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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００２６５７
证券代码：６００２０８

证券简称：新湖中宝

信托有限公司， 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股份
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目前， 新湖集团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中用于质押的股份数为３，６１２，
４１７，７８８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５７．７２％。
特此公告。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０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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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董事会于２０１２年８月
１５日收到公司董事李彤彤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 李彤彤女士因个人原因辞去
公司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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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以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李
彤彤女士辞去董事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
之日起生效，其辞职不会导致本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
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 李彤彤女士辞职后，其不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公司监事会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收到公司监事会主席盖洪涛先生的书面辞
职报告，盖洪涛先生由于个人原因辞去公司监事及监事会主席职务。 根据《
公

证券代码：００２４８４
证券代码：６００１８５

股票简称：格力地产

证券代码：０００５２３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珠海格力房产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珠海分行申请人民币６亿元的项目开发贷款，并且以其所持有的位于珠海市
唐家湾情侣北路（
南段）填海区（
Ｓ６地块）粤房地权证珠字第０１００１５５６６５号土地
使用权（
土地面积４６６３６．８５平方米）为该贷款提供抵押担保。
表决情况：同意票９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
特此公告。
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简称：广州浪奇

公告编号：２０１２－０４１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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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
认，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１４ 日完
成了首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期权授予登记工作，期权简称：浪奇ＪＬＣ１，期权
代码：０３７０２５。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首次股票期权授予具体情况
１、 公司于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９日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七届监
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 （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其后公司向
中国证监会上报了申请备案材料。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
２、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公司对《
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进行了修订，并于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６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
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或“
本激励
计划”）及其摘要，公司独立董事对激励计划发表了独立意见。
３、激励计划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后，公司于２０１２年７月１７日，公司以
现场投票、 网络投票以及独立董事征集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２０１２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董事会被授权确定股票期
权授予日、 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授予股票
期权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４、公司于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５日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七届
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
议案》，确定本次激励计划的股权期权授权日为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５日；独立董事对本
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确
认办法合法有效，确定的授权日符合相关规定，同意本次股票期权激励的授权
日为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５日，并同意向符合授权条件的６１名激励对象授予３５２．７９万份
权益。
二、首次股票期权登记完成情况
１、期权简称为：浪奇ＪＬＣ１
２、期权代码为：０３７０２５
３、股票期权授予日：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５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０１８

证券简称：华星化工

公告编号：２０１２－０２３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０日
以电子邮件和传真方式发出， 并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上午１０：００时在安徽省合肥市子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
场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９名，亲自出席董事９名，公司３名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
议由董事长谢平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以记
名方式投票表决，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２０１２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议案》。
公司拟定于２０１２年９月３日召开２０１２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刊登在
《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的公司２０１２－０２４号公告。
特此公告。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０１８
证券简称：华星化工
公告编号：２０１２－０２４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２０１２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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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拟定于２０１２年９月３日召开２０１２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以下简称“
本次股东大会”）。 现将召开本次
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星期一）下午２时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２０１２年９月３日（
网络投票时间为：２０１２年９月２日－２０１２年９月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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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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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２日下午１５：００至
２０１２年９月３日下午１５：００的任意时间。
星期一）
２、股权登记日：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７日（
３、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红枫路６号子公司三楼会议室
４、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６、投票规则：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或其他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７、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对象
（
星期一）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１）凡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７日（
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 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
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
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
２）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1、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2、关于公司201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2.02、发行方式和时间
2.03、发行数量
2.04、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2.05、定价原则和发行价格
2.06、发行股票限售期
2.07、上市地点
2.08、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用途
2.09、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2.10、决议有效期
3、关于公司201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4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5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6 、关于公司与具体发行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合同的议案；
7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8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上海华信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就上述审议事项作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向本公司特定的股东及其关联人发行证券的，股东大会就发行方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股东应当回避。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１、登记方式：
（
１）法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或法人代表证明
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持股凭证、授权
委托书（
附件）、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和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证券部”收。
３）异地股东可将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传真方式请注明“
上午８：００－１１：３０，下午１３：３０－１７：００）。
２、登记时间：２０１２年８月３０日－８月３１日（
３、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地址：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乌江镇
邮政编码：２３８２５１
联系人：李 辉、孙为民
电 话：０５５５－５９６２８７８
传 真：０５５５－５６２８３８
会务事项咨询：联系人：孙为民；联系电话：０５５５－５９６２８３８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
系统（
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参加网络投票。
（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操作流程
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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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３日上午９：３０－１１：３０、下午
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２、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华星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３６２０１８
３、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
１）输入买入指令；
（
２）输入投票代码 ３６２０１８
（
买入价格”项下输入对应申报价格；
３）输入对应申报价格：在“
（
４）输入委托股数，表决意见；
（
５）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４、计票规则：
（
１）在计票时，同一表决只能选择现场和网络投票中的任意一种表决方式。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重复投票，以现场投票为准；如果网络投票中重复投票，将以第一次
投票结果为准进行统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写议案序号，１００．００元代表总议案，１．００元代表议案一，２．００元代表议案二，以此类

４、期权授予登记名单：
序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姓名

获授份额
（万股）

职务

胡守斌
傅勇国
姚伟民
吕玲有
陈树旭

董事长
副董事长、 总经理
董事
董事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总工程
陈韬
师
董事 会 秘 书 、副 总 经
陈建斌
理
王英杰
财务负责人
中层、核心骨干人员（合计 ５３ 人）
合计 ６１ 人

占授予总量比
占总股本比例
例

３８．６３
３６．６１
１２．３４
１２．３４
２５．１４

１０．９４９９％
１０．３７７３％
３．４９７８％
３．４９７８％
７．１２６１％

０．０８６８％
０．０８２２％
０．０２７７％
０．０２７７％
０．０５６５％

２５．１４

７．１２６１％

０．０５６５％

２５．１４

７．１２６１％

０．０５６５％

１５．０８
１６２．３７
３５２．７９

４．２７４５％
４６．０２４５％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３３９％
０．３６４７％
０．７９２５％

本次登记的激励对象以及获授的权益数量与前期授予公告所列一致，未
有调整。 详细请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股票期权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
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
５、授予数量：本授予的期权总数为 ３５２．７９万份，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为
３５２．７９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０．７９２５％。
６、行权价格：本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６．３５元。
７、行权安排：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５年，自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股票期权授权日起的五年时间。 股票期权行权安排如下：
序号

行权时间

第一个行权期
第二个行权期
第三个行权期

可行权数量占获授期权数
量比例

自本次授权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本次授权日
起 ３６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自本次授权日起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本次授权日
起 ４８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自本次授权日起 ４８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本次授权日
起 ６０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１／３
１／３
１／３

若未能满足行权条件，则当期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该部分股票期权由公
司注销。 若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件但未在上述行权期内全部行权的，则未行权
的该部分期权由公司注销。
特此公告。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二年八月十五日

推，其中：议案二项下有多项子议案，可对全部子议案逐一进行表决，如：２．０１元代表议案二中子议案１，
２．０２元代表议案二中子议案２，以此类推，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对应的申报价格为：
总议案
议案一
议案二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议案三
议案四
议案五
议案六
议案七
议案八

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以
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因盖洪涛先生的辞职导致公司监事会人数低于法
定最低人数，盖洪涛先生的监事职务需履行至新的监事选举产生之日。 盖洪涛
先生辞职后，其不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在此，公司及董事会、监事会谨向李彤彤女士和盖洪涛先生在任期内对公
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

证券简称：江海股份

公告编号：２０１２－０２４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编号：临２０１２－０１７

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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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
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以电子邮件、传真、送达的方式发出。 应出席
董事９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９人。 本次会议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
章程》规定，会议经过表决，作出决议如下：
司《
审议通过 《
关于格力房产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申请贷
款的议案》。

编号：２０１２－０１１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监事辞职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２０１２－４１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和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近日接第一大股东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直接持有本公司
股份３，８６０，０５２，２４４股，占本公司总股本６１．６７％％，下称＂新湖集团＂）通知，新
湖集团近日将原质押给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西支行的本公司股
份４７，１８０，０００股解除质押， 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理了股份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同时，新湖集团将本公司股份２５，９６０，６００股和
２８６，６００，０００股质押给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西支行和华鑫国际

证券简称：中科金财

议案名称
表示对以下议案一至议案八所有议案统一表决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发行方式和时间
发行数量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定价原则和发行价格
发行股票限售期
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用途
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决议有效期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具体发行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合同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
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上海华信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
份的议案

申报价格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１
２．０２
２．０３
２．０４
２．０５
２．０６
２．０７
２．０８
２．０９
２．１０
３．００
４．００
５．００
６．００
７．００
８．００

注：对于议案二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２．００元代表对议案二下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２．０１元代表议
案二中的子议案１，２．０２元代表议案二中的子议案２，以此类推；
（
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２）在“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１股
２股
３股
（
３）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５、注意事项：
（
１）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
２）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３）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网络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４）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１８：００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
业部查询。
（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操作流程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
１、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按照《
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密码服务专区”；填写“
姓名”、“
证券账户号”、“
身份证号”
等资料，设置６－８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４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激活服务密码：
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１１：３０前发出的，当日下午１３：
００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１１：３０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
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
法与激活方法类似。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２２５／８２０８３２２６／８２０８３２２７。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 具体操作办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二
１）登录 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在“
〇一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投票登录”，选择“
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
证券账户号”和“
服务密码”；已申领
２）进入后点击“
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３）进入后点击“
（
４）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３、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２０１２年９月２日下午 １５：
００至２０１２年９月３日下午１５：００的任意时间。
五、其他注意事项
１、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住宿、交通费用自理。
３、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
行。
特此公告。
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安徽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２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本公司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进行表决。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形
式、方式做出具体指示，受托人可行使酌情裁量权，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投票同意、反对或弃权。
表决结果
表 决 事 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２、审议《关于公司２０１２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逐项表决）
２．０１、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０２、发行方式和时间
２．０３、发行数量
２．０４、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２．０５、定价原则和发行价格
２．０６、发行股票限售期
２．０７、上市地点
２．０８、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用途
２．０９、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２．１０、决议有效期
３、审议《关于公司２０１２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４、审议《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５、审议《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６、审议《关于公司与具体发行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合同的议案》
７、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８、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上海华信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的
议案》
委托人（
签字）：
受托人（
签字）：
身份证号（
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书有效期限：
签署日期：２０１２年
月
日
附注：
同意”、“
反对”、“
弃权”任何一栏内打“
１、请在“
√”；
２、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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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要提示：
１．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会议召开时间：２０１２ 年８月１５ 日下午 １３：３０；
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日）上午９：３０－
１１：３０， 下午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互联网投票时间为：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４日（
星期一、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
下午１５：００－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８日下午１５：００期间的任何时间。
３、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平潮镇通扬南路７９号；
４、会议方式： 现场会议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５、股权登记日：２０１２ 年８月９日；
６、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卫东先生；
７、会议出席情况：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共计３３名， 代表公司股份１５６，２０２，２５０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７５．０９７２％，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２７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１５６，０００，０００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７５％；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６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２０２，２５０股，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规定的有效
表决股数。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
公司法》、《
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
务所阚赢律师、邵斌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章程》的议案
１、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
表决结果为：同意１５６，０８３，８２０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９９．９２ ％；反对票为１１８，４３０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
证券代码：００２４５７

证券简称：青龙管业

公告编号：２０１２－０３９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０日以专人送达、传真和电子邮件的
方式发出。
星期三）上午十时在宁夏银川高新区创
２、本次董事会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
新园４１号公司证券事务部三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
３、本次会议应到董事９人，现场实到董事５人，独立董事钟朋荣先生、董事
季伟先生、董事杜学智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参会，独立董事赵文先生授权委托
独立董事哈岸英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４、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家兴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表列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
５、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
表决结果：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本议案审议通过。
为满足市场有效需求、 拓展公司业务领域， 同意公司在经营范围中增加
“
压力钢管和压力钢岔管的生产、销售”的内容，并对公司章程中的相应条款进
行修订。 具体如下：
章程原文：
第十四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水泥混凝土制品制造、
销售；塑胶、橡胶制品制造、销售；水泥预制构件制造、销售；水利水电及给排水
管道工程的施工安装，节水灌溉工程的设计和施工安装。
修订为：
第十四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水泥混凝土制品制造、
销售；塑胶、橡胶制品制造、销售；水泥预制构件制造、销售；水利水电及给排水
管道工程的施工安装，节水灌溉工程的设计和施工安装；压力钢管和压力岔管
的生产、销售。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议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 公司董事会授权委托经营层具体办
理公司章程的备案和营业执照的变更登记手续。
关于制订＜公司风险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２、《
表决结果：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本议案审议通过。
为规范公司的风险投资及相关信息披露工作，防范投资风险，强化风险控
制，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和公司利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３０号：风险投资》等法律、法规、规范
引》、《
公司章程》、《
公司重大投资决策程序与规则》的有关规定，结合本
性文件以及《
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风险投资管理制度》。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关于公司聘任独立董事的议案》；
３、《
表决结果：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本议案审议通过。
公司董事会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９日接到独立董事钟朋荣先生的书面辞呈， 因工
作原因，钟朋荣先生决定自２０１２年９月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的职务，也不再担
任公司的任何职务。
钟朋荣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
的规定人数，故钟朋荣先生的辞呈将在新任独立董事填补其空缺后方能生效。
在其辞呈尚未生效前，钟朋荣先生仍需履行独立董事职责。
公司董事会提名黄俊立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任期自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黄俊立先生简历如下：
黄俊立，男，汉族，生于１９６８年６月２０日，中共党员。
１９９４年９月至１９９７年７月就读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系， 硕士研究
生；１９９７年９月至２０００年７月就读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系， 博士研究
生。 ２０００年７月至今任职于北京大学社会经济与文化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 未在其他单位兼职。
黄俊立先生最近五年未在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
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
黄俊立先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黄俊立先生于２０１２年７月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独立董事提名人和独立董事候选人已发表了声明、 现任独立董事已发表
了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候选人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无异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关于召开２０１２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４、《
表决结果：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本议案审议通过。
公司定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３１日（
星期五）上午９：００在宁夏青铜峡市河西宁夏青
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２０１２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以下
议案：
关于调整控股子公司增资方案的议案》
１、《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
关于制订＜公司风险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聘任独立董事的议案》
４、《
具体内容详见 《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２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通知》（
公告编号：２０１２－０４０）。
三、备查文件
１．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２．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４５７
证券简称：青龙管业
公告编号：２０１２－０４０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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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的０．０８％；弃权票为０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关于股东回报规划事宜的论证报告》
２、审议通过了《
表决结果为：同意１５６，０８３，８２０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９９．９２ ％；反对票为１１８，４３０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０．０８％；弃权票为０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３、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股东
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为：同意１５６，０８３，８２０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９９．９２ ％；反对票为１１８，４３０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０．０８％；弃权票为０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的详细内容已于２０１２年７月３１日在巨潮资
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证券时报及中国证券报披露，敬请投资者查阅。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阚赢律师、邵斌律师见证，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
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做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１、南通江海电容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关于南通江海电容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２年第
２、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通江海电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
一、股东大会的基本情况：
１、股东大会届次：２０１２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关于召开２０１２年第
２、会议召集人：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３、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
宁
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星期五）上午９：００开始，会期半天。为保证会
４、会议时间：２０１２年８月３１日（
议按时召开，现场登记时间截至８：５０；
５、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６、出席对象：
（
１）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８日，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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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会议地点：宁夏青铜峡市河西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一、《
关于调整控股子公司增资方案的议案》；
议案二、《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制订＜公司风险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议案三、《
议案四、《
关于公司聘任独立董事的议案》。
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公告，议案二、
议案一详见２０１２年７月３１日发布在“
议案三、议案四详见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刊登于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巨潮资讯网的 《
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２－０３９）。
包括股东代理人）
其中议案二为特别决议案，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２／３以上通过。
三、登记事项：
１、登记时间：２０１２年８月３０日上午９：００－１１：３０，下午１５：００－１７：３０
２、登记地点：宁夏银川高新区创新园４１号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证
券事务部。
３、登记办法：
（
１）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账户卡原件、持股证明办理登记
手续；
（
２）法人股东持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
见附件）、股东账户卡、持股证明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进行登记；
（
见附件）、委托人证券账
３）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
户卡及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
４）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复印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但在
出席股东大会时请出示相关证件原件。 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公司传真：０９５１—５６７３７９６
邮政地址： 宁夏银川高新区创新园４１号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
事务部（
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邮编：７５０００２
（
五）其他事项：
１、出席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员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２、会议咨询：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人：马跃、范仁平
电话：０９５１－５０７０３８０、５６７３７９６ 传真：０９５１－５６７３７９６
授权委托书及回执见附件。
特此公告。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八月十五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女士）作为股东代理人，代理本
人（
本公司）
出席２０１２ 年８月３１日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
限公司２０１２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本委托书所示意见代为行使表决权。
对未作具体表决指示的议案，被委托人可行使裁量权，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投
票赞成或反对某预案或弃权。
序号

１
２
３
４

票

表决事项

同意

表决意见
反对

弃权

《关于调整控股子公司增资方案的议案》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制订 ＜ 公司风险投资管理制度 ＞ 的议案》
《关于公司聘任独立董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盖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有效期限：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代理人签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注：１、股东请在选项中打√；
２、每项均为单选，多选视为对该项议案弃权；
３、单位委托需加盖单位公章。
附件二：
回
执
截止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８日１５：００时，我单位（
个人）持有“
青龙管业”（
００２４５７）股
股，拟参加公司２０１２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东帐号：
股东单位名称或姓名（
签字盖章）：
出席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登记日期：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