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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浦发银行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华龙证券为易方达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人民币基金份额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与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
简称“
华龙证券”）签署的代销协议，自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起，本公司将增加华龙证券代理易方
达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人民币基金份额（
以下简称“
本
基金”）的销售业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华龙证券
注册地址：甘肃省兰州市静宁路３０８号
办公地址：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６３８号财富大厦
法定代表人：李晓安
联系人：李昕田
联系电话：０９３１－４８９０６１９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６８９－８８８８、０９３１－４８９０６１９
传真：０９３１－４８９０６２８
网址：ｗｗｗ．ｈｌｚｑｇｓ．ｃｏｍ

华龙证券在以下主要地区各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本基金的开户和认购等业务：
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无锡、重庆、新疆、合肥、兰州、白银、天水、平凉、酒泉、庆阳、张
掖、定西、平川、麦积、陇南、金昌、武威、临夏等。
２．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８１－８０８８
网址：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
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股票代码：６００００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浦发硅谷银行有限公司获中国银监会批复暨开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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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简称：宁夏建材

公告编号： 临２０１２－０２１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
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节能减排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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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拨
付的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节能减排资金６００６万元，根据相关规定，该资金列入公司资本
公积金，由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享有。
特此公告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
股票代码：６００４４９
股票简称：宁夏建材
公告编号： 临２０１２－０２２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９亿元中期票据发行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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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４日发行金额为９亿元人
民币的中期票据，资金已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全部到账。 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１、中期票据名称：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２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证券代码：６００８８６
证券代码： １１００１３

２、中期票据简称：１２宁建材ＭＴＮ１
３、中期票据代码：１２８２２８８
４、中期票据期限：５年
５、计息方式：附息式固定利率
６、发行招标日：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４日
７、起息日期：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８、本金兑付日期：２０１７年８月１５日（
９、计划发行总额：９亿元人民币
１０、实际发行总额：９亿元人民币
１１、发行价格：１００元／佰元面值
１２、发行利率：５．６１％
１３、主承销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中期票据发行后，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做好后续工作。
特此公告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

证券简称：国投电力 编号：临２０１２－ ０２８
证券简称： 国投转债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本公司股份计划实施期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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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国家开发投
资公司通知，截至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４ 日，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增持不超过截至２０１１ 年６ 月３０日公司总股份２％
的股份的计划（
“
本轮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计划增持本公司股份情况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２０１１ 年８月１５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首次增持了公司１，４９６，８９６
股，并计划根据自身需要及市场情况在未来１２ 个月内（
自２０１１ 年８ 月１５日起算），增持不超过公司截至
含首次已增持股份在内）。 （
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１ 年８月１６ 日刊登于《
中
２０１１ 年６ 月３０日总股份２％的股份（
国投华靖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
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的《
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二、增持本公司股份实施和完成情况
截至２０１２ 年８ 月１４ 日，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本轮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２０１１ 年８
月１５ 日至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１日公司实施公积金转增股本前增持２，３２３，２１２股； 实施公积金转增股本后未增

证券代码：０００００９

证券简称：中国宝安

公告编号：２０１２－０２７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局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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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局会议召开情况
１、公司第十一届董事局第二十五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２０１２ 年８ 月１２日以电话、书面或传真等方式
发出。
２、本次会议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３、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８人，实际参与表决８人。
４、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局会议审议情况
关于出售上海三家公司股权的议案》，详见同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８票，反对０
１、审议《
票，弃权０票。
本公司决定将所持有的上海宝安企业有限公司、上海宝安大酒店有限公司和上海宝安物业有限公司
（
简称“
上海三家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上海贵灵实业有限公司（
简称“
贵灵公司”），转让价格为人民
币３６，８４３．９０万元；贵灵公司承诺代上海三家公司偿还其对本公司的欠款共计人民币４３，１５６．１０万元。本次
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可回笼资金８亿元，预计可以产生２．６亿元左右的收益。
自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日起３个工作日内，贵灵公司向本公司支付定金人民币５，０００万元，在２０１２年
１１月１２日前再向本公司支付人民币７５，０００万元。 本公司在收到贵灵公司支付的全部应付价款之日起３０
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成上海三家公司的股权转让事宜。
三、备查文件
１、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局印章的董事局决议；
２、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００９
证券简称：中国宝安
公告编号：２０１２－０２８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上海三家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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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概述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决定，将所持有的上海宝安企业有限公司、上海宝安大酒店有限公司和
上海宝安物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上海三家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上海贵灵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贵灵公司”），转让价格为人民币３６，８４３．９０万元；贵灵公司承诺代上海三家公司偿还其对本公司的欠款
共计人民币４３，１５６．１０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可回笼资金８亿元，预计可产生２．６亿元左右的收益。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
本次股权转让事宜已获本公司２０１１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董事局具体办理。 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条件，
本公司与贵灵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获公司第十一届董事局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上海贵灵实业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张友进
注册资本：人民币１００００万元
注册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２５５０号５１９室
经营范围：销售：矿产品（
除专项）、金属材料、建筑装潢材料、五金交电、通信设备（
除卫星电视广播地
除股权投资及股权投
面接收设备）、汽车配件、橡塑制品、日用百货、文教用品、家具；实业投资、投资管理（
除经纪）；物业管理；园林绿化；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批发非实物方式：
资管理）；商务信息咨询（
预包装食品（
不含熟食卤味、冷冻冷藏）（
含瓶装酒）。
主要股东：张友进５５％、钟灵４５％
贵灵公司今年１－６月的主要财务指标：总资产为７，８５４．１８万元，净资产为１，３４０．８１万元，营业收入为
２４，０７９．８８万元，净利润为２７７．８５万元。
该公司及其股东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持股１００％）
１、上海宝安企业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陈泰泉
注册资本：美元１７００万元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８００号
设立时间：１９９２年７月２７日
经营范围：从事批租地块房地产开发经营（
包括建设、出租、出售，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应收款项总额
净资产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４５ ，０８６．３７
４６ ，６５４．００
１６ ，９４６．８４
－１ ，５６７．６３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５ ，９３４．１１
４６ ，９５０．５８
１７ ，５２８．２７
－１ ，０１６．４７

持股份；本轮增持计划实施期间累计增持公司股份２，３２３，２１２股，累计增持股份占截至２０１１ 年６ 月３０日
公司总股份的０．０９９１ ％。 增持结束后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持有公司股份２，１６６，９０６，５１２股，占截止２０１２年８
月１４日公司总股份的６１．６０％。
三、承诺履行情况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确认，在本轮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包括其一致行动人）未减持
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四、其他说明
按照新修订的《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
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等相
关规定，北京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就此次股份增持行为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

上海宝安企业有限公司的主要资产为：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东方路８００号的上海宝安大厦裙楼和写字
楼，可售面积约为３．５６万平方米，账面价值２．８１亿元，处于抵押状态。 经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
该公司在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的评估值为：总资产６９，０９１．５３万元，总负债４６，９５０．５８万元，净资产２２，１４０．９４万
元。
持股１００％）
２、上海宝安大酒店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陈晓波
注册资本：美元８００万元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海路３２８８号
设立时间：２００３年５月９日
含烟酒零售）、文体（
健身）、美容美发
经营范围：宾馆、餐饮、酒吧、附设商场（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２６ ，２５５．６５
２６ ，５３１．０３
负债总额
１７ ，０１５．５６
１７ ，２９０．８９
应收款项总额
５８．３９
５０４．７０
净资产
９ ，２４０．１０
９ ，２４０．１４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
营业收入
２ ，０１９．５９
４ ，１０６．７４
营业利润
－１８２．７６
－３１９．１１
净利润
－０．０５
－１１９．１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１７９．３４
１ ，０９６．１４
上海宝安大酒店有限公司的主要资产为：位于上海浦东新区东方路８００号的上海宝安大酒店，可售面
积约为２．０６万平方米，账面价值２．５４亿元，处于抵押状态。 经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该公司在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的评估值为：总资产３０，４７０．１８万元，总负债１７，２９０．８９万元，净资产１３，１７９．２９万元。
持股１００％）
３、上海宝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王鹤鹏
注册资本：人民币５００万元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东方路８００号６楼
设立时间： ２０００年６月２０日
不含广告业务），建材、装潢材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收费停车场，楼内保洁，家用电器的维修，打字（
料、金属材料、木材及木制品、办公设备及用品的销售，及其以上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３ ，３１８．８６
３ ，３０１．７１
负债总额
８７２．３９
１ ，０９７．９７
应收款项总额
３ ，０３０．８２
２ ，９４１．５５
净资产
２ ，４４６．４７
２ ，２０３．７４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
营业收入
８５２．２２
１ ，５５６．９６
营业利润
３２９．９６
３８６．０８
净利润
２４２．７３
２９３．４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８．５２
－９１６．５３
经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该公司在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的评估值为：总资产３，３１７．８５万元，总
负债１，０９７．９７万元，净资产２，２１９．８８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不再持有上海三家公司的股权。 本公司不存在为上述三家子公司提供担
保、委托该子公司理财等情况。 截至２０１２年６月３０日，上海三家公司对本公司的欠款共计人民币４３，１５６．１０
万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与贵灵公司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２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该协议自公司董事局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行为之日起生效。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１、 本公司将持有的上海三家公司１００％股权转让给贵灵公司及其香港公司， 共计作价人民币３６，
８４３．９０万元。
２、贵灵公司另行偿还本公司对上海三家公司的债权本金人民币４３，１５６．１０万元，该债权作为本次股
权转让的一部分，应于股权转让价款先予支付，并作为本次股权转让的前提条件。
３、上述股权转让价款与应付债权本金共计人民币８亿元整。
４、本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日起３个工作日内，贵灵公司向本公司支付定金人民币５，０００万元；在２０１２
年１１月１２日前再向本公司支付人民币７５，０００万元，同时上述定金自动转为应付价款。
５、本公司在收到贵灵公司支付的全部应付价款之日起３０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成上海三家公司股权转
让的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工商部门的转让事宜。
五、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出售上海三家公司的股权，是为了盘活公司存量低效资产，回笼资金集中发展主业，同时有助于
改善公司财务结构，提升公司的资产质量和盈利水平。 预计本次交易可产生２．６亿元左右的投资收益。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第十一届董事局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６８７．８２
－５５８．０７
－５５１．１６
６３４．２８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２ ，０１２．２６
－４７０．３６
－６８．２４
１ ，０９９．３６

近日，本公司接到中国银监会银监复【
２０１２】４１５号批复，批准浦发硅谷银
行有限公司开业，具体如下：

股票简称：﹡ＳＴ北生

编号：临２０１２—０２０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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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１日以电话及
传真方式发出了《
关于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的通知》，本次会
议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６人，实际参加
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经
表决董事６人，符合《
审议做出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
２０１２］３７号《
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西监管局桂证
监发［
关于强化回报股东意识完善分红机制的通知》文件精神，对
２０１２］２３号《
公司《
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具体修订情况如下：
公司《
章程》原条款：
第一百五十二条 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 应当提取利润的１０％列入
公司法定公积金。 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５０％以上的，可以
不再提取。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 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
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
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 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
分配，但本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 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
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现修订为：
第一百五十二条 利润分配
（
一）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研究论证程序和决策机制
１、公司制订或修改利润分配政策时，应当以股东利益为出发点，注重对投
资者利益的保护并给予投资者稳定回报，由董事会充分论证；若修改利润分配
政策，应详细论证其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制订或修改利润分配政策时，独立董事应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制订或修改利润分配政策时，应通过公司网站、公众信箱或者来访接
待等渠道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与中小股东的上述交流和沟通应当形成记录。
２、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变更：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长期发展的
需要以及外部经营环境， 确有必要对本章程确定的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或
者变更的，由董事会将调整或变更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定，独立董事应当
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其中，现金分红政策的调整议案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２／３以上通过。
（
二）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

１、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应保持连续性
和稳定性。 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
能力。
２、利润分配形式：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现金、股票相结合或法律法
规许可的其他形式分配利润。
３、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和比例：
公司本年度盈利时，原则上至少进行一次现金分红，且最近三年累计以现
金形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平均可分配利润的３０％。
如果董事会在公司盈利的情况下拟不进行现金分红， 董事会应当在议案
中说明不进行现金分红的原因。
４、发放股票股利的具体条件：在满足上述现金分配股利之余，结合公司股
本规模和公司股票价格情况， 公司可以与现金分红同时或者单独提出并实施
股票股利分配方案。
５、利润分配的时间间隔：公司符合本章程规定的条件，可以每年度进行一
次利润分配，也可以进行中期利润分配。
６、制订利润分配具体方案应履行的审议程序：董事会应当认真研究和论
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公司利润分配具体方
案应由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制订公司利润分配具体方案时，独立董事应当发表独立意见。
制订公司利润分配具体方案时，应当通过公司网站、公众信箱或者来访接
待等渠道，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与中小股东的上述交流和沟通应当形成记录。
７、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独
立董事对此发表意见。
８、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
召开后２个月内完成股利（
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
三）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１０％列入公司法定公积
金。 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５０％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
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
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向股东分配利润。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 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
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表决结果：同意６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赞成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上述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

资银行管理条例》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有关规
定经营业务，但将不从事对中国境内公民的人民币业务；浦发硅谷银行有限公
司开业后一定期限内将不增设分支机构。

硅谷银行有限公司＂，英文名称为＂ＳＰＤ Ｓｉｌｉｃｏｎ Ｖａｌｌｅｙ Ｂａｎｋ＂；营业地址为：上

四、 核准浦发硅谷银行有限公司傅建华董事长、ＫＥＮＮＥＴＨ ＰＡＲＭＥＬＥＥ
ＷＩＬＣＯＸ行长的任职资格。

有限公司（
Ｓｉｌｉｃｏｎ Ｖａｌｌｅｙ Ｂａｎｋ）各持有浦发硅谷银行有限公司５０％的股权。

五、核准《
浦发硅谷银行有限公司章程》。

二、 核准浦发硅谷银行有限公司在下列范围内经营对各类客户的外汇业
务：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买卖政

浦发硅谷银行有限公司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９日获得金融许可证，８月１０日获得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并正式开业。

府债券、金融债券，买卖股票以外的其他外币有价证券；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

特此公告

保；办理国内外结算；买卖、代理买卖外汇；代理保险；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卡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提供资信调查和咨询服务；经中国银监会批准的其

二○一二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简称：中国平安

证券代码：６０１３１８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２

中国平安保险（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披露平安银行非公开发行股票进展及
２０１２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相关事项的公告
特别提示：
中国平安保险（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
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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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公告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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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银行”）于２０１２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年８月１５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以下简称“
本次会议”），对平安
银行２０１２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２０１２年半年度报告及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有
效期等事项进行了审议，具体如下：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２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一、审议通过了《
经境内注册会计师—安永华明会
２０１２年上半年，平安银行法定财务报告（
计师事务所审计） 的利润情况为：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人民币６，７６１，
４８５千元，可供分配的利润为人民币２２，６２５，８６４千元。
依据上述利润情况及国家有关规定， 平安银行２０１２年上半年作如下利润
分配：
１、平安银行法定盈余公积余额已超过实收资本的５０％，暂不提取法定盈
余公积。
２、提取一般风险准备人民币３，８４４，２４８千元。
经上述利润分配， 截至２０１２年６月３０日， 平安银行盈余公积为人民币２，
８３０，４５９千元；一般风险准备为人民币１１，７９９，１５１千元；剩余未分配利润为人
民币１８，７８１，６１６千元。
３、除上述法定利润分配外，平安银行董事会提议２０１２年中期增加如下利
润分配预案：
以平安银行２０１２年６月３０日的总股本５，１２３，３５０千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
含税）。 本次实际用于分配的利润共计人民币５１２，３３５千元，
金人民币０．１０元（
剩余未分配利润人民币１８，２６９，２８１千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二、审议通过了《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２年半年度报告》及《
平安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２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２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可参阅本公司在上海证

证券代码：６０１９０１

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披露的本公告的附件。
三、审议通过了《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决
议有效期的议案》
２０１１年９月２日， 平安银行２０１１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向本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相关议案， 确定平安银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
的有效期为平安银行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１２个月。 由于平安银行非公开发行
事项尚需监管机构核准， 为保持平安银行本次非公开发行工作的延续性和有
效性，平安银行拟将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延长１２个月，除股东大会决议
有效期作前述延长外，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其他相关内容不变。
本议案须提交平安银行２０１２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于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７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
于认购深发展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议案》的决议仍然有效。
四、审议通过了《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
议案》
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７日，平安银行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
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现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延长１２个月，公
司名称已变更，财务信息等内容需更新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２０１２年５
月４日发布的《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非公
开发行预案需披露现金分红相关情况， 平安银行决定对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
会议通过的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预案做相应修订。
本次会议、 平安银行半年度报告及平安银行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的
详细情况亦可参阅平安银行于同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公布
的《
平安银行董事会决议公告》、《
平安银行２０１２年半年度报告》及《
平安银行非
公开发行Ａ股股票预案（
修订稿）》。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

证券简称：方正证券

公告编号：２０１２－０３２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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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的数量为４８，７７０，７９４股；
２、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的日期为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１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关于核准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方
１１２４号《
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股）
１５０，０００万股，并于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０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根据《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Ａ股股票招股说明书》，股东对
首次公开发行前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的承诺如下：
公司股东承诺将严格遵守下述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同时根据孰高孰长
原则确定持股期限，在持股期限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持有或管理其持有的
公司股份：
公司法》规定，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
１、根据《
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承
２、根据《
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３６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和
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但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另有规定的，可以豁免遵守该承诺。
３、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慎监管的有关要求，证券公司在申请ＩＰＯ上市监管意
见书前三年内发生增资扩股和股权转让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增持的，
承诺自持股日起６０个月内不转让， 其他新增持公司股份的股东承诺自持股日
起３６个月内不转让。 股东所持股权因证券公司合并、分立、重组、风险处置等特
殊原因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发生股权变更的，不视为违反承诺。 持股日按照股权
变更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之日或向中国证监会报备之日确认。
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
４、根据《
财企［
财政部关于批复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国有股权
（
２００９］９４号）和《

证券代码：６００２７７
证券代码：６００５５６

三、同意本公司和美国硅谷银行有限公司（
Ｓｉｌｉｃｏｎ Ｖａｌｌｅｙ Ｂａｎｋ）长期持有
浦发硅谷银行有限公司股权；浦发硅谷银行有限公司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

任。

海市杨浦区昆明路５１８号；注册资本为１０亿元人民币；本公司与美国硅谷银行
股票代码：６００４４９

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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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批准浦发硅谷银行有限公司在上海市开业。 该公司中文名称为＂浦发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

编号：临２０１２－０２１

转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的函》（
财教函［
２０１０］１９８号），由公司国有
股东转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的公司国有股，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
事会承继原国有股东的禁售义务。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承诺均得到履行。
二、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安排
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１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湘证监函［
２００９］１４
号文件批准河南和信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受让郑州煤电物资供销有限公司持有
的部分公司股权。 ２０１０年９月，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该部分股权折为
４８，７７０，７９４股。 根据上述第三项承诺，河南和信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持有的４８，
７７０，７９４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将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１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
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１

限售股份持有人

限售股份总数

河南和信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合计

剩余限售股份
数量

本次上市数量

４８，７７０，７９４
４８，７７０，７９４

４８，７７０，７９４
４８，７７０，７９４

０
０

三、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４８，７７０，７９４股股票上市流通后， 还有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２，７８４，６７８，２１２股，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其中：１ 、国有法人持股
２、其他境内法人持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三、股份总数

２，８３３，４４９，００６
２，７３０，０５２，７３１
１０３，３９６，２７５
３，２６６，５５０，９９４
６，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本次变动数量
－４８，７７０，７９４

０
－４８，７７０，７９４
４８，７７０，７９４
０

本次变动后

２，７８４，６７８，２１２
２，７３０，０５２，７３１
５４，６２５，４８１
３，３１５，３２１，７８８
６，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简称：亿利能源

公告编号：２０１２－０４５

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
２０１２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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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５日以书面通知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召开董事会会
议通知， 并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上午９：００在北京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２８ 号凯晨世贸中心东座六层二
号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会议应到董事７人，亲自出席会
议董事７人，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尹成国先生主持。 会
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是合法、有效的。 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以７ 票
赞成、０ 票反对、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修改《
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为充分保障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在公司董事会进行有关利润分配方案的决策和论证过程中的
权利，以便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公司董事会同意对《
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五条进行修
改，增加部分保障中小股东利益的相关条款，具体如下：
原《
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 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利润； 公司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
报；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现金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在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资金
需求情况下，如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公司将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
公司每年度进行一次分红， 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
分配。
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得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十， 每连续三年以
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这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公司发放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如下：
（
一）公司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
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为正值；
（
二）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三）董事会提出包含以现金方式进行利润分配的预案。
除满足上述条件外，若公司利润增长快速，在满足上述现金股利分配之余，公司可以以股票方
式分配股利。
公司进行股利分配时，应当由公司董事会先制定分配方案，再行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对于公司当年未分配利润，董事会在分配方案中应当说明使用计划安排或者原则。
董事会拟定利润分配方案过程中，应当充分听取外部董事、独立董事意见。 董事会审议通过利
润分配方案的， 应经董事会全体董事过半数以上表决通过， 经全体独立董事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
过，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并及时予以披露。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确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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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由独立
董事发表意见，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应当提供网络投票等方式以方便
股东参与股东大会表决。
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时，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说明未用于现金分红的
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独立董事应当就此发表独立意见。
现将《
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五条修改为：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 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利润； 公司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
报；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现金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在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资金
需求情况下，如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公司将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
公司每年度进行一次分红， 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
分配。
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得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十， 每连续三年以
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这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公司发放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如下：
（
一）公司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
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为正值；
（
二）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三）董事会提出包含以现金方式进行利润分配的预案。
除满足上述条件外，若公司利润增长快速，在满足上述现金股利分配之余，公司可以以股票方
式分配股利。
在年度报告公布前，公司管理层、董事会应当在充分考虑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保证正常生产经
营及业务发展所需资金和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的前提下，研究论证利润分配预案。 董事会
在有关利润分配方案的决策和论证过程中，应当通过电话、传真、信函、电子邮件、投资者关系互动
平台等方式，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
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并提请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当年盈利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分红预案的，公司应披露未进行现金分红的原因、未用于现金

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 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并及时披露。
董事会拟定利润分配方案过程中，应当充分听取外部董事、独立董事意见。 董事会审议通过利
润分配方案的， 应经董事会全体董事过半数以上表决通过， 经全体独立董事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
过，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并及时予以披露。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确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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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由独立
董事发表意见，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应当通过电话、传真、信函、电子
邮件、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等方式，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
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同时公司应当提供网络投票等方式以方便股东参与
股东大会表决。
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时，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说明未用于现金分红的
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独立董事应当就此发表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关于召开公司２０１２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拟定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３１日召开公司２０１２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具体内容通知如下：
（
一）会议时间：２０１２年８月３１日（
星期五）上午９：３０ ；
（
二）股权登记日：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７日（
星期一）；
（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
四）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２８号凯晨世贸中心东座六层二号会议室；
（
五）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形式。
六）会议审议事项
（
关于修改《
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
七）会议出席对象
股权登记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１、截至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７日（
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该等股东均有权参加现场会议，也有权委托他人作为代理人持股东本
人授权委托书参加会议，该代理人不必为股东；
２、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以及董事会认可的其他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
八）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凡符合上述会议出席对象要求的股东请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３０日下午１７：００之前持股东账户卡和本人
身份证；代理出席会议的，应出具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
件、法人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出席人身份证到公司登记，可以采用信函和传真方式登记。
登记地点：北京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２８号凯晨世贸中心东座六层亿利能源证券部
联系电话：０１０－５７３８７３３９、５７３７０４０１
传 真：０１０－５７３８７３５６
联系地址：北京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２８号凯晨世贸中心东座六层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３１
联 系 人：索跃峰、韩洪龙
（
九）备查文件
１、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附件：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现授权委托
（
先生／女士）代表（
本人／本公司）出席２０１２年８月３１日召开的内蒙古亿利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２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会议议案行使如下表决权，对未作具体指示的，
受托人有权／无权 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１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年
月
日
（
本委托书按此格式自制或复印均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