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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０００５９６ ２００５９６
公告编号：２０１２－０２２

证券简称：古井贡酒 古井贡Ｂ

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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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要提示
本次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
一）会议召开时间：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上午９：３０；
（
二）会议召开地点：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古井学院多功能厅；
（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
四）召集人：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五）主持人：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余林先生；
（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安徽古
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１、会议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投票表决的股东（
代理人）共７人，代表股份２８４，９４０，１０８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５６．５８％，全为现场投票。
２、Ａ 股股东出席情况
代理人）４人，代表股份２７５，４２２，２２２股，占公司Ａ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Ａ 股股东（
５４．６９％。
３、Ｂ 股股东出席情况
代理人）３人，代表股份９，５１７，８８６股，占公司Ｂ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Ｂ 股股东（
１．８９％。
４、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公司所聘请的律师。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
一）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２８４，９４０，１０８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１００％；无反对票和弃权票。
２、Ａ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２７５，４２２，２２２股，占出席会议所有Ａ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１００％；无反对票和弃权
票。
３、Ｂ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９，５１７，８８６股，占出席会议所有Ｂ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１００％；无反对票和弃权票。
（
二）关于《
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的议案。
１、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２８４，９４０，１０８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１００％；无反对票和弃权票。
２、Ａ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２７５，４２２，２２２股，占出席会议所有Ａ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１００％；无反对票和弃权
票。
３、Ｂ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９，５１７，８８６股，占出席会议所有Ｂ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１００％；无反对票和弃权票。
五、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中永律师事务所琚向晖、张云霞律师对本次股东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２０１２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符合
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
公司法》、《
六、备查文件
１、股东大会决议；
２、北京市中永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８０７

北京市中永律师事务所关于
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京中永法见字［
２０１２］第２４５号
致：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永律师事务所（
以下简称“
本所”）接受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
古井贡酒”或“
公司”）的委托，指派本所琚向晖、张云霞律师（
以下简称“
本所律师”）出
称“
席公司２０１２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以下简称“
本次股东大会”），并就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股东提出议案的资格和程序以及会议表决程序的合
法有效性出具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对所涉及的资料和文件进行了
审查和验证，同时听取了公司就有关事实的陈述和说明。 公司已向本所律师保证并承诺，
其向本所律师提供的资料和文件均为真实、准确、完整，无重大遗漏。
本所律师仅就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所发生的事实以及本所律师对有关法律法规
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２０１２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必备文件予
以公告，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
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
以下简称“
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以下简称
“
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
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的规
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就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
项进行核查和验证，现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于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４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并形成决议， 决议召开公司
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２０１２年度第
２０１２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发出《
中国证券报》、香港《
大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上述事项分别于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５日在《
报》上予以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如期召开。 经审查，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计７人，代表股份２８４，９４０，１０８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５６．５８％。 经查验，上述人员均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资格，有权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及依法行使表决权。
公司的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
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余林主持，符合《
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法》和
经本所律师验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资格和其他人员的资格符合《
《
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没有股东提出新的议案
四、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就会议公告中的议案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审议关于修订《
同意２８４，９４０，１０８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１００％；无反对票和弃权票。
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回报规划（
２、审议关于《
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
年）》的议案
同意２８４，９４０，１０８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１００％；无反对票和弃权票。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表决通过了股东大会会议通知的各项议案， 当场公布了表决结
果。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情况已做成会议记录，由出席会议的董事和董事会秘书、记录员签
字。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
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２０１２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和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
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
合法有效。
北京市中永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琚向晖
张云霞
二○一二年八月十五日

公司简称：云铝股份

证券代码：０００８２２

中国建
设银行 －
交 通 银 行 － 中国工商银 中 国 银 行 － 中 国 银 行 － 中 国 银 行 － 中国建设银
华 宝 兴中 诚 信全 国 社
华夏蓝筹核 行 － 华 夏 沪 华宝兴业动 易方达资源 易方达稳健 行 － 易 方 达
业 行 业托 有 限保 基 金挪 威 中
名称 心混合型证 深 ３００ 指 数 力组合股票 行业股票型 收益债券型 沪 深 ３００ 指
精 选 股 责 任 公 四 零 七 央银行
券投资基金 证券投资基 型证券投资 证券投资基 证券投资基 数证券投资
票 型 证司
组合
金
基金
金
金
基金
（ＬＯＦ）
券投资
基金
所持股
７，４９９，６７５ ３，４１０，５７５ ２，５９９，２２３ ２，５００，０００ １，５４９，９１５ １，３６２，５１９ ６２５，４８７ ４６１，０００ ２７４，６００ ２４５，５７０
数（股）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１．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３．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４．００ 同意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律师事务所名称：云南海合律师事务所；
２．律师姓名：郭靖宇、郭晓龙；
３．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经云南海合律师事务所郭靖宇、郭晓龙律师现场见证，并
出具《
见证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
序符合《
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见证意见书》。
２．本次股东大会《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八月十五日

公告编号：２０１２－０２９

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第一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公
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重要提示：本次会议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１、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赞成３６１，５９３，８１１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９９．８５２８％；反对５２５，９００

１、召开时间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０．１４５２％；弃权７，３００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１４：００

弃权２，５００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网络投票时间：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４日－８月１５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０．００２０％。

２、关于公司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的议案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上午９：３０－１１：３０， 下午１３：００－１５：

赞成３６１，５８３，０５６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９９．８４９８％；反对５３８，５５５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时间为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４日１５：００至８月１５日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０．１４８７％；弃权５，４００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１５：００期间的任意时间。

弃权６００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０１５％。

２、股权登记日：２０１２年８月９日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３、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圆形会议室

１、律师事务所名称：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

４、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２、律师姓名：郭芳晋、季向峰

５、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６、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云贵先生

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
公司法》、《
股

７、会议出席情况

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
东大会规则》、《

（
１）出席本次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２４人，代表股份３６２，１２７，０１１股，占

果合法、有效。

公司总股份的４０．４５６９％，符合《
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

四、备查文件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１、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定。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２人， 代表股份３６１，０６０，６５６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４０．３３７８％；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２２人，代表股份１，０６６，

２、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二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３５５股，占公司总股份的０．１１９１％。
（
２）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
郭芳晋律师、 季向峰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书。

证券代码：０００６９３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简称：Ｓ＊ＳＴ聚友

公告编号：２０１２－０７９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沟通协商
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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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自２０１２年８月７日刊登公告以来，为了获得
最广泛的股东支持，在公司董事会的协助下，公司通过热线电话、举行投资
者网上沟通会、走访投资者等多种形式与流通股股东进行了沟通。 根据沟
通的结果，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未做调整。 原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仍需提交公司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８５２

本公司及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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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风险提示：
１、本公告所述协议属于框架性协议，在项目建设、资金落实、优惠政策等
方面还存在不确定性；本协议尚需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方能生效，具有
不确定性，特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２、 第８．５代ＴＦＴ－ＬＣＤ生产线主要生产的产品为应用在５５” 及以下ＴＦＴ－
ＬＣＤ显示屏和模组，作为液晶电视和显示器产品的关键组件，其价格会受平
板显示产业周期性、市场供需情况和整体经济环境波动的影响，提醒广大投
资者注意行业变动风险；
３、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项目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以下简称“
本公司”）与
２０１２年 ８月１４日，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市人民政府、巢湖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
合肥鑫晟光电科技有
限公司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 （
ＴＦＴ－ＬＣＤ）８．５代生产线项目投资框架协
议》（
以下简称“
框架协议”、“
本协议”）。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协议主体：
（
一）甲方：
１、合肥市人民政府
２、巢湖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巢湖市官圩路１０４号
法定代表人：宋德润
注册资本： 伍亿壹佰贰拾万伍仟玖佰圆整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 组织实施市本级政府性投资项目；市区房地产开发用地管
理、招标、拍卖；为巢湖城市建设筹资、管理、监督政府性投资项目资金；受政
府委托承办土地收储、拆迁、整理、配套及供应前准备工作。 （
涉及许可及资质
经营的凭有效许可证及资质证经营）
（
二）乙方：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协议主要内容：
甲、乙双方确定在安徽省合肥市投资建设一条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
（
ＴＦＴ－ＬＣＤ）８．５代全工序生产线，生产５５”及以下的ＴＦＴ－ＬＣＤ显示屏和模组
等产品，生产线预计将于２０１４年１季度正式投产；双方同意将合肥鑫晟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作为该生产线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平台。 经充分协商，双方达
成如下协议，作为基础性文件以资共同遵守。
（
一）定义
１、项目：是指双方在合肥市投资建设及生产经营第８．５代ＴＦＴ－ＬＣＤ生产
线（
玻璃基板尺寸为２２００ｍｍ×２５００ｍｍ，包括阵列、彩膜、成盒和模组等四部分
生产工序，产品为５５”及以下的ＴＦＴ－ＬＣＤ显示屏和模组等产品，设计产能为
玻璃基板投片量９０千片／月）及配套整机厂房（
规划产能１０００万台／年）和综合配
套区，项目选址在合肥新站综合开发试验区。
２、项目公司：是指合肥鑫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该项目公司为有限责任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为研发、生产和销售ＴＦＴ－ＬＣＤ相关产品及其配套产品。
（
二）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
最终依据批准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１、项目投资总额：２８５亿元人民币（
或申请报告确定）。
２、项目公司注册资本：项目公司注册资本１７０亿元人民币。
（
１）１００亿元人民币项目公司注册资本金由甲方和／或甲方指定的投资平
台筹集；
（
２）其余７０亿元人民币项目公司注册资本金首先由乙方通过资本市场或

证券简称：吉林敖东

证券简称：江钻股份

公告编号：２０１２－０２３

江汉石油钻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更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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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江汉石油钻头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收到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
以下简称“
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的函告，由于业务发展需要，京都天华会计
师事务所与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合并，此次合并的形式以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为法
律存续主体，合并后事务所更名为“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已经由北京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取得营业执照，且已取得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
《
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证书序号：０００１０２。
公司于２０１２年２月３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聘任２０１２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并经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６日公司２０１１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同意续聘京都
天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２０１２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聘期为一年。
因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更名，公司２０１２年度的财务报告审计将由致同会计师事务
所（
特殊普通合伙）履行。
本次会计师事务所更名不涉及审计机构变更，不属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
特此公告。
江汉石油钻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

公告编号：２０１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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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方式自筹解决。 若上述方式未能实现，最终由甲方负责落实解决。
３．出资方式
（
１） 甲方和／或甲方指定的投资平台筹集的１００亿元人民币以向项目公司
增资的方式直接投入项目公司。
（
２）乙方承诺竭尽全力为项目公司筹集到７０亿元人民币注册资本金。
４、项目公司借款
项目公司借款：项目总投资（
２８５亿元）与项目资本金（
１７０亿元）的差额部
分，由甲乙双方共同负责落实银团向项目公司提供贷款解决，并确保根据项
目公司的资金需求计划及时足额到位。
（
三）优惠政策
甲方承诺将在地块配套条件、土地价格、能源供应、财政奖励、政府补贴
等方面为本项目提供政策性支持。
１、土地配套条件
甲方承诺在合肥新站区内以最优惠的价格提供给项目公司约１４００亩符
合项目建设要求的熟地。 交地时间满足项目工程建设进度需要。
同时，甲方承诺为乙方提供２００至３００亩建设用地用于建设技术专家等核
心骨干人才住宅小区及综合配套设施。
２、财政奖励政策
甲方负责根据项目公司量产后实际税收贡献情况落实财政奖励政策，具
体金额按年测算。
３、其他
除上述相关政策外，甲方承诺在政府补贴、人才引进支持方面给予乙方
相关政策支持。 若国家有关信息产业基地或高科技企业优惠政策优于本协议
本条所述优惠政策，甲方应按更优惠的政策执行。
（
四）违约责任
甲乙双方应认真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义务，任何一方未按本协议约定条款
履行义务，将构成违约。 违约方应向守约方赔偿因其违约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三、其他重要条款
１、 本协议未尽事宜和／或双方在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因行业市场和资本市
场原因出现的问题，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
２本协议自双方授权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 并经乙方内部有权审批
机构审议批准后生效。
３、本协议成立后至生效前，双方即应开始履行本协议的各项义务。 本协
议生效前，如一方有违反本协议的行为，应向对方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四、本次投资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合肥８．５带线项目建成后，本公司总体规模、整体竞争力将得到进一步提
升。 将有利于提高本公司液晶电视所需的液晶显示屏产品竞争综合实力，有
利于提升本公司抵御市场波动风险能力，有力提升国内平板显示产业在国际
市场中的话语权。
五、其他说明事项
本协议涉及公司重大投资事项，协议签署后，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提交
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具有不确定性。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甲、乙双方签订的《
合肥鑫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薄膜膜晶体管液晶显示
器件（
ＴＦＴ－ＬＣＤ）８．５代生产线项目投资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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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三）《
关于吸收合并云南万盛炭素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７７７，２５０，０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９９．９６５４％；
反对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０．０３４２％；
２６６，０００
弃权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０．０００４％。
２，８７５
（
四）《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７７７，１１０，０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９９．９４７４％；
反对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０．０３４２％；
２６６，０００
弃权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０．０１８４％。
１４２，８７５
报告具体内容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巨潮资讯网。
通过网络方式参会前十大社会公众股东投票情况：

证券简称：山东海化

证券简称：京东方Ａ
证券简称：京东方Ｂ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投资框架协议的公告

证券代码：０００６２３

公告编号：２０１２－０４５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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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
星期三）
网络投票时间为：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４日－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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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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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４日１５：００至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１５：００。
星期三）
２．股权登记日：２０１２年８月８日（
以下简称“
云铝股份”或“
公司” ）本部
３．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三楼会议室
４．召开方式：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方式
５．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６．主持人：董事长田永先生
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等有
７．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８．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３０人，持有（
代表）公司股份７７７，５１８，
公司法》、《
公司章程》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９２６股，占公司总股份的５０．５１５３％，符合《
定。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８人，代表股份７５６，２８６，８９６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４９．１３５９％；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２２人，代表股份２１，２３２，０３０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１．３７９４％。
９．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
关于补选华一新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７７７，１１１，５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９９．９４７６％；
反对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０．０３４２％；
２６６，０００
弃权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０．０１８２％。
１４１，３７５
（
二）《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文山铝业有限公司进行融资租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２１，０００，９９３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９８．７３５９％；
反对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１．２５０６ ％；
２６６，０００
弃权
股，占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０．０１３５ ％。
２，８７５

证券代码：０００７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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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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特别提示：
１、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星期三）上午９：３０分
１、召开时间：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
２、召开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
３、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４、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５、主 持 人：董事长李秀林先生
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６、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１、本次股东大会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６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２１３，３２０，８６６股，占公司股份总数８９４，４３８，４３３股的２３．８５％。
２、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
四、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投票表决结
果如下：
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审议关于修改《
同意２１３，３２０，８６６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１００％；
反对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０
弃权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０
表决结果：通过。
修改后的《
公司章程》详见巨潮资讯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２、审议关于修改《
同意２１３，３２０，８６６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１００％；
反对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０
弃权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０

证券代码：０００９６６

表决结果：通过。
修改后的《
董事会议事规则》详见巨潮资讯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五、律师见证情况
１、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
２、律师姓名：王秀宏、杨姗姗
３、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人
员资格、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均符合《
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合法、有
效。
六、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署的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２年第二次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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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２０１２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６２３
证券简称：吉林敖东
编号：２０１２－０３７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今日，公司接到第一大股东敦化市金诚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金
诚公司”）通知：金诚公司在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０日将持有的１，３００万股无限售流通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１．４５％）质押给汇天泽投资有限公司，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期限为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０
日至质权人申请解冻为止。
截止到本公告刊登之日，金诚公司共质押本公司９，４６２万股股票，占本公
司总股本的１０．５８％。
特此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简称：长源电力

公告编号：２０１２－０４１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２０１２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关于召开２０１２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日，公司董事会发布了２０１２－０４０号《
该公告已刊登于当日的《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的通知》公告（
ｃｏｍ．ｃｎ），定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２日，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２０１２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发布召开公司２０１２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内容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股东大会届次：２０１２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召集人：公司董事会，经公司于２０１２年７月３１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
议， 以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通过了 《
关于召开公司２０１２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决定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２日召开公司２０１２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３．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４．召开时间：
（
星期三）下午２：５０召开；
１）现场会议：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２日（
（
２）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１日下午３：００～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２日下午３：００；
（
交易系统投票时间：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２日上午９：３０～１１：３０，下午１：００～３：００；
３）
５．召开方式：现场方式和网络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向全体股东
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或其他表决方式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
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６．出席对象：
（
星期三）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１）截至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
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股东代理人
出席股东大会，应按本通知第六条规定的格式填写授权委托书，并在会前提交公司。
（
２）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会议地点：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１１３号国电大厦５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关于公司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１日在《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的２０１２－０３４号《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河南）煤业有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关于公司为国电长源（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１日在《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的２０１２－０３８号《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事项的公告》。
３． 关于控股子公司湖北汉新发电有限公司为湖北汉电电力集团有限公司提供银行融
资担保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１日在《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的２０１２－０３９号《
关于控股子公司湖北汉新发电有限公司为湖北汉电电力集团有限公司提供
担保的公告》。
４．关于公司２０１２年部分日常性关联交易重新预计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１日在《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关于２０１２年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重新预计的公告》。
的２０１２－０３６号《
５．关于公司２０１２年接受控股股东财务资助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１日在《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的２０１２－０３７号《
关于２０１２年接受控股股东财务资助的关联交易公告》。
未来三年（
６．关于制定公司《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度）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１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
未来三年 （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
度）股东回报规划》。
７．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内容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１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公司章程修正案》。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法人股东持单位证明、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
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２．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 股东账户卡及登记日证券商出具的股份证明办理登记手
续；
星期一）上午８：３０至１１：３０，下午２：３０至
３．拟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请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０日（
５：３０，到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１１３号国电大厦２９１１室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通
过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
地址为ｈｔｔｐ：／／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参加投票，
（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操作流程
１．投票代码：３６０９６６；
２．投票简称：长源投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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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２日上午９：
３０～１１：３０，下午１：００～３：００；
长源投票”“
昨日收盘价” 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
４． 在投票当日，“
数；
５．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买入”；
１）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

（
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元代表总议案，１．００元代表议案１，
２）在“
总议案”进
２．００元代表议案２，依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股东对“
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表１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
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所有议案
１００
议案１ 关于公司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２ 关于公司为国电长源（
河南）煤业有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００
议案３ 关于控股子公司湖北汉新发电有限公司为湖北汉电电力集团有限公司提供
银行融资担保的议案
３．００
议案４ 关于公司２０１２年部分日常性关联交易重新预计的议案 ４．００
议案５ 关于公司２０１２年接受控股股东财务资助关联交易的议案
５．００
议案６ 关于制定公司《
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度）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６．００
议案７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内容的议案
７．００
（
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１股代表同意，２股代表反对，３股代表弃权。
３）在“
表２ 表决意见对应“
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股
反对
２股
弃权
３股
（
４）在股东大会审议多个议案的情况下，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
对“
总议案”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
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
票为准。 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
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
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５）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６）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
１．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２０１２ 年８月２１日（
午３：００ 至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２日（
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３：００。
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
２．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
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
深交所数字证书”或“
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公司可以写明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
３．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在规定时间内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
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
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五、其它事项
１．会议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１１３号国电大厦（
邮编：４３００６６）。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８８７１７１３６、８８７１７１３７ 传真：０２７－８８７１７１３４，联系人：张明清
２．会议费用：与会股东食宿与交通费自理。
六、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女士）代表我公司（
个人）出席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２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授权其对会议议案按下表所示进行表决。
议 案 名 称

同意

表 决 结 果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为国电长源（河南）煤业有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３． 关于控股子公司湖北汉新发电有限公司为湖北汉电电力集团有限公司提
供银行融资担保的议案

４． 关于公司２０１２年部分日常性关联交易重新预计的议案
５． 关于公司２０１２年接受控股股东财务资助关联交易的议案
６． 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度）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７．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内容的议案

注：请在表决结果的“
同意”、“
反对”、“
弃权”项下，用“
（
”标明表决结果。 同一议案只能
标明一处表决结果，或“
同意”或“
反对”或“
弃权”，都未标明的视为弃权，标明了两处或三处
的视为无效，计入无效票数。 关联股东对议案４、５回避表决。
委托人（
签名／盖章）：
委托人有效期限：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日期：
本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重新打印均有效。
特此公告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