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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００２６２８

证券简称：成都路桥

公告编号：２０１２－０６５

证券代码：００２４４７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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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于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７日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７，６００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６个月，即从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７日起至２０１２
年８月１６日止，具体内容详见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８日披露在《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
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的《
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２－００６）。
公司已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４日将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７，６００万元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６个月，同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及时通知
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６００７４４

证券简称：壹桥苗业

公告编号：２０１２—０３９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审计机构名称变更的公告

证券代码：６００３７８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近日收到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
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京都天华”）的来函及证明文件：京都天华
为进一步扩大事务所规模和服务领域，已吸收合并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合
并的形式是以京都天华为法律存续主体， 合并后京都天华更名为 “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京都天华是经公司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６日召开的２０１１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被续聘为公
司２０１２年度审计机构。 由于本次合并京都天华仍为法律存续主体，仅涉及名称变更，按
照规定公司对该事务所的续聘决议仍然有效， 本次合并不影响该事务所为公司提供的
审计服务。 因此，公司聘请的２０１２年度审计机构名称相应变更“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
普通合伙）”。
本次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不属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
特此公告。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简称：华银电力

编号：临２０１２－２３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有媒体对公司进行了报道，报道称“
８月１１日，与中报同时
出炉的还有华银电力的两则投资公告。 其中一个是《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收
购湖南大唐节能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下简称“
前则公告”），另一个是
《
关于对公司部分控股子公司进行重组以整合洁净煤业务的公告》（
下简称
“
后则公告”）。 而这两则公告都涉及到华银电力的一个全资子公司湖南大唐
先一科技有限公司（
下简称“
先一科技”）。 值得注意的是，两则公告中均声称
先一科技的财务数据是已经审计的，然而最终的数据却无一相同。 ”针对此报
道，公司做如下说明：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１日，公司披露了２０１２年董事会第５次会议决议公告，其中有
两个议案 《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收购湖南大唐节能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议
案》（
以下简称“
议案一”）和《
关于对公司部分控股子公司进行重组以整合洁
净煤业务的议案》（
以下简称“
议案二）”。 两个议案的内容都涉及到对湖南大

股票代码：６０３３６６

股票简称：日出东方

公告编号：临２０１２－０１４

日出东方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２，０００ 万股。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１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关于核准日出东方
２０１２］３８６号文《
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日出东方采用网下向配
售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Ａ 股）１０，０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１．００ 元，发行价格每股２１．５０ 元，其中
网下配售２，０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０％，网上发行８，０００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８０％。
网下配售的结果已于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４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 网下配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及《
售的２，０００万股自本公司网上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
即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１日）起锁定三月后方可上市流通，现锁定期将满，该部分股票将于
２０１２ 年８月２１日起上市流通。
本次网下配售的２，０００万股股票上市流通后，本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如下：
股份变动情况表
（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量
本次变动后
３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２８５，３７８，９００
０
２８５，３７８，９００
１４，６２１，１００
０
１４，６２１，１００
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其中：１、网下配售股
２、其他限售法人股
３、其他限售自然人股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三、股份总数

特此公告。
日出东方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股票简称：日出东方
公告编号：临２０１２－０１５

股票代码：６０３３６６

日出东方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２０１２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２０１２年８月３１日上午 ９：３０
●会议召开地点：连云港市海宁工贸园公司会议室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根据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８月１０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现
将公司关于召开２０１２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召集人：日出东方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周五） 上午 ９：３０
２、召开日期：２０１２ 年８月３１日（
３、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３日。
４、召开地点： 连云港市海宁工贸园公司会议室
５、出席对象：

证券代码：００２３０６

证券简称：湘鄂情

公告编号：２０１２－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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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结余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关于核准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２００９］１０９３号文“
的批复”，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３日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股）５０００万股，每
股面值１元，每股发行价格为１８．９０元。 截至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６日止，公司已收到社会公众股东缴入的出资款人民币９４５，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扣除发行费用５９，２４９，９６４．００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８８５，７５０，０３６．００元。
截至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１日，公司结余募集资金情况如下：
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结余资金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统计表

项

目

承诺投资项目
定慧寺店改扩建项目
绿色食品配送基地
食品加工（中央厨房）项目
人力资源培训基地
新建朝阳门店项目
西安南二环店项目
郑州黄河路店
武汉三阳路店项目
呼和浩特市分公司项目
新建北京南三环店项目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超募投资项目
武汉店宴会厅改造项目
增资朝阳门店海运仓项目
新建西单店二期项目
新建广渠门项目
新建南京项目
南京北京东路玄武湖店项目
收购上海湘鄂情股权项目
上海店改造装修项目
西单一期装修改造项目
收购中农股权
收购中轴路店小股权
合肥天鹅湖店
新建湖北孝感湘鄂情酒店项
目
朝阳门外新建门店项目
新建北京安立路店项目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 计
未安排项目的
募集资金余额
募集资金利息
银行手续费
结余募集资金总额

募集资金
调整后投资总额

累计已
使用金额

项目结
余金额

⑴截止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３日下午３时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可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 自然人股东应本人亲自出席股东大会，本人不能出席的，可委托授
权代理人出席；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法定代表人不能出席的，
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
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
⑵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
⑶保荐机构、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变更公司２０１２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１、《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另行刊登的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有关本次
股东大会的会议资料将不迟于 ２０１２ 年８月２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
三、会议登记事项
（
一） 登记方式
⑴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的，须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⑵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须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 营业执照复印件、 授权委托书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
记；
⑶ 异地股东可以采用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
二）登记时间：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８日（
９：００—１１：００、１４：００—１６：００）。
（
三） 登记地点：连云港市海宁工贸园公司会议室
四、其他事项
１、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０５１８－８５９５９９９２
联系传真：０５１８－８５８０７９９３
联系地址：连云港市海宁工贸园公司会议室
邮编：２２２０００
２、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日出东方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附件：
委 托 书
委托人：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授权委托有效日期：
年
月
日至本次股东会结束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
本公司）出席日出东方太阳能股份
兹委托
有限公司２０１１年年度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投票指示代表本人（
本公司）进行投
票。
序号

１
２

议案名称
《关于变更公司 ２０１２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注：１、委托人可在“
同意”、“
反对”或“
弃权”方 框内划“
√”，做出投票指
示。
２、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楼。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结余募集资金收购上海
味之都餐饮发展有限公司９０％股权及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总额

唐先一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先一科技”）基本情况简介，两个议案所采取
的先一科技财务数据口径不一致，议案一采用的是先一科技合并报表的财务
数据，议案二采用的是先一科技母公司的财务数据。
先一科技２０１１年报表合并范围包括“
湖南大唐先一科技有限公司（
母公
司）”、“
湖南大唐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北京大唐先兴软件技术
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湖南华银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湖
南大唐先一能源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共五家个别报表主体。 ２０１１年
经天职国际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先一科技合并报表资产总额为２３０９６．５
万元，负债总额为５５５１．４万元，净资产１７５４３．２万元，当年净利润为１６７０．４万元；
其中先一科技（
母公司）资产总额为１２６４４．１５万元，负债总额为３１９９．８２万元，
净资产９４４４．３３万元，当年净利润为５８１．１５万元。
特此公告。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８月 １５日

单位：万元
项目完
工进度

２ ，９８０．６３
３ ，０００．００
７ ，３００．００
３ ，０２０．００
３ ，６２６．００
７ ，９８０．００
５ ，０００．００
８ ，３００．００
２ ，１８０．００
２ ，６００．００
４５ ，９８６．６３

２ ，９８０．６３
６６１．１５
７ ，３００．００
３ ，０２０．００
３ ，６２６．００
１０ ，４８０．００
５ ，０００．００
１０ ，２００．００
２ ，１８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５ ，４４７．７８

２ ，９７８．１８
６６１．１５
７ ，２９１．０２
９４９．２２
２ ，５０２．２９
９ ，７４１．９２
４ ，９９４．３３
９ ，９１７．６１
２ ，１６８．８９
０．００
４１ ，２０４．６１

２．４５
０．００
８．９８
２ ，０７０．７８
１ ，１２３．７１
７３８．０８
５．６７
２８２．３９
１１．１１
０．００
４ ，２４３．１７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９１１．２４
８５０．００
４ ，０００．００
１ ，５００．００
３ ，５００．００
２ ，５００．０４
２ ，７００．００
１ ，０５５．００
１ ，７３３．６６
１５ ，８９１．４１
４ ，１５９．８０
１ ，５００．００

９１１．２４
８５０．００
４ ，０００．００
１ ，５００．００
３ ，５００．００
２ ，５００．０４
２ ，７００．００
１ ，０５５．００
１ ，７３３．６６
１５ ，８９１．４１
４ ，１５９．８０
１ ，５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８
３４３．６５
９３５．３５
１ ，０５７．８５
３ ，１９２．１３
１ ，７８５．９０
２ ，７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５４
１ ，６７９．１７
１５ ，８９１．４１
３ ，７５２．８２
１ ，０４５．２７

１１．１６
５０６．３５
３ ，０６４．６５
４４２．１５
３０７．８７
７１４．１４
０．００
５４．４６
５４．４９
０．００
４０６．９８
４５４．７３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６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

５ ，２００．００
１ ，５００．１１
５３ ，０１０．２６
９８ ，９８７．８９

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０ ，３０１．１５
８５ ，７４８．９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４ ，２８４．１７
７５ ，４８８．７７

０．００
０．００
６ ，０１６．９８
１０ ，２６０．１６

１００％
１００％

２ ，８２６．０７
１ ，５７５．６０
－２．１３
１４ ，６５９．７０

２．结余募集资金情况说明
（
１）人力资源培训基地项目
公司建设人力资源培训基地项目的初衷是考虑到公司所处的餐饮服务业具有劳动密集的特点，公司业务的持
续增长对各类劳动力需求持续增长。 公司建立人力资源培训基地，主要通过租赁经营地场地的方式，在鄂州市凤凰
路７０号莲花山庄建立湘鄂情人力资源培训基地，对新员工进行基础理论和专业技能的培训。 公司对人员的培训分
为长训（
主要针对来自社会招聘员工）和短训（
主要针对校园招聘员工）两类。
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特别是餐饮劳动用工成本的增长以及餐饮企业对劳动力资源争夺的加剧，公司原先计
划投资建设的人力资源培训基地项目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市场竞争的要求。 主要表现在，公司员工逐步主要面向
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进行招录。 按原计划把全部招录来的公司新员工安排在湖北鄂州培训基地进行培训，
此种作法增加了大量的交通食宿成本，给公司带来了不小的成本压力。
为最大限度降低员工招录培训成本，提高招录培训工作水平，公司改变了集中到鄂州进行培训的模式，转变为
“
就近培训，合作办学”的模式。 公司先后跟全国三十多家高职中职学校签订了合作办学协议，与合作学校共同开设
“
湘鄂情”特招班。 公司为特招班学生提供学费和生活费上的补助，使任何一名特招班学员不因贫困而失学失业。 特
招班学生在完成相关学业任务的同时，公司选派业务骨干入校进行业务教学，利用学校现成的教学设备和场地，根
据公司相关业务标准和流程，使用公司与教学单位单独或合作开发的教材对特招班学员进行定单式培养。 这种办
法既缩短了从学员到员工之间的培训过渡时间，成规模的班级化培养也大大提高了员工招录效率，降低了员工招
录成本。 “
就近培训，合作办学”新模式，使得公司先前投入新建人力资源培训基地项目的集中性资金支付转变为一
种经常性支付：新模式需要公司经常性地使用自有资金对学员进行学费或生活费上的补贴，支付一些经常性发生
的费用。 公司先期投入的９４９．２２万元募集资金，已使新建人力资源培训基地项目具备了一定规模的培训能力，项目
的投入使用已能较好地满足公司华中区域特别是武汉区域的人力资源需求。
（
２）新建西单店二期项目
关于公司参与武警总部招待所二期综合楼餐
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５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厅招租投标等相关事宜的议案》，会议决议，如果公司顺利赢得武警招待所二期综合楼招租竞标，公司拟自筹资金
投资约 ３５００－４０００ 万元进行一次性装修装饰和添置设施设备、 低值易耗品， 开办西单店二期工程湘鄂情特色酒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建设西单店二期工程的议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６日，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
案》。（
关于本次议案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在《
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发布的２００９－００４号《
关于使
用超募资金建设西单店二期工程等项目的公告》）本次会议决议：为了迅速完成西单店二期工程项目的建设，决定
通过使用公司上市超募资金４０００ 万元投入完成该项目建设。
武警部队房地产租赁合同》，确定租赁面积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８ 日，公司顺利中标，与武警总部招待所签订了《
７２２０ 平方米，租期十年。 公司先期自筹资金３５００－４０００万已经投入到该项目中来，且并未用超募资金进行置换。 公
司在使用
超募资金９３５．３５万支付项目尾款后，项目已经完工且达到预计效益，２０１１年西单二期新店盈利２７１９．７２万元，已
经成为公司第二大的利润来源门店。
（
３）未安排项目的募集资金余额
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８８，５７５．００万元， 其中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后金额为人民币４５，４４７．７８万元，超
募项目投资金额变更后为人民币４０，３０１．１５万元。 公司未安排项目的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２８２６．０７万元。
（
４）募集资金利息及银行手续费
自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６日公司募集资金到帐截至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１日， 公司募集资金存储产生的利息为人民币１，５７５．６０万
元，扣除银行手续费用２．１３万元，实际结余额度为人民币１５７３．４７万元。
公司募集资金及超募资金投资项目按计划均已投资完毕，并达到预期效益。 目前对各项目结余募集资金的使
用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关于使用结余募集资金收购上海味之都餐饮发展有限公司９０％股权及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票８ 票，反对票０ 票，弃权票０ 票）。独立董事出具了相关独立意见。《
关于使用结
余募集资金收购上海味之都餐饮发展有限公司９０％股权及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需经过公司２０１２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拟对上海味之都餐饮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味之都”）９０％股权
进行收购，与上海齐鼎餐饮发展有限公司公司（
下称“
上海齐鼎”）签订《
股权转让协议》。 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１３５００
万元收购上海味之都餐饮发展有限公司９０％股权。
此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此交易不构成重大重组。
公司实际结余募集资金１４６，５９．７０万元，其中用于收购味之都公司９０％股权金额１３，５００万元，剩余１．１５９．７０万元，
用于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本次补充流动资金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未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本次补充金额占募集资金净
额的１．３１％，未超过募集资金净额５０％；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２日，公司已归还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本次议
案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过去十二个月内公司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此次补充流动资金后的十二个月
内公司不会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二、新募投项目情况说明
（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上海齐鼎，全称上海齐鼎餐饮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齐大伟；公司注册地址：上海市平顺路５５５号。 注册资
本：人民币５００万元，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号：３１０１０８０００１９９１２４，公司成立日期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９日，经营范围：中型饭店（
含
熟食卤味），酒水（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公司股东为：齐大伟、齐春生。 持有该公司１０％以上
（
含１０％）股份（
或出资比例）的股东为：齐大伟。
交易对方与本公司没有任何关联关系。
（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味之都的基本情况：
１、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上海味之都餐饮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３０００万元；法定代表人：侯萍；营业执照注册号：
含熟食卤味，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公司注册地
３１０１０８０００５２１３７９。 经营范围为：中型饭店（
址：上海市延长中路３００号３幢１０２室。
味之都实际主要从事中式快餐链锁经营。
２、历史沿革
味之都系由齐大伟、上海齐鼎餐饮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于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３日取得上海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闸北分局核发的注册号３１０１０８０００５２１３７９号《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５０万元，其中齐大伟出资２５万元，占注册资本的５０％；上海齐鼎餐饮发展有限公司出资２５万，占注册资本的５０％；该
出资业经上海弘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沪弘验（
２０１２）０２９１号验资报告。
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７日，公司增加注册资本９５０万元。 增资后公司注册资本为１０００万元，其中齐大伟出资２５万元，占注
册资本的２．５０％；上海齐鼎餐饮发展有限公司出资９７５万，占注册资本的９７．５０％；该出资业经上海弘正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沪弘验（
２０１２）０３３６号验资报告。
２０１２年７月５日，公司增加注册资本２０００万元。 增资后公司注册资本为３０００万元，其中齐大伟出资２５万元，占注
册资本的０．８３％；上海齐鼎餐饮发展有限公司出资２９７５万，占注册资本的９９．１７％；该出资业经上海弘正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沪弘验（
２０１２）０３４９号验资报告。
３、经营状况、主要财务数据
“
味之都” 餐饮连锁是由上海齐鼎餐饮发展有限公司精心打造的国内中式快餐连锁品牌， 定位于高档中式快
餐，自１９９８年第一家门店开业，现已拥有５２家直营店、９家单店加盟店。味之都经过１０多年的经营，已经得到了消费者
的普遍认可，拥有稳定的消费群体和稳健扩张的能力。 “
味之都”品牌在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１年连续两年荣获上海名牌称
号。
上海齐鼎餐饮发展有限公司为了更好地发展“
味之都”餐饮连锁品牌，于２０１２年６月投资成立了味之都发展公
司，并把已有的“
味之都”餐饮连锁店等相关经营性资产注入味之都。
味之都刚于２０１２年６月成立，各门店经营收入尚未纳入财务核算范围，故味之都２０１２年７月财务报表尚无营业
收入、成本及资产负债等情况。
味之都相关资产及业务转入味之都发展公司之前，上海齐鼎餐饮发展公司对味之都相关的经营收入、成本等
进行独立核算，其历史经营收益已由中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出具的中汇沪会咨［
２０１２］１１５号财务尽职
调查报告，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味之都直营店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营业费用
财务费用
直营门店利润总额
味之都加盟店

２０１１年度

２０１２年 １－７月

１３６，４１８，１４４．１３
５４，０８７，８４８．２２
７，６９５，３９０．６４
５４，２７３ ，８６５．５２
２７６，６００．９０
２０，０８４，４３８．８５

８０，７１０，８２９．７２
３０，７７５，０９２．４０
４，５４４，４９０．５０
３５，０２６，１７７．４５
１０４，５４２．４８
１０，２６０，５２６．８９

证券简称：天科股份

公告编号：临２０１２－０３３

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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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会议无临时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星期三）下午１４：３０
１、现场会议召开时间：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
网络投票时间：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
星期三）上午９：３０－１１：３０，下午１３：００－１５：
００。
２、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主楼二楼会议室
３、会议召集人：天科股份董事会
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古共伟先生
５、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６、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公司总股本２９７１９３２９２股，其中社会公众股股份总数２９７１９３２９２股。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１６人，代表股份１３６６０４９６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４５．９７％。 其中社会公众股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１６人，代表
股份１３６６０４９６９股， 占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份总数的４５．９７％，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５．９７％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中， 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非流通股股东
及授权代表人数０人，代表股份０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０．００％。 出席现场会议并投
票的社会公众股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２人，代表股份１３６４６９６３４ 股，占公司社
会公众股股份总数的４５．９２％，占公司总股本的４５．９２％。
参加网络投票的社会公众股股东人数１４人，代表股份１３５３３５股，占公司社
会公众股股份总数的０．０５％，占公司总股本的０．０５％。

股票代码：６００４５５

股票简称：ＳＴ博通

公告编号：２０１２－３０

西安交大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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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集、召开情况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召开时间：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上午９：３０
会议召开地点： 西安市新城区建工路１９－１号·世纪金源大饭店·五楼第八
会议室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会议主持人：韩东升董事长
见证律师所：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
证券法》、《
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
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２名， 合计代表股份１６，７０９，３１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２６．７５％。
２、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监事候选人及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
所西安分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经审议并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关于修订＜西安交大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１６，７０９，３１７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１００％；反
对０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０％；弃权０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０％；表决结果为通过。
关于选举田继红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２、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１６，７０９，３１７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１００％；反

证券代码：００２５６５

２、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
议。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议案的内容详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天科股份
见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１日、１４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网站上的《
２０１２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及补充资料］：
１、关于公司２０１２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决议；
表决结果：
表决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总股数

１３６６０４９６９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１３６５０３９９４

弃权股数

８１８５５

赞成比例（％ ）

１９１２０

９９．９３

该决议获通过。
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决议。
２、关于修改《
表决结果：
表决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总股数

１３６６０４９６９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１３６５０９８０４

弃权股数

５３０５５

赞成比例（％ ）

４２１１０

９９．９３

该决议获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四川英捷律师事务所杨波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了 《
四川英捷律师事务所
关于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２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股东大
会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 《
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２０１２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四川英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

对０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０％；弃权０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０％；表决结果为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做见证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为：本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合法，本次
股东大会召集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经参会董事签字确认的交大博通２０１２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关于交大博通２０１２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安交大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
股票代码：６００４５５
股票简称：ＳＴ博通
公告编号：２０１２－３１

西安交大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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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
公司”）在西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西安交大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安市新城区建工路１９－１号世纪金源大饭店五楼第八会议室召开第四届监事会
第八次会议，会议应到监事３名，实到监事３名，会议程序符合《
公司法》、《
证券
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监事审议表决通过，本次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同意选举田继红为公司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同意３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西安交大博通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

证券简称：上海绿新

公告编号：２０１２－０３５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工商注册信息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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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
公司”）收到公司股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国诚致信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深圳国诚”）通知，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
东“
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核准，深圳国诚的工商信息变更如下：
１、公司名称变更：
原公司名称：深圳市国诚致信投资有限公司
变更为“
新疆国诚致信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２、注册地址变更：
原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梅华路２０７号安通大厦三楼北０４号
变更为：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喀什西路５４５号美丽家园３层办公楼２３号房间
３、实收资本变更：
原实收资本：贰仟壹佰万元人民币
变更为：叁仟万元人民币
４、经营范围变更：

权益金
加盟费
减：税金及附加
加盟店利润总额
味之都门店经理及区域经理工资
味之都各门店员工社保费
味之都各门店其他费用
补贴收入
区域代理费
利润总额
所得税
净利润

２ ，１６０ ，０００．００

１ ，２６０ ，０００．００
１ ，８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３ ，７４０．００
３ ，７３６ ，２６０．００
３ ，１３４ ，４７５．４９
１ ，６７９ ，２７３．５２
１ ，５６５ ，５７２．３８
２ ，６６０ ，４４５．３１
３ ，５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２３ ，６０１ ，８２２．７７
５ ，９００ ，４５５．６９
１７ ，７０１ ，３６７．０８

７１ ，１９０．００
１ ，１８８ ，８１０．００
１ ，７８１ ，７４６．０４
７８６ ，４９１．３９
１４ ，６３６．３８
０．００
２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９ ，３８３ ，７０６．４８
２ ，３４５ ，９２６．６２
７ ，０３７ ，７７９．８６

４、股权架构
截至目前，味之都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齐大伟
上海齐鼎餐饮发展有限公司
总 计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出资方式
货币
货币
—
——

注册资本

持股比率

２５．００
２ ，９７０．００
３ ，０００．００

０．８３％
９９．１７％
１００．００％

５、审计及评估结论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上海味之都餐饮发展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中汇沪会审［
２０１２］１１６号），会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计报表所示味之都各项资产和负债情况如下表所示：
会计科目
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其中：设备类
长摊待摊费用
无形资产
资产总计
流动负债
长期负债
负债合计
股东全部权益合计

原值

６ ，２６９ ，２３０．００
６ ，２６９ ，２３０．００
１０ ，９１８ ，７００．００
－

基准日账面值

１２ ，８１２ ，０７０．００
６ ，２６９ ，２３０．００
６ ，２６９ ，２３０．００
１０ ，９１８ ，７００．００
－
３０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
－
－
３０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浙江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股权涉及的上海味之都餐饮发展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评估报告》（
浙源评报字［
２０１２］第００８８号）的评估结论是：味之都发展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
日２０１２年７月３１日的评估价值为１５，１２９万元， 与账面净资产３，０００万元相比， 本次评估增值１２，１２９万元， 增值率为
４０４．２９％。
四、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主要内容
公司受让上海齐鼎持有的味之都９０％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的定价充分考虑味之都未来收益的影响，双方商定，
以受让方委派的评估机构浙江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２０１２年８月８日出具的浙源评报字［
股东全部
２０１２］第００８８号《
权益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值为基础味之都１００％全部股权的对价确定为人民币一亿伍仟万元（
以下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称“
转让价款”），因此公司须向转让方支付人民币一亿叁仟伍佰万元（
￥１３５００００００）。
双方同意，转让价款应当按照以下方式支付：
（
１）自本协议签署日起的 两 个工作日内向受让方支付第一期款，其中湘鄂情支付伍仟万元（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此款
项从公司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意向金人民币伍仟万元（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中抵扣，齐大伟支付捌佰万元（
￥８００００００）。
（
２）在公司董事会通过本次收购事项后的 五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将向转让方支付第二笔转让款，其中公司支
付陆仟万元（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齐大伟支付伍佰柒拾伍万伍仟元（
￥５７５５０００）整。
（
若需要），转让方完成工商变更（
包括税务变更）后五个工作日内，公司将向转让
３）公司股东大会通过本协议（
方支付第三笔转让款人民币贰仟万元（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
４）转让后的公司在受让方的控制下正常运行 叁 个月后 ，不存在任何违反本协议第三条转让方的陈述与保
证之情形及其他争议事项的，湘鄂情支付尾款伍佰万元整（
￥５００００００）。
过渡期安排如下：（
１）在签订本协议后至标的股份过户前的过渡期间，协议各方应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保证本次
股份转让期间味之都经营管理的平稳过渡， 并依法切实履行股东的职责以及诚信义务；（
２） 上海齐鼎在协议中承
诺：标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抵押、质押、权利主张、查封、冻结，不存在判决、裁定、裁决、处罚及任何其他法律程序的限
制及第三方权利。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此次对味之都股份的收购，是落实公司年初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多业态发展的战略决策。 酒楼
业务与快餐业务的共同开展，可以实现资源共享，经验互补，锻炼提升公司管理水平，有助于提高公司的市场竞争
能力，降低公司面临的市场风险。 这也是为早日把公司建设成为国内领先的综合餐饮服务提供商而迈出的重要步
骤。
但是公司收购味之都股权仍然有一定的风险存在，主要表现在：１．对味之都的收购需要对其现有的管理队伍和
员工队伍进行整合，此项整合具有一定的难度，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２．对味之都收购后，公司会对其产品结构作出
一定的调整，进行包括引入烹饪机器人技术在内的一些工艺改进和产品调整，此项改造成功与否需要市场检验，存
在一定的风险。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审慎投资。
收购味之都之后，公司中式快餐连锁经营得以确立，加上之前对龙德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收购，公司酒楼业
务、快餐业务、团餐业务三大主业均已确立，有利于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及市场竞争能力。 本次收购对公司有积极
影响。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独立董事独立意见、监事会独立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变更募集资金项目及使用超募资金的情况出具了核查意见，认为：“
１、湘鄂情本
次使用募集资金收购上海味之都餐饮发展有限公司９０％股权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履行了董事
会审议程序，并将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实施，不存在未履行相关法定程序擅自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
中
小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
的有关规定。 ２、湘鄂情此次使用节余募集资金（
包括利息收入）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比例低于募集资金净额的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该等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保荐工作指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 ”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出具了独立意见，认为：“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的要求，有利于公司
募集资金项目的有效实施和募集资金的有效使用，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符
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变更。 上述超募资金使用履行了董事会审议等相关审
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
中小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
录第２９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

原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包装材料、纸制品、机械设备及
配件、初级农产品、建筑材料的销售及其他国内贸易。
变更为：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
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以及相关咨询服务。
５、注册号变更：
原注册号：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３２４８７２８
变更为：６５０００００５８０２４２６４
本次变更未涉及股东的股权变动，上述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产生任何影响。
目前，深圳国诚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局经济开发区分局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经
办理完毕，并领取了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的要求，有利于公司募集资金
公司监事会出具了独立意见，认为：“
项目的有效实施和募集资金的有效使用，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符合上市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上述超募资金使用履行了董事会审议等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
中小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２９号：超募资
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
七、备查文件
１．董事会决议；
２．独立董事意见；
３．监事会意见；
４．保荐机构意见；
上海味之都餐饮发展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５．《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股权涉及的上海味之都餐饮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报告》；
６．《
关于“
味之都”５２家直营店和９家加盟店财务尽职调查报告》。
７．《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３０６
证券简称：湘鄂情
公告编号：２０１２－０４５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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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１日在北京公司总部会议
室召开，会议决定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３１日召开公司２０１２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的方式进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会议时间：２０１２年８月３１日上午１０：００
３、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４、会议投票方式：现场投票
５、股权登记日：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７日
６、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定慧寺甲２号公司办公总部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审议《
使用结余募集资金收购上海味之都餐饮发展有限公司９０％股权及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２、审议《
关于聘请詹毓倩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３、审议《
（
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第十次会议公告）
三、出席会议对象：
１、 截至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７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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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保荐机构代表。
四、会议登记事项：
上午９：３０－１１：３０，下午１３：３０－１６：３０）；
１、登记时间：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８日－－－－２０１２年８月３０日（
２、登记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定慧寺甲２号公司办公总部董事会办公室；
３、登记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应持以下文件办理登记：
（
１）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和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人证
券账户卡复印件、委托人亲笔签署的授权委托书进行登记；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２）法人股东代表持出席者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或法人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卡和加盖公司公章
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进行登记；
（
登记须在２０１２年８月３０日下午１６：３０前送达或传
３）股东可以凭以上有关证件通过信函、传真及上门方式登记（
真至公司），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登记。 （
授权委托书请见附件）
五、会务联系：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定慧寺甲２号公司办公总部董事会办公室
会议联系人：李强、安鑫
联系电话／传真：０１０－８８１３７５９９
六、其他
１、会议材料备于董事会办公室。
２、临时提案请于会议召开十天前提交。
３、本次大会预期半天，与会股东所有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五日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
女士）代表本人（
本单位）出席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２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按照如下授权行使投票表决权：

议案名称

同意

１、审议《关于修改＜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２、审议《使用结余募集资金收购上海味之都餐饮发展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及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３、审议《关于聘请詹毓倩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委托人名称（
签字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注册号：
委托人单位法定代表人（
签字）：
受托人姓名（
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
年 月
委托书签署日期：
年 月

日至
日

年

月

日

反对

弃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