职务。
二、会议以１１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任刘雨露先
生为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刘雨露先生为财务总监（
简历附后）。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同意李守权先生因个人工作变动原因请辞财务

总监职务。 刘雨露先生具备相关法律、规章及公司章程规定的财务总监任职
条件和资格，提名、审议程序符合有关规定，同意聘任刘雨露先生为公司财务
总监。
特此公告。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五日
刘雨露简历
刘雨露，男，１９７４年５月出生，硕士，中国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注册资
产评估师。 历任中国十五冶金建设有限公司第四工程公司会计主管，广东广
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咨询部副经理，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财务
部副经理，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兼华新（
佛山）彩色印刷有
限公司财务总监，中国纸业投资总公司财务管理部经理。

股票代码：６０３７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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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隆鑫通用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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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３日、１４日、１５日连续三个
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２０％。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
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截止目前，公司经营活动正常，经向公司管理层和控股股东咨询，公司及
公司控股股东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及控股股东确认，到目前为止并在三个月内，本公司不存在
涉及上市公司股权转让、非公开发行、债务重组、资产剥离等其他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 除已经披露的公开信息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
商谈、意向、协议等。 公司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
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报刊为《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
券日报》、《
证券时报》， 信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