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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００２１６７

证券简称：东方锆业

公告编号：２０１２－０３３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十八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ＤＥＣＯ ｍｅｔａｌ有限公司合作相关方案已获得澳大利亚政府外商投资审核委员
会批准的公告”２０１１－００２号公告）。
东方锆业全资子公司澳洲东锆资源有限公司（
简称“
澳洲东锆”）于２０１１年
合资公司名称：Ｍｕｒｒａｙ Ｚｉｒｃｏｎ Ｐｔｙ Ｌｔｄ，铭瑞锆
６月２９日与ＡＺＣ 设立合资公司（
业有限公司，简称铭瑞锆业），澳州东锆在铭瑞锆业中拥有６５％的股权，ＡＺＣ在
铭瑞锆业中拥有３５％的股权。 ＡＺＣ将除其拥有的ＷＩＭ１５０项目权益以外的所有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７日以通讯和传真方

资产， 包括但不限于在Ｍｕｒｒａｙ Ｂａｓｉｎ拥有的勘探地权、ＡＺＣ拥有已获采矿权曾

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２０１２年８

投入生产的Ｍｉｎｄａｒｉｅ锆矿项目及年产能可达到３５，０００吨锆精矿的选矿厂及拥

月１４日上午１０：００在公司办公楼四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

有的４０公顷土地资产等，已于６月２９日转移进入合资公司（
详见公司“
广东东方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席董事７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７人，符合《

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澳大利亚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Ｚｉｒｃｏｎ ＮＬ公司合作进展的

定，合法有效。 公司监事会成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黄超华先

公告”２０１１－０１６号公告）。
二、澳洲东锆与ＡＵＳＴＰＡ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Ｎ．Ｌ．公司合作情况

生主持。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ＡＵＳＴＰＡ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Ｎ．Ｌ．公司基本情况

关于澳洲东锆资源有限公司与ＡＵＳＴＰＡ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Ｎ．Ｌ．
１、审议通过《

以下简称“
ＡＵＳＴＰＡ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Ｎ．Ｌ．公司（
Ａｕｓｔｐａｃ公司”）是一家矿物

公司合作与资产购买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澳洲东锆资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澳洲东锆”）拟以每股

技术公司，这家公司主要为钛、钢铁和铁矿石行业开发新的商业发展渠道，公

以下简称“
０．０６元澳币认购ＡＵＳＴＰＡ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Ｎ．Ｌ．公司（
Ａｕｓｐａｃ公司”）

司总经理为Ｍｉｃｈａｅｌ Ｔｕｒｂｏｔｔ先生， 公司注册地址： 澳大利亚悉尼皮特街６２号３

３，３００万股的股票， 合计１９８万元澳币。 此股份认购完成以后澳洲东锆持有

楼。 Ａｕｓｔｐａｃ公司自１９８６年在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上市 （
交易所代号为：

Ａｕｓｐａｃ公司３，３００万股的股票占Ａｕｓｐａｃ公司总股本的百分之三，澳洲东锆成为

ＡＰＧ）。 Ａｕｓｔｐａｃ公司已开发的钛、钢铁和铁矿石行业的新的生产流程。 Ａｕｓｔｐａｃ

占百分之七）和必和必拓公司（
占百分之五）后的第三
继Ｋｒｏｎｏ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公司一项重要的技术就是将钛铁矿转化为高品位人造金红石， 这是一种二氧

大股东。 同时，澳洲东锆作为Ａｕｓｔｐａｃ公司的股东，澳洲东锆与Ａｕｓｔｐａｃ公司签署

化钛生产和海绵钛生产的一种重要原料，是钛金属生产的一个中间步骤。该技

关于ＥＬ４５２１ 号地权转让的协议。 Ａｕｓｔｐａｃ公司同意以７５０万澳币的价格出售

术也可用于处理由钢铁恢复盐酸和实用的铁金属颗粒所产生的氯化物溶液和

Ａｕｓｔｐａｃ公司持有的ＥＬ４５２１号勘探权证及所有附带权益给予澳洲东锆，转让的

铁氧化物等废物。第三个过程，可以用来从赤铁矿和磁铁矿矿石中直接还原铁

前提条件是获得ＡＺＣ公司对此转让的同意。

生产。
２、Ａｕｓｐａｃ公司主要财务状况

表决结果：同意票７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

截止２０１１年６月３０日Ａｕｓｔｐａｃ公司总股本９８４，４５４，６０９股， 注册资本６１，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五日

澳大
４００，０００澳币，总资产７７，５９８，５５４澳币，净资产２３，５１３，２９６澳币，２０１１年（
利亚财务结算年度为每年７月１日至次年６月３０日） 营业利润亏损２，９０９，１４９澳
币。

黄超华个人简历

３、公司认购Ａｕｓｐａｃ公司３％股份

黄超华：男，出生于１９６５年２月，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
历，工程师。２００３年进入公司，现任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总工程师。黄超华

股份认购协议》，澳洲东锆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４日澳洲东锆与 Ａｕｓｔｐａｃ公司签订《

在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钛锆铪分会担任锆铪专家组专家， 是公司的核心技

澳交所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４日价格每股０．０３２澳币溢价
现金出资以每股０．０６元澳币 （

术人员。 作为项目负责人或技术负责人先后主持了包括国家高技术产业化示

８７．５％）认购Ａｕｓｔｐａｃ 公司３，３００万股的股票，合计１９８万元澳币，Ａｕｓｔｐａｃ公司向

范工程、国家火炬计划在内的多项国家、省、市科技计划项目；主持研发了“
注

澳洲东锆定向发行股份增资。 公司认同Ａｕｓｔｐａｃ公司的尾矿回收利用技术的专

射成型新工艺生产氧化锆结构陶瓷制品”等多个新工艺、新产品，并先后荣获

利，并同意支付股份溢价，一旦Ａｕｓｔｐａｃ公司回收技术在纽卡斯尔铁回收厂被

广东省重大科技成果奖、深圳市科技成果三等奖、深圳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广

证明具有商业化价值，公司与Ａｕｓｔｐａｃ公司将进行为期１２个月，共同推进该技

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等多项科技大奖。其硕士毕业论文为《
氧化锆超细粉体的

术在中国钢铁行业的的商业应用及推广。 此次股份认购完成以后澳洲东锆持

制备》，并曾公开发表《
高性能Ａｌ－Ｙ复合氧化锆的研发与产业化应用》等多篇

有Ａｕｓｐａｃ公司３，３００万股的股票占Ａｕｓｐａｃ公司总股本的３％， 澳洲东锆成为继

专业学术论文。

占７％）和必和必拓公司（
占５％）后的第三大股东。
Ｋｒｏｎｏ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澳洲东锆成为Ａｕｓｔｐａｃ公司的第三大股东有利于推动公司完成ＷＩＭ１５０项

黄超华先生与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
上股份的股东、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广

目的收购，加快公司向上游原材料矿产资源的发展。

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三、ＷＩＭ１５０项目进展情况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１、Ａｕｓｔｐａｃ公司持有ＷＩＭ１５０项目权益情况
目前Ａｕｓｔｐａｃ公司１００％持有位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ＥＬ４５２１号勘探权

陈恩敏个人简历
陈恩敏，男，汉族，出生于１９８４年，广东省汕头人，硕士学历。２００５年南昌大

证， 有效期自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１日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日， 总面积约１５０多平方公里，并

第二专业）毕业；２００７年３月毕业于德国德雷
学行政管理专业、工商管理专业（

１００％拥有该权证上的所有相关权益，其中包含ＷＩＭ１５０项目（
ＷＩＭ１５０项目占

斯顿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系物流方向ＭＢＡ。 ２００７年５月至２００７年

地约４４平方公里）。
力拓公司前身）持有的ＥＬ４５２１号勘探
Ａｕｓｔｐａｃ公司在２０００年取得由ＣＲＡ（

１２月于广东汕头澄海区凯任五金电器厂有限公司任外贸部经理；２００８年起在
本公司工作，先后任公司董事长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证券部经理，现任本公司

权证；２００４年，Ａｕｓｔｐａｃ公司与ＡＺＣ公司签订《
ＷＩＭ１５０项目合作开发协议》，该协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议中规定：ＡＺＣ公司在成功完成ＷＩＭ１５０项目银行级可行性研究报告后可以获

陈恩敏先生与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

得在ＷＩＭ１５０项目中８０％的项目权益，Ａｕｓｔｐａｃ公司获得剩余的２０％项目权益。
２、公司购买Ａｕｓｔｐａｃ公司ＥＬ４５２１勘探权证及ＷＩＭ１５０项目２０％权益的情况

上股份的股东、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广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４日澳洲东锆与 Ａｕｓｔｐａｃ公司签订 《
ＥＬ４５２１勘探权证收购协

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议》，Ａｕｓｔｐａｃ公司同意以７５０万澳币的价格出售Ａｕｓｔｐａｃ公司持有的ＥＬ４５２１号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００２１６７

证券简称：东方锆业

公告编号：２０１２－０３４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澳州东锆资源有限公司投资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勘探权证及所有附带权益给予澳洲东锆， 转让的前提条件是获得ＡＺＣ公司对
此转让的同意，公司将在交易完成后另行公告。
在澳洲东锆原已与ＡＺＣ签订的协议的规定下，ＷＩＭ１５０项目转入铭瑞公司
也需要取得Ａｕｓｔｐａｃ公司的同意， 基于澳洲东锆与Ａｕｓｔｐａｃ公司签署的购买
ＥＬ４５２１号勘探权证的协议，Ａｕｓｔｐａｃ公司将支持ＷＩＭ１５０项目转让入铭瑞公司，
具体资产注入时间公司将于澳洲东锆与ＡＺＣ关于ＷＩＭ１５０项目资产注入铭瑞
锆业的交易完成后另行公告。

一、重要提示

四、其它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东方锆业”、“
本公司”）２０１０年５月
简称“
合作意向书》
１９日与奥地利ＤＣＭ ＤＥＣＯ ｍｅｔａｌ有限公司（
ＤＣＭ”）签订了《
（
简称 “
意向书”）（
详见公司 “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奥地利
ＤＣＭ ＤＥＣＯ ｍｅｔａｌ有限公司签订合作意向书的公告”２０１０－０１４号公告） 后，经
过与ＤＣＭ及澳大利亚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Ｚｉｒｃｏｎ ＮＬ公司（
简称“
ＡＺＣ”）的协商，三方就
本公司投资参与ＡＺＣ资产重组和运营的合作方案呈报澳大利亚政府外商投资

１、经查，Ａｕｓｔｐａｃ公司与澳洲东锆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不存在任何关系，并未有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
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２、 本次与Ａｕｓｔｐａｃ公司的合作与资产购买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完善产业

公告编号：２０１２－０２２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２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８１，４３７，１６０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１００％，反对０股，弃权０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聘请了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该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２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２、载有公司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３、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特此公告！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６００２３９

公告编号：临２０１２－０２５号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２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数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占公司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３人
２６５，５８８，９５１
３２．２５

（
三）公司董事长刘猛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符合《
公司法》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
四）公司在任董事７人，出席４人；公司在任监事３人，出席２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律师
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证券代码：６００５１０

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２６５，５８８，９５１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１００％；反对０股；弃权０
股。
三、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
资格合法有效；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
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经公司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

证券简称：黑牡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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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称“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０日以电话、电
子邮件、当面送达等方式发出，并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
林祥加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到董事７名，实到董事７名，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开
和表决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书面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７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
议案》。
选举林祥加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
二、会议以７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的议案》。
选举林祥炎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
三、会议以７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委员
会委员及任命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
选举董事林祥加先生、董事林松柏先生、董事林祥炎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上述委员选举林祥加先生为主任委员。
四、会议以７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独立董事林志扬先生、独立董事黄杰先生、董事林祥炎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委员。
上述委员选举林志扬先生为主任委员。
五、会议以７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独立董事黄杰先生、独立董事林志扬先生、董事谢梓熙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会员成员。
上述委员选举黄杰先生为主任委员。
六、会议以７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
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选举独立董事谢衡先生、独立董事林志扬先生、董事长林祥加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提名委会员
成员。
上述委员选举谢衡先生为主任委员。
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七、会议以７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同意继续聘任林松柏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至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４日。 （
简历详见附
件）
八、会议以７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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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称“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０日以电话、电
子邮件、当面送达等方式发出，并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
主席林祥伟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到监事３名，实到监事３名，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书面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３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
案》。
选举林祥伟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
二、备查文件
１、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１１８

证券简称：紫鑫药业

公告编号：２０１２－０２９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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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７日在《
证券时报》、《
中
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刊登了
《
关于召开２０１２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无修改议案的情况，也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二○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在长春市南关区东头道街１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
代表共计３人， 持有和代表公司股份２８２，４４７，４９２股， 占公司总股本５１２，９９１，３８２股的
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５５．０６％。 符合《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主持人为公司董事长曹恩辉先生。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曲承亮、王丽颖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对相关议案进行审议，通过现场投票表决方式，一致同意

证券代码：００２５８１

作出如下决议：
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通过《
关于修订〈
表决结果：同意票２８２，４４７，４９２股 ，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１００％；反对票０股，占
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０％；弃权票０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０％。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曲承亮、王丽颖律师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２０１２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出席会
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和其他人员的资格，股东大会的审议表决程序，均符合《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效。
（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２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关于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２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简称：万昌科技

公告编号：２０１２－０１９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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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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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会议召开时间：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上午９：００
２、会议地点：公司三楼会议室
３、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５、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于秀媛女士
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６、会议的召开符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１１人， 代表股份７１，５８４，２００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６６．１１％。
公司其他董事高宝林、李雨、闫丽、张学民、尹仪民、侯本领、王蕊，监事王
景坡、赵丰庆、彭贵山，董事会秘书张国昌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邢兆
伍、于同阶、高宝亮、李吉祥、孙铭娟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表决以下事项：
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结合

公司实际情况，对《
公司章程》有关现金分红的条款第七十七条、第一百五十四
条、第一百五十五条内容进行修订。
表决结果：同意票７１，５８４，２００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１００．００％；反对票０ 股；弃权票０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
２、律师姓名：李志强、赵华兴
３、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我国有关法律、法规
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
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的表决程序符合我国法律、法规及《
五、备查文件
１、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２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２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见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证券代码：００２１０４

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开展委托贷款业务的议案》，会议同意
公司通过中国银行丹阳支行， 以委托贷款的方式向江苏天坤集团有限公司和
江苏丹阳市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有关情况如下：
（
一）、财务资助概述
委托贷款资金总额：１２个月内累计不超过１亿元人民币（
含１亿元人民币）
委托贷款合作银行：中国银行丹阳市支行
借款人：江苏天坤集团有限公司、江苏丹阳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委托贷款担保方式：市区主要地段的土地、房产抵押（
抵押率不超过６０％）
公司董事会认为收回该笔贷款风险较小并且可以控制。
本次委托贷款不构成关联交易，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具体内容详见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９日的 《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
报》、《
证券日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二、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情况变更说明
由于江苏丹阳市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提供的抵押项下土地
尚需要３个月才可以领到土地证， 为了尽快实现公司委托贷款收益的最大化，
尽早实现收益，在确保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委托贷款担保方式的议案》，决定将原先的担保方式由
抵押担保变更为保证担保，担保单位为丹阳眼镜城有限公司。
丹阳眼镜城有限公司注册资金５０００万元，法定代表人陈尧平，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开放，眼镜及配件生产、销售、研发，眼镜生产设备、检测设备及配套
设备生产销售，眼镜产业信息发布、咨询服务等，截至２０１２年６月３０日，资产总
计３０６，４４６，９３５．４５元，负债总额为１５４，６８５，７７３．４５元，负债率５０％，实现利润
６０，３６５，６２６．３１元，未分配利润１０１，７６１，１６２．００元。
基于上述情况， 丹阳眼镜城有限公司有能力为江苏丹阳市开发区高新技
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５０００万元委托贷款提供担保。
特此公告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二年八月十五日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二年八月十五日

编号：２０１２－０２２

黑牡丹（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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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３、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上午９点
４、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常州市青洋北路４７号公司会议室
５、主持人：董事长 戈亚芳女士
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股票上市
６、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６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５５１，
０８６，１８６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６９．２７％。
２、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律师代表列席了
本次会议。
四、会议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表决结果：同意５５１，０８６，１８６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１００％；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简称：江苏宏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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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
公司”）２０１２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２０１２年８
月１５日上午１０时在云南城投形象展厅举行。
（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委托代理人人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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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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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二、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于２０１２年７月３１日在《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２０１２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三、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
星期三）上午１０：００。
（
（
三）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林祥加先生。
（
四）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泉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清濛园区美泰路３６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
五）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四、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２人， 代表股份总数１２，０００万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７．８７％。
五、会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经过认真审议， 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逐
项表决，并通过以下决议：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审议通过了《
会议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通过了该项议案。 选举林祥加先生、林松柏先生、林祥炎先生、谢梓熙先生
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林志扬先生、谢衡先生、黄杰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独立
董事任职资格及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以上７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
期自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至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４日。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１．１ 非独立董事选举结果：
１．１．１ 选举林祥加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选举结果：同意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股，占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１００％。
１．１．２ 选举林松柏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选举结果：同意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股，占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１００％。
１．１．３ 选举林祥炎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选举结果：同意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股，占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１００％。
１．１．４ 选举谢梓熙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选举结果：同意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股，占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１００％。
１．２ 独立董事选举结果：
１．２．１ 选举林志扬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结果：同意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股，占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１００％。
１．２．２ 选举谢衡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结果：同意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股，占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１００％。
１．２．３ 选举黄杰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结果：同意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股，占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１００％。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２、审议通过了《
会议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通过了该项议案。 选举林祥伟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与
公司２０１２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２名职工代表监事余树芳先生和代海军先生共同组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任期自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至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４日。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选举结果：同意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股，占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１００％。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
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３、审议通过了《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股，占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１００％。 ；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表决结果为通过。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津贴制度＞的议案》
４、审议通过了《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股，占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１００％。 ；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表决结果为通过。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银（
深圳）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发表如下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
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合法，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１、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２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本次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２、 北京市中银（
特此公告。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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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继续聘任谢梓熙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至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４日。 （
简历详
见附件）
谢梓熙先生联系方式：
办公电话：０５９５－２２４９８５９９
传 真：０５９５－２２４９９０００
通信地址：福建省泉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清濛园区美泰路３６号
邮编：３６２００５
电子邮箱：ｘｉｅｚｉｘｉ＠ｔａｉｙａ．ｈｋ
九、会议以７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关于聘任公司总设计师、财务总监和
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继续聘任张红生先生为公司总设计师，继续聘任黄小蓉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聘任朱紫阳、刘
柏强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至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４日。 （
简历详见附件）
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的议
十、会议以７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案》。
同意继续聘任杨碧红女士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任期自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至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４日。 （
简历
详见附件）
十一、会议以７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
案》。
简历
同意继续聘任余树芳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至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４日。 （
详见附件）
余树芳先生联系方式：
办公电话：０５９５－２２０１９８８８
传 真：０５９５－２２４９９０００
通信地址：福建省泉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清濛园区美泰路３６号
邮编：３６２００５
电子邮箱：ｙｕｓｈｕｆａｎｇ＠ｔａｉｙａ．ｈｋ
十二、备查文件
１、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
附件：
高级管理人员、内审部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的简历
１、林松柏，男，１９６２年１１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晋江市政协委员。
—１９９２年８月在青阳糖厂从事工程师；
１９８３年８月——
—１９９６年８月在陈埭桂林服装厂从事厂长；
１９９２年９月——
—２００１年１月任晋江市泰亚鞋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１９９６年９月——
—２００９年８月任泰亚（
泉州）鞋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０年１月——
２００９年８月至今任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在子公司晋江市泰亚鞋业发展有限公司担任董事；在子公司福建泰丰鞋业有限公司担任董事；在子
公司安庆泰亚鞋业有限公司担任董事；在子公司厦门市瑞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担任董事。 与公司实际控
制人林祥伟先生系兄弟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林祥加先生、林祥炎先生系兄弟关系。 目前持有公司股东
泉州市泰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５０％股权，间接持有公司５．０９％的股权。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２、谢梓熙，男，１９７３年９月出生，香港国际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９９年８月任晋江市泰亚鞋业发展有限公司车间员工；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任晋江市泰亚鞋业发展有限公司ＰＵ厂厂长；
１９９９年９月——
—２００９年８月任泰亚（
泉州）鞋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３年１月——
２００９年８月至今任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
在子公司厦门市瑞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担任监事。 目前不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关联系系。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深
证证券交易所等相关部门的处罚。 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３、张红生，男，１９７９年１２月生，中专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９６年踏入鞋业界以来一直
研究国际品牌，有十多年的鞋子品牌设计经念，曾任广州旭展制模有限公司设计师，东莞兴隆鞋业公司
设计组长，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在晋江泰亚鞋业发展有限公司任设计师， 自２００６年１月至２００９年８月担任公司设计
师，２００９年８月至今担任公司总设计师，主管公司产品设计和产品规划。 对外无兼职情况。 与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５％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
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４、黄小蓉，女，１９８１年３月生，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职称，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曾任东龙
（
厦门）陶磁有限公司、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晋江市豪盛食品贸易有限公司主办会计、财务经理，自２００８年
７月至２００９年１０月担任公司财务经理，２００９年１０月至今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主管公司财务工作，对外无兼
职情况。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５％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
公司法》、《
深
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形。
５、刘柏强，男，１９７３年７月出生，高中学历，共产党党员，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２００４年至今，
在公司生产部门任ＴＰＵ厂厂长、生产经理，对外无兼职情况。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
司５％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未持有
公司股份；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
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６、朱紫阳，男，１９８０年８月出生，专科学历，共产党党员，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２００２年５月至
２００７年３月在晋江市泰亚鞋业发展有限公司销售部门任职，２００７年３月至今在公司任销售经理，对外无兼
职情况。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５％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
公司法》、《
深
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形。
７、杨碧红，女， １９８９年出生，本科学历， ２０１０年６月毕业于福州大学会计专业，助理会计师职称。
２０１０年３月始任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任内审员，２０１０年１１月至今担任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内审部经
理。 未在其他单位兼职。 目前无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的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８、余树芳，１９６８年９月出生，高中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９６年至２０００年在晋江市泰亚
鞋业发展有限公司任仓库管理员；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９年在泰亚（
泉州）鞋业有限公司任行政总监；２００９年至今
在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任行政总监；２００９年１０月至今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未在其他单位兼职。 与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５％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也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证券代码：００２５１７
证券简称：泰亚股份
公告编号：ＴＹ－２０１２－０４５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澳大利亚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Ｚｉｒｃｏｎ ＮＬ公司及奥地利ＤＣＭ

证券简称：云南城投

公告编号：ＴＹ－２０１２－０４３

特此公告。

资审核委员会对于相关投资合作方案的正式批准函（
详见公司“
广东东方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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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
一）召开时间：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
星期三）上午１０：００；
（
二）召开地点：张家港大新镇公司六楼会议室；
（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的方式；
（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朱剑峰先生；
（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
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２人、代表股份８１，４３７，１６０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４４．２５％。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证券简称：泰亚股份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链，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

审核委员会申请核准，东方锆业已于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７日收到澳大利亚政府外商投

证券代码：００２０７１

证券代码：００２５１７

反对０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０％；弃权０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０％。
２、审议通过关于续聘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财务审计机构
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其报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５５１，０８６，１８６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１００％；
反对０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０％；弃权０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０％。
同意公司继续聘请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财务审
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为一年，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报酬事宜。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王元先生、 杨营川
先生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２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１、黑牡丹（
２、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

证券简称：恒宝股份

公告编号：２０１２－０２３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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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上午９
时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已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１日以书面形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
了会议通知。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８人，实到董事８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
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对各项报告、议案及提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８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委托
贷款担保方式的议案》。
《
对外投资进展公告》内容详见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的《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
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二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１０４
证券简称：恒宝股份
公告编号：２０１２－０２４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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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情况说明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８日召开的第四届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