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6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2012年8月16日 星期四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东百集团
股票代码：６００６９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福建丰琪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闽江大道９０号滨江丽景临江园４号楼０１
店面
通讯地址：中国福州市五四路１７３号新华福广场商业楼Ｂ座１１层
股份变动性质：新增
签署日期：２０１２年８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格式与准则第１５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
务人没有通过其他任何方式在东百集团拥有股份权益。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
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
报告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
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除本报告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
通过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
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
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
义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上市公司、东百集团
本报告书
元

指
指
指
指

福建丰琪投资有限公司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人民币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
一）基本情况
１、名称：福建丰琪投资有限公司
２、住所：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闽江大道９０号滨江丽景临江园４号楼０１店
面
３、法定代表人：施文义
４、注册资本：壹亿贰仟万圆整
５、机构代码：６９１９３３９６－８
自然人独资）
６、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
７、经营范围：对工业、房地产业、商业的投资。 （
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８、税务登记证号码：３５０１００６９１９３３９６８
９、通讯方式：中国福州市五四路１７３号新华福广场商业楼Ｂ座１１层
（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相关产权及控制关系图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４日至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４日通过证券交易系统
集中竞价交易持续买入了上市公司１７２２２２０８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５．０２％。
（
二）所持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的情形，包括但
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
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本次报告书签署之日前６个月内， 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
情况如下：
时间

２０１２年２月
２０１２年３月
２０１２年４月
２０１２年５月
２０１２年６月
２０１２年７月
２０１２年８月

买入股票情况
成交数量（股）
价格区间（元 ／ 股）

－
１６６９０３３
２７４０８４９
９４９０００
１１２３７７２３
－
６２５６０３

－
７．３１－８．２９
７．１５－７．９０
７．３４－８．０２
７．１２－７．５５
－
７．７５－７．８３

卖出股票情况
成交数量（股）
价格区间（元 ／ 股）

－
－
－
－
－
－
－

－
－
－
－
－
－
－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应当披露
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声
明
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福建丰琪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施文义
日期：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４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福建东百集 团股份有
上市公司所在地
限公司
东百集团
股票代码

上市公司名称
股票简称

福 州 市 ８１７ 北 路 ８４
号东百大厦

６００６９３

福州市仓山区建新
福建丰琪投 资有限公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注 册 镇 闽 江 大 道 ９０ 号 滨
江丽景临 江 园４号 楼
司
地
０１店面
增加 □ √ 减少
无 □
有 □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 不变， 但 持股人发 有无一致行动人
√
生变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为 上 市 公 司 实 际 控 制 是 □ 否 □√
是□ 否□√
公司第一大股东
人
通过证券交 易所的集中 交 易 □√ 协 议 转 让 □ 国 有 股 行 政
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执 行 法 院 裁 定 □
继 承 □
新 股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持股数量： １６５９６６０５ 股
持股比例： ４．８４％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数量：
变动比例： ０．１８％
６２５６０３股
变动比例
变动后数量： １７２２２２０８ 股
变动后比例： ５．０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是 □√
否 □
来 个月内继续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１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
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 是 □ √
公司股票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福建丰琪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施文义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４日
日期：
证券代码：６００６９３
证券简称：东百集团
编号：临２０１２－－ ０１４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情况的提示性公告
（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施文义

职务
执行董事、总经
理、法定代表人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男

中国香港

中国

无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其他上市公司５％以上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
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５％。
第二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目的：看好东百集团的长期投资价值。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１２个月内不排除继续增加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
权益的股份。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
一）权益变动情况

证券代码：６００６５５
债券代码：１２２０１４
债券代码：１２２０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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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近日，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公司）接到公司股东福建丰琪投
资有限公司（
下称丰琪公司）通知：截至２０１２年６月３０日，丰琪公司持有上市公
司股份１６，５９６，６０５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４．８４％；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４日，丰琪公
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买入上市公司股份６２５，６０３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本的０．１８％；截至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４日，丰琪公司共计持有上市公司
股份１７，２２２，２０８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５．０２％。 本次增持后，丰琪公司持股
比例已达到上市公司总股本的５％。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
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同日公告《
权益变动报告书》，报告书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

股票简称：豫园商城
债券简称：０９豫园债
债券简称：１０豫园债

编号：临２０１２—０１６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２年第二次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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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临时会议）于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２年第二次股东大会 （
或代理人）有４７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在上海影城以现场方式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
人，代表股权４０２，８７４，７０９股，占公司总股本１，４３７，３２１，９７６股的２８．０２９５％，本
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其他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
长叶凯先生主持。 大会以书面记名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一、审议《
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４０２，５２４，６６０（
四亿零二百五十二万四千六百六十）股
占９９．９１３１％
反对：２５，２６７（
二万五千二百六十七）股
占０．００６３％
弃权：３２４，７８２（
三十二万四千七百八十二）股
占０．０８０６％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章程的修改以最后经工商部门核定的内容为准。
二、审议《
关于发行不超过人民币１０亿元公司债券的议案》
（
一）发行公司债券的具体内容
１、本次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
本次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１０亿元（
含１０亿元），且累计债券
余额不超过发行前公司最近一期末净资产的４０％。 具体发行规模授权董事会
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发行时的市场情况，在上述范围内确定。
表决情况：
同意：４０２，５１０，５６０（
四亿零二百五十一万零五百六十）股
占９９．９０９６％
反对：３９，３６７（
三万九千三百六十七）股
占０．００９８％
弃权：３２４，７８２（
三十二万四千七百八十二）股
占０．０８０６％
本议案获得通过
２．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可向公司原有股东配售。 具体配售安排 （
包括是否配
售、配售比例等）授权董事会根据发行时的市场情况以及发行具体事宜确定。
表决情况：
同意：４０２，５３２，５６０（
四亿零二百五十三万二千五百六十）股
占９９．９１５１％
反对：１７，３６７（
一万七千三百六十七）股
占０．００４３％
弃权：３２４，７８２（
三十二万四千七百八十二）股
占０．０８０６％
本议案获得通过
３．本次公司债券的期限和品种
本次公司债券期限不超过５年（
含５年），可以为单一期限品种，也可以是多
种期限的混合品种。 本次公司债券的具体期限构成和各期限品种的发行规模
授权董事会在发行前根据市场情况和公司资金需求情况确定， 并在本次公司
债券发行的募集说明书中予以披露。
表决情况：
同意：４０２，５０６，１２８（
四亿零二百五十万六千一百二十八）股
占９９．９０８５％
反对：３９，３６７（
三万九千三百六十七）股
占０．００９８％
弃权：３２９，２１４（
三十二万九千二百一十四）股
占０．０８１７％
本议案获得通过
４．本次公司债券的利率
本次发行的债券票面利率及其付息方式，授权董事会与保荐机构（
主承销
商）在国务院限定范围内根据市场询价协商确定。
表决情况：
同意：４０２，５１０，５６０（
四亿零二百五十一万零五百六十）股
占９９．９０９６％
反对：３９，３６７（
三万九千三百六十七）股
占０．００９８％
弃权：３２４，７８２（
三十二万四千七百八十二）股
占０．０８０６％
本议案获得通过
５．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借款和补充流动资金。 具体募集资金用
途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公司债务结构确定。
表决情况：
同意：４０２，５０６，１２８（
四亿零二百五十万六千一百二十八）股
占９９．９０８５％
反对：３９，３６７（
三万九千三百六十七）股
占０．００９８％
弃权：３２９，２１４（
三十二万九千二百一十四）股
占０．０８１７％
本议案获得通过
６．本次公司债券的特别偿债措施
授权董事会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本次公司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
期偿付本次公司债券本息时，采取如下特别偿债措施：
①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②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③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④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表决情况：
同意：４０２，５０６，１２８（
四亿零二百五十万六千一百二十八）股
占９９．９０８５％
反对：４３，７９９（
四万三千七百九十九）股
占０．０１０９％
弃权：３２４，７８２（
三十二万四千七百八十二）股
占０．０８０６％
本议案获得通过
７、本次公司债券的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在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 可以一次发行或分期
发行。 具体发行方式的安排（
包括是否分期发行、发行期数、每期发行的金额及
期限等）授权董事会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及发行时的市
场情况确定。
表决情况：
同意：４０２，５０６，１２８（
四亿零二百五十万六千一百二十八）股
占９９．９０８５％
反对：４３，７９９（
四万三千七百九十九）股
占０．０１０９％
弃权：３２４，７８２（
三十二万四千七百八十二）股
占０．０８０６％
本议案获得通过
８、本次公司债券的上市
在满足上市条件的前提下， 本次公司债券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
表决情况：
同意：４０２，５１０，５６０（
四亿零二百五十一万零五百六十）股
占９９．９０９６％
反对：３９，３６７（
三万九千三百六十七）股
占０．００９８％
弃权：３２４，７８２（
三十二万四千七百八十二）股
占０．０８０６％
本议案获得通过
９、决议的有效期
除本决议第５项和第６项在本次公司债券存续期间持续有效外， 关于本次
发行事宜的决议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公司
债券发行届满２４个月之内有效。
表决情况：
同意：４０２，５１０，５６０（
四亿零二百五十一万零五百六十）股
占９９．９０９６％
反对：１７，０２７（
一万七千零二十七）股
占０．００４２％
弃权：３４７，１２２（
三十四万七千一百二十二）股
占０．０８６２％
本议案获得通过
（
二）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相关事宜
为保证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工作能够有序、高效地进行，授权董事会及董
事会授权的人士（
包括公司经营管理班子），全权办理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有
关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１、决定本次公司债券发行方案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本次公司债券
的具体发行规模、配售安排、债券期限、具体募集资金用途、债券利率或其确定
方式、发行时机、还本付息的期限及方式、是否设置回售条款或赎回条款、是否
提供担保及担保方式以及其他本次债券发行方案相关的一切事宜。
２、决定及聘请参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中介机构及债券受托管理人。
３、批准或签署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有关的法律文件，并进行适当的信息
披露。
４、如监管部门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必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 可依据监管部门的意
见对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作适当调整或根据实际情况决
定是否继续开展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工作。
５、根据相关证券交易场所的债券发行及上市规则，办理本次公司债券的
发行及上市事宜。
６、采取所有必要的行动，决定或办理其他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相
关的其他一切事宜。
７、本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
日止。
表决情况：
同意：４０２，５１０，５６０（
四亿零二百五十一万零五百六十）股
占９９．９０９６％
反对：１７，０２７（
一万七千零二十七）股
占０．００４２％
弃权：３４７，１２２（
三十四万七千一百二十二）股
占０．０８６２％
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次会议经上海市广庭律师事务所潘轶、程安卿律师现场见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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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大会人员的资格
和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作出的
决议合法、有效。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一二年八月十五日
备查文件：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２年第二次股东大会 （
临时会
１、
议）决议
法律意见书》
２、上海市广庭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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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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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称“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二零一二年八月十四日在杭州香园饭店四楼墨香厅召开。 会议应到会董事九
人，实际到会董事九名，符合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公司
陈保华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程序符合《
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子公司华海（
美国）国际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反对：０票
弃权：０票
表决情况：同意９票
华海（
美国）国际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华海（
美国）”）为公司的下属子公
司，公司持有其１００％的股权，华海（
美国）主要以不断开拓美国及北美市场为
目标，从事以华海产品为主的医药原料药等药品销售、产品注册申报及ＦＤＡ认
证工作。 现因华海（
美国）发展需要，公司董事会同意为其向中国工商银行纽约
分行贷款提供为期一年的信用担保，担保金额为６００万美元。 具体担保情况如
下：
重要内容提示
美国）国际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华海（
●本次担保金额及为其担保累计金额：６００万美元
●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６００万美元
１、担保情况概述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下属子公司华海（
美国）国际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为子公司华海（
美国）国际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华海（
美国）”）向中国工商
银行纽约分行贷款提供为期１年的信用担保，担保金额为６００万美元，上述担保
金额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２．４８％。
２、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华海（
美国）国际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２ｎｄ ｆｌｏｏｒ， １００ Ｏｖｅｒｌｏｏｋ Ｃｅｎｔｅｒ，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ＮＪ ０８５４０
法定代表人：杜军
主营业务范围：药品及中间体贸易、药品研发及相关咨询。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１００％股份。
３、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信用担保
期限：１年
担保金额：６００万美元
４、董事会意见
华海（
美国）国际有限公司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１００％股
权。 华海（
美国）主要以不断开拓美国及北美市场为目标，从事以华海产品为主
的医药原料药等药品销售；同时，进行华海产品在美国的注册申报和ＦＤＡ认证
工作，加强与国外制药企业的技术与业务合作，拓展市场。
现因其自身发展需要， 公司董事会同意为其向中国工商银行纽约分行提
供为期一年的信用担保，担保金额为６００万美元。
５、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到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４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
截止到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４日公司累计担保金额为６００万美元， 均为对子公司提
供担保， 担保总额约占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４８％。
截止到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４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关于普霖强生生物制药公司股权融资的议案》
二、审议通过了《
普霖强生生物制药公司（
以下简称“
普霖强生”）为华海（
美国）国际有限公
司控股８７％的子公司，现为加快普霖强生生物制药公司的发展，董事会决议同
意普霖强生以股权融资的方式引进战略投资者， 融资金额不超过７００万美元，
融资完成后新股东占普霖强生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１０％。
反对：０票
弃权：０票
表决情况：同意９票
三、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任雒家良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会议决议： 聘任雒家良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主持公司原料药事业部工
作，聘期至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５日止。
反对：０票
弃权：１票
表决情况：同意８票
四、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请详见附件。
反对：０票
弃权：０票
表决情况：同意９票
本次审议通过的议案４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因此公司将根据实际情
况另行召开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二年八月十四日
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雒家良：男，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出生，北京大学化学系学士；中欧国际管理学院，
管理学博士。 １９８８年至１９９１年任职于中国兵器工业２１２研究所，担任工程师职
务；１９９１年至２０００年任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深圳总厂厂长；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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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任职于上海辉瑞制药有限公司，分别担任首席运营官及运营总监；２００６年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担任亚太市场及商务
９月至２００９年３月，任职于龙沙（
拓展总监及医药事业部中国区总监；２００９年５月至今任步长制药集团运营副总
裁。
附：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
度的指导意见》和《
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的独立董事，对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４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
公司（
以下简称“
会第九次会议讨论的《
关于聘任雒家良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在查阅
公司提供的有关资料，了解有关情况后，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经查阅雒家良先生的个人履历后，认为：被提名人具有担任公司高级管
公司章程》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
理人员的任职条件，不存在《
关限制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其任职资格合法。
２、公司董事会提名、聘任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因此同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聘任雒家良先生为公司
副总经理。
独立董事：汪祥耀、曾苏、单伟光
二零一二年八月十四日
附：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为进一步增强公司现金分红的透明度，便于投资者形成稳定的回报预期，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的具体
根据中国证监会《
要求，公司拟修改章程，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原条款
修改后条款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５３８，６０７，２８５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５４７，４４７，４８５元。
第 十 九 条 公 司 的 股 份 总 数 为 ５３８，６０７，２８５ 股 。 根 据
第 十 九 条 公 司 的 股 份 总 数 为 ５４７，４４７，４８５ 股 。 根 据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３ 年、２００４ 年、２００７ 年、２００９ 年、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 年、
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的每 １０ 股转
分别审议通过的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每 １０
增 ８ 股、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每 １０ 股转
股转增 ３ 股、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的资本公
增 ２ 股 的资本公积 金 转 增 方 案 ， 公 司 总 股 本 由 １０，０００ 万 股 增 加 为
积金转增方案， 公司总股本由 １０，０００ 万股增加为 ５３８，
５３８，６０７，２８５股。 ２００６年公司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６０７，２８５股。 ２００６年公司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的议案》，并报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公司
了《关于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的议案》，并报中国 证
回购社会公众股份３，８２５，９４７股，并予以注销。 ２０１２年公司股票期权
监会审核 无异议， 公 司回购社会 公众股份 ３，８２５，９４７
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股票期权行权，增加股份 ８，８４０，２００股。
股，并予以注销。
第一百一十一条 董事会应当确定其运用公司资产所
做出的风险投资权限。
第一百一十 一条 董事会 应当确定其 运用公司资 产所做出的 风险
一、董事会应当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 重
投资权限。
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超过董
一、董事会应当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 重大投资项目应
事会权限的，报股东大会批准。
当组织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超过董事会权限的，报股东大会批
董事会有权决定下列内容的投资：
准。
（一）占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 ２０％以下比
董事会有权决定下列内容的资产投资及处置事项：
例的对外投资；
（一）占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 ２０％以下比例的对外投
（二）占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 ４０％以下比
资；
例的银行融资方案；
（二）占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 ４０％以下比例的银行融
出租、委托经营或与他人共同经营占公
（三）
资方案；
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２０％以下比例的财
出租、委托经营或与他人共同经营占公司最近经
（三）
产；
审计的净资产总额２０％以下比例的财产；
（四）收购、出售资产达到以下标准之一的：
（四）收购、出售、处置资产达到以下标准之一的：
１、收购、出售资产的资产总额（按最近一期的财务
１、收购、出售、处置资产的资产总额（按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或
报表或评估报告）占公司最近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１０％
评估报告）占公司最近经审计的总资产的１０％以下；
以下；
２、与收购、出售、处置资产相关的净利润或亏损（按最近一期的
２、与收购、出售资产相关的净利润或亏损（按最近 财务报表或评估报告）占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１０％以下；
一期的财务报表或评估报告）占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
（五）占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 １％以下比例的捐赠、赠
的１０％以下；
与事项；
重大投资项目必须经股东大会批准：
重大投资项目必须经股东大会批准：
（一）本条第二款第（一）、（二）和（三）和（四）项的
（１）本条第二款第（一）、（二）和（三）和（四）项的内容超过上述
内容超过上述规定比例的；
规定比例的；
公司收购、出售资产导致公司主营业
（二）
（２） 公司收购、出售资产导致公司主营业务变更的。
务变更的。
二、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不得超过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会
二、 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不得超过公司最近一个会
计报表净资产的５０％。 董事会有权决定单笔担保金额低于最近一个
计年度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的 ５０％ 。 董事会有权决定
会计年度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１０％（含１０％）的担保事项。 董事会决
单笔担保金额低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会计报表净
定有关对外担保事项，应当取得董事会全体成员 ２ ／ ３以上签署同意。
资产１０％（含１０％）的担保事项。董事会决定有关对外担
公司董事会在决定为他人提供担保之前，应当掌握债务人的资
保事项，应当取得董事会全体成员２ ／ ３以上签署同意。
信状况，对该担保事项的利益和风险进行充分分析，并在董事会议
公司董事会在决定为他人提供担保之前， 应当掌
案中详尽披露。
握债务人的资信状况， 对该担保事项的利益和风险进
三、董事会有权决定公司最近经审计的总资产 ３０％ 以下的资产
行充分分析，并在董事会议案中详尽披露。
抵押事项。
三、 董事会有权决定公司最近经审计的总资产
３０％以下的资产抵押事项。
第一百八十 七条 公司的 利润分配应 重 视 对 投 资 者 的
合理投资回报，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一款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公司实行连续、稳定的利润分配原则，公司的利润分配应
（一）公司交纳所得税后的利润，按下列顺序分配：
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１、弥补上一年度的亏损；
（二） 公司采取现金、 股票或者现金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
２、提取法定公积金百分之十；
利，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３、提取任意公积金；
（三）公司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公司董事会根据实际
４、支付普通股股利。
（二）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盈利状况和公司发展需要，以经审计后净利润的一定比例向全体股
公司将尽量在盈利年份保持相对稳定的红利分配 （包 东进行分配， 在每次定期报告中对利润分配方案进行详细披露，经
括现金红利和送红股）比例。 对于当年盈利但未提出现 股东大会批准后实施。 每连续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
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司应当在年度报告中披露原因， 于连续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原则上公司每年
以现金形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１０％。 公
并说明未用于分红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
公司可以进行中期分红。
司董事会未作出现金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未用于分
（三）公司向社会公众增发 新股、发行可 转换债券 红的资金用途，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或向原有股东配售股份需满足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
（四）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确需
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 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
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并充分听取独立董事以及中小股东的意
利润的 ３０％；
（四）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 司资金情况 的，公司应 见，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需经独立董事同意并发表明确独
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 以偿还其占用的资 立意见，然后经详细认证后由公司董事会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金。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二年八月十四日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分红条款的独立意见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
度的指导意见》和《
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的独立董事，就公司修改章程之事项，基于独立判断的
立场，发表独立意见，具体如下：
公司本次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
证监发［
关于转发进
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２０１２］３７ 号）以及浙江省证监局《
浙证监上市字［
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２０１２］１３８号）的
要求对公司章程中分红条款进行修改， 能实现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
顾公司的可持续性发展，同意修改公司章程中分红条款。
独立董事：汪祥耀、曾苏、单伟光
二零一二年八月十四日

股票代码：６００９７５

编号：临２０１２－１９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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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２０１２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２０１２年８月
周三）上午９：００在长沙市五一西路２号第一大道１９楼公司大会议室召开。
１５日（
（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２
其中：内资股股东人数
２
外资股股东人数
０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８７，９８０，６０６
其中：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８７，９８０，６０６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０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３７．５４
其中：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３７．５４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０

股票代码：６００８１５
债券代码：１２２１５６

股票简称：厦工股份
债券简称：１２厦工债

编号：临２０１２－０３７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增发方案获得证监会审核
通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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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简称：中国证监会） 主板发行审核委员
会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召开的２０１２年第１４８次发行审核委员会工作会议审核结果，
公司公开增发方案获得有条件审核通过。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
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４６８

证券简称：艾迪西

公告编号：２０１２－０２８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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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于８月１４日收到保荐机构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中投证券”）
发送的《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函》。 原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
王军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不再继续担任公司首发项目的保荐代表人，为保证该项目的
有序进行，中投证券委派曾新胜先生接替王军先生担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保
荐代表人，继续履行保荐职责。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保荐代表人为徐彤先生和曾
新胜先生。 持续督导期截止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
特此公告。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О一二年八月十五日
附：曾新胜简历
曾新胜先生，经济学博士、保荐代表人，曾任职于嘉实基金管理公司、博纳德投资有
限公司；２００７年加盟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参与了艾迪西（
００２４６８）ＩＰＯ项目、恒丰
纸业（
６００３５６）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

（
三）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作现场见证。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
法》、《
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要求。 此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邱卫先生主持。
（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在任董事７人，出席５人，董事朱志
方先生、何军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在任监事６人，出席１人，监事文锋先生、
简政先生、马洪先生、郑观民先生、秦宪斌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公司董事会秘
书罗雁飞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它高管包括财务总监张源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１

关于审议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８７，９８０，６０６

１００％

反对票 反对比 弃权票 弃权比
数
例
数
例

０

０

０

０

是否通过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此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以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２０１２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公司２０１２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２０１２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法律意见书
３、２０１２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６００８０７

证券简称：天业股份

公告编号：临２０１２－０１８

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冻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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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于近日获悉，根据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协助
２０１２）济民保字第１３号《
执行通知书》，关于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冻结公司
股东将军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的股份４１，２６５，８７８股 （
无限售流通股）， 冻结起始日为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３日，冻结终止日为２０１４年８月１２日；轮候冻结公司股东将军控股有限公司持
有公司的股份１４，０００，０００股 （
其中限售流通股１２，０００，０００股， 无限售流通股２，０００，０００
股）， 轮候冻结起始日为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３日，冻结期限为两年，自转为正式冻结之日起计算。
特此公告。
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６５３

证券简称：海思科

公告编号：２０１２－０３９

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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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于近期收到西藏
山南地区财政局（
以下简称“
财政局”）下发的《
关于下达专项预算指标的通
知》（
山财预指［
２０１２］２１３号），财政局经研究，决定下达公司财政扶持资金人
民币２２，５１７，９８２元。
上述资金已于近日划拨到公司资金账户。公司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的相
关规定将上述资金确定为营业外收入并计入公司２０１２ 年度损益， 具体会计
处理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上述资金的取得将对公司２０１２
年度的业绩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