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008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2012年8月16日 星期四

股票简称：西飞国际

关于增加工银瑞信７天
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与天相投资顾问
有限公司（
简称“
天相投顾”）、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渤海证券”）签署
的《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天相投顾、渤
海证券从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７日起代销工银瑞信７天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简称： 工银７天理财债券；Ａ类份额基金代码：４８５１１８，Ｂ类份额基金代码：
４８５０１８）。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１、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１９号富凯大厦Ｂ座７０１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５号新盛大厦Ｂ座４层
法定代表人：林义相
联系人：林爽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６０４５６０８
客服电话： ０１０－６６０４５６７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０４５５２７
网址： ｗｗｗ．ｔｘｓｅｃ．ｃｏｍ

２、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４２号写字楼１０１室
办公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宾水西道８号
法定代表人：杜庆平
联系人：王兆权
联系电话：０２２－２８４５１８６１
传真：０２２－２８４５１８９２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５１５－９８８
网址：ｗｗｗ．ｂｈｚｑ．ｃｏｍ
３、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１１－９９９９
网站：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ｓ．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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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召开时间：２０１２年 ８月 １５日（星期三）下午 １４：３０。
（二）召开地点：西安市阎良区西飞大道一号西飞宾馆第五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四）召集人：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唐军
（六）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程 序 符 合 《公 司 法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大 会 规 则 》、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４ 人， 代表股份 １，４１４，
１２２，８８４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７．０８％。
（二 ）出 席 本 次 会 议 的 其 他 人 员 为 公 司 董 事 、监 事 、董 事 会 秘 书 和 见 证 律
师，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对列入会议通知中的议案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００２４２８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
新任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

２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过往从业经历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国籍
学历、学位

副总经理
杨广明
是

２０１２－０８－０９
２０１２－０８－０９
１９８８ 年 １ 月至 １９９５ 年 １ 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中国水产集团公司华农公司开发部副经理（副处级）；１９９５
年 １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４ 月任国务院扶贫办外资项目管理中心财务采购部高级项目经理（副处级）；１９９７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任华夏证券北京东四营业部投资银行部经理；２００１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任华夏证券有限公司（总部）董
事会办公室高级经理；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任华夏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部）综合管理部总经理助理；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任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助理总裁；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任泰阳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副总裁；２００８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任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助理总裁；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任方正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助理总裁；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至今任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拟任副总经理（分管专户业务）。
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基金从业资格
中国
本科、学士

上述变更事项，经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北京监管局报备。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６０１１１１

股票简称：中国国航

编号：临２０１２－０２５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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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
以下简称“
本次会议”）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以书面议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
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一
致通过如下决议：
批准《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油料套期保值业务管理规定（
暂行）（
２０１２
年修订）》、《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油料套期保值业务风险管理手册（
２０１２
年修订）》和《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油料套期保值业务操作流程（
２０１２年修
订）》，该等油料套期保值的制度文件将于公司董事会批准后颁布实施。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中国北京，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６０１１１１

股票简称：中国国航

编号：临２０１２－０２６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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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００２４７７

证券简称：雏鹰农牧

公告编号：２０１２－０６０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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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４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现场会议举行地点为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会议资料已于２０１２年８月
４日通过书面、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１１人，实际出席董事１１人。 会
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侯建芳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形成本次董
事会决议如下：
一、以１１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侯建芳董事（
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
日起三年。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
二、 以 １１票同意，０ 票反对，０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
案》；
同意选举侯五群董事（
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
之日起三年。
三、逐项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３．１ 以 １１票同意，０ 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
事项；
同意董事侯建芳、董事侯五群、董事李花、董事候斌、董事丁美兰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委员，董事侯建芳为战略委员会召集人。
３．２ 以 １１票同意，０ 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
事项；
同意独立董事王秀、独立董事甘培忠、独立董事徐桂芳、董事侯五群、董事吴易得为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其中独立董事王秀为会计专业人士），独立董事王秀为审计委员会召集人。
３．３ 以 １１票同意，０ 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
事项；
同意独立董事甘培忠、独立董事冷安钟、独立董事徐桂芳、董事侯建芳、董事杨桂红为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独立董事甘培忠为提名委员会召集人。
３．４ 以 １１票同意，０ 票反对，０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委员的事项。
同意独立董事冷安钟、独立董事甘培忠、独立董事王秀、董事吴易得、董事杨桂红为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独立董事冷安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
以上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三年，简历详见附件。
四、逐项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任公司首席执行官（
ＣＥＯ）、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具体
表决结果如下：
４．１ 以 １１票同意，０ 票反对，０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侯建芳先生为公司首席执行官
（
ＣＥＯ）的事项；
４．２ 以 １１票同意，０ 票反对，０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吴易得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事
项；
４．３ 以 １１票同意，０ 票反对，０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贡妍妍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
事项；
以上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三年，简历详见附件。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五、逐项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任公司总裁、副总裁、财务总监、总兽医师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
下：
５．１ 以 １１票同意，０ 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李花女士为公司总裁的事项；
５．２ 以 １１票同意，０ 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侯五群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的事项；
５．３ 以 １１票同意，０ 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吴易得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的事项；
５．４ 以 １１票同意，０ 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杨桂红女士为公司副总裁的事项；
５．５ 以 １１票同意，０ 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区锐强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的事项；
５．６ 以 １１票同意，０ 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肖宜龙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的事项；
５．７ 以 １１票同意，０ 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杨桂红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的事项；
５．８ 以 １１票同意，０ 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司海坤先生为公司总兽医师的事项。
以上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三年，简历详见附件。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五日
附件：侯建芳、侯五群、李花、吴易得、候斌、杨桂红、丁美兰、甘培忠、王秀、冷安钟、徐桂芳、贡妍
妍、区锐强、肖宜龙、司海坤简历
侯建芳先生，中国国籍，１９６６年出生，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ＥＭＢＡ，经济师。 ２００６年７月－
以下简称“
雏鹰禽业”、河南雏鹰畜禽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
２０１２年８月历任河南雏鹰禽业发展有限公司（
简称“
雏鹰有限”）、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现任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ＣＥＯ）、全资子公司吉林雏鹰农贸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全资子公司三门峡雏鹰农牧
新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河南新郑农村商业银行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全资子公司雏鹰集团（
董事、中国畜牧业协会副会长。 侯建芳先生持有公司２４７，８６０，４００股份，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为副董事长侯五群先生之侄，董事候斌女士之堂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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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五群先生，中国国籍，１９６５年出生，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大学本科。 ２００６年７月－２０１２年
８月历任雏鹰禽业、雏鹰有限、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 现任雏鹰农牧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副总裁、控股子公司渑池雏鹰特种养殖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全资子公司郑州雏
鹰蔬菜种植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全资子公司开封雏鹰肉类加工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雏鹰农牧学院第一
届理事会理事长。 侯五群先生持有公司１８，４００，０００股份，为董事长侯建芳先生之叔，董事候斌女士之
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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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花女士，中国国籍，１９７０年出生，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 ２００７年８月－２００９年６月任华商书
院高级讲师；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２００９年６月任雏鹰有限常务副总经理；２００９年７月至２０１２年８月任雏鹰农牧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常务副总经理。 现任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总裁、雏鹰农牧学院第
一届理事会副理事长。 李花女士持有公司４００，０００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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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易得先生，中国国籍，１９７９年出生，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会计师。 ２００６年７月－２００９年６

会议经过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批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 决 结 果 ：同 意 １，４１４，１２２，８８４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１００％ ；反 对 ０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０％ ；弃 权 ０ 股 ，占 出
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郭 斌、贺伟平
（三）律师意见：本次会议召 集 和 召 开 程 序 、召 集 人 主 体 资 格 、出 席 会 议 人
员主体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大 会 规 则 》和 《公 司
章程》之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２０１２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 北京市嘉源律 师 事 务 所 关 于 西 安 飞 机 国 际 航 空 制 造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２０１２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安飞机国际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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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１ 公告基本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
任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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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飞机国际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公告
基金管理公司名称
公告依据
高管变更类型

股票代码：０００７６８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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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
１、公司于２０１２年７月３０日在《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网（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刊登了《
有限公司关于召开２０１２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２、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及修改议案的情况；
３、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上午９ 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
２０１２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委托代
理人共计６人，持有或代表有表决权股份２００，６４４，０１４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６１．４４％。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包文东主持。 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部分高
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认真审议并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章程修正案》；
１、会议审议并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
对该项议案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２００，６４４，０１４股，其中同意２００，６４４，０１４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１００％，反对０股，弃权０股。
未来三年（
２、会议审议并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
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股东回报规
划》；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证券代码：００２４４２

会议（
以下简称“
本次会议”）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以书面议案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
涉及如下重大事项的决议：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油料套期保值业务管理规定（
暂行）
一、批准《
（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油料套期保值业务风险管理手
２０１２年修订）》、《
册（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油料套期保值业务操作流程
２０１２年修订）》和《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油料套期保值业务管理规定（
暂
（
２０１２年修订）》。 《
行）（
２０１２年修订）》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二、批准公司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存放和管理公司向中国航空集
团公司非公开发行１９２，７９６，３３１股Ａ股股票的募集资金，账户名称为：中国国际
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开户行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天柱路支行，账号
为：３２０７５９１９７８１５。
承董事会命
饶昕瑜
董事会秘书
中国北京，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五日

月历任雏鹰禽业、 雏鹰有限董事兼副总经理；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０１２年８月任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兼董事会秘书。 现任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中国畜牧业协会第三届
理事会理事，第一届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监事会监事，２０１０年中国中小板上市公司优秀董秘，河南上市公
金牌董秘”。 吴易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
司协会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度“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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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易得先生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秘资格证书，联系方式为：电话０３７１－６２５８ ３５８８，传真
０３７１－６２５８ ３８２５，邮箱： ｃｙｗｙｄ＠１２６．ｃｏｍ。
候斌女士，中国国籍，１９８１年出生，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大学本科。 ２００６年７月－２００９年６
月历任雏鹰禽业、雏鹰有限董事。 现任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河南工程学院教师。 候斌女士
持有公司１８，０００，０００股份，为董事长侯建芳先生之堂妹，副董事长侯五群先生之侄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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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桂红女士，中国国籍，１９６４年出生，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会计师，国际注
册内部审计师，注册会计师。 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００８年７月任北京京都会计师事务所山西分所高级项目经理；
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００９年６月任京都天华高级项目经理，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０１２年８月任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财务总监。 现任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财务总监，全资子公司开封雏鹰肉类加工
有限公司监事，全资子公司三门峡雏鹰农牧有限公司监事，控股子公司渑池雏鹰特种养殖有限公司监
事、全资子公司雏鹰集团（
新乡）有限公司监事。 杨桂红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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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美兰女士，中国国籍，１９５０年出生，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 ２００３年４月－２００９年３月在河南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任副局长、党组成员、巡视员等职务；２０１２年４月至今在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任高级顾问；现任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丁美兰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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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培忠先生，中国国籍，１９５６年出生，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教授。２００２年起任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２００９年起任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北京奥德赛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甘培忠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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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秀女士，中国国籍，１９７１年出生，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注册会计师。２００４年４月－２００７年１２月任河南
省思为财税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河南省大思为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部主任。 王秀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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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养殖技术》杂志社社长，
冷安钟先生，中国国籍，１９６７年出生，无永久境外居留权。１９９６年起任《
２００９年起任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冷安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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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桂芳女士，中国国籍，１９５３年出生，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大学本科。 １９９５年７月－２００８年
５月，任农业部全国畜牧兽医总站种禽管理处畜禽品种资源处处长；２００８年至今退休。２００９年５月至今任
中国畜牧业协会副秘书长。 现任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徐桂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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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贡妍妍女士，中国国籍，１９８２年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２００９年加入公司，在公司证券
投资部工作，担任证券投资部经理。 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贡妍妍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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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贡妍妍女士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秘资格证书， 联系方式为：电
话０３７１－６２５８ ３８２５，传真０３７１－６２５８３８２５，邮箱：ｇｏｎｇｙｙ＠ｃｈｕ－ｙｉｎｇ．ｃｏｍ。
区锐强先生，中国国籍，１９７０年出生，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２００４年９月－２００９年１０月任广州
绿茵阁连锁餐饮有限公司营运总监；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０１１年１０月任广州Ｑ立方时尚餐厅董事总经理；２０１１
年１０月进入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现任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区锐强先生未
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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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宜龙先生，中国国籍，１９７７年出生，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研究生进修。 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００９年５月任深
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经理；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０１１年２月任深圳市东迪欣科技有限公司人力
资源总监；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０１２年４ 月任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行政总监；２０１２年６月－
２０１２年７ 月任广东名门锁业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 现任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肖宜龙
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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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海坤先生，中国国籍，１９５６年出生，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兽医师。２００４年
６月－２００９年６月先后担任雏鹰禽业、雏鹰有限场长、经理、副总经理。 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０１２年８月任雏鹰农牧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兽医师。 司海坤先生未持有公司股
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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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００２４７７
证券简称：雏鹰农牧
公告编号：２０１２－０６１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
任。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２０１２年第一次临
时会议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２日以电话方式通知了各位董事，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上午９：
００ 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９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９人。 会
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以记名
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参与表决的董事一致同意关于《
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和发
行价格的议案》。
议案内容如下：
（
一）发行数量的调整
公司２０１１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由４，５００万
股（
含４，５００万股）调整为不超过６，７５０万股（
含６，７５０万股）。
（
二）发行底价的调整
公司２０１１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 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由不低于９．２６
元／股调整为不低于６．０４元／股。
与上述议案相关的备查文件如下：
１、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８日第二届董事会２０１１年第八次会议及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７日召
关于公司２０１１年度非公开发行股
开的２０１１年第三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票方案的议案》
议案对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的规定如下：

公告编号：２０１２－０２５

含本数），定价基准日为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４，５００万股（
第二届董事会２０１１年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９日），发行价格不
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９０％，即９．２６元／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除权、除息的，本次发行底价将进
行相应调整。
２、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８日召开的２０１１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２０１１年年度权益
分派方案：以公司现有股本３２，０００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１０股派送人民币
现金２元（
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ＱＦＩＩ、ＲＱＦＩＩ实际每１０股派１．８元；
对于ＱＦＩＩ、ＲＱＦＩＩ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
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１０股转增５股。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１年度权益分派
３、根据２０１２年３月３０日公告的《
实施公告》：公司２０１１年度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为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０日，除权除息
日为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１日， 本次所送 （
转） 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年０４月１１日
上述备查文件及公告见公司指定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０８月１５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纳斯达克１００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
１．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运作方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业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２，６１８，３３８．９３
人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１．０３％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
是
续的条件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

广发纳斯达克１００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广发纳斯达克１００指数（ＱＤＩＩ）

２７００４２
契约型开放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５６８号
自２０１２年７月９日
基金募集期间
至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０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４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２，７６２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２５４，６９７，２７２．２３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元）
２４，４６７．２１
有效认购份额
２５４，６９７，２７２．２３
募集份额（单位：份）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２４，４６７．２１
合计
２５４，７２１，７３９．４４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份）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７．８５％
有资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认购日期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０日

注：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该只基金份
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１００万份以上； 该只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该只基金份额
总量的数量区间为０至１０万份。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
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３．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基金开放日及开放时间
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同时开放
交易的工作日为本基金的开放日，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
的要求或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开放日的具体业务
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的交易时间。 投资者在
《
基金合同》约定的日期和时间之外提出申购、赎回或转换申请的，其基金份
额申购、赎回价格为下次办理基金份额申购、赎回时间所在开放日的价格。
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
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并公告。
（
２）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自基金合同生效日后不超过三个月开始办理。 具体
业务办理时间由基金管理人另行公告。 在确定申购开始时间与赎回开始时间
后，由基金管理人于开始申购或赎回的２日前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公告。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
天弘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
天弘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公告依据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５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法规、《广发纳斯达克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广发纳斯达克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招募说明书》

２．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为了进一步方便投资者的理财活动，根据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
本公司”）与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国海证券”）签署的相关
基金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决定，自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起，新增国海证券为天弘
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Ａ类基金代码：４２０００８、Ｂ类基金代码：４２０１０８）的

为了进一步方便投资者的理财活动，根据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
本公司”）与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国联证券”）签署的相关基
金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决定，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起，新增国联证券为天弘债券

代销机构。 届时投资者可通过国海证券营业网点及网上交易系统办理基金的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Ａ类基金代码：４２０００８、Ｂ类基金代码：４２０１０８）的代销

开户、申购和赎回等业务。

机构。届时投资者可通过国联证券营业网点及网上交易系统办理基金的开户、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申购和赎回等业务。

１、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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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４日在公司
会议室召开，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４日以书面、电话或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了各位监事，
本次会议由公司股东代表监事侯松平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３ 人，实到３ 人，公司董事会秘书
和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形成本次监事会决议如下：
一、以３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侯松平监事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五日
附件：监事会主席简历
侯松平女士，中国国籍，１９４９年出生，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民盟盟员，大学本科，中级编辑；１９８７年６
月－１９９３年１２月任河南新郑县县志总编室编辑；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２００６年１０月任新郑市工商业联合会会长。
２００７年退休。 现任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侯松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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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简称：龙星化工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２０１２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公告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
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通过

对该项议案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２００，６４４，０１４股，其中同意２００，６４４，０１４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１００％，反对０股，弃权０股。
关于对公司〈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进行修
３、会议审议并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
订的议案》；
对该项议案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２００，６４４，０１４股，其中同意２００，６４４，０１４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１００％，反对０股，弃权０股。
关于选举李红斌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
４、会议审议并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
会董事的议案》；
对该项议案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２００，６４４，０１４股，其中同意２００，６４４，０１４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１００％，反对０股，弃权０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认为公
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
证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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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
证券法》、《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２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关于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２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客服热线：０２２－８３３１０９８８、４００－７１０－９９９９

１、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ｗｗｗ．ｔ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客服热线：０２２－８３３１０９８８、４００－７１０－９９９９

２、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网站：ｗｗｗ．ｔ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客服热线：９５５６３
网站：ｗｗｗ．ｇ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２、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

客服热线：９５５７０

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
前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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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ｗｗｗ．ｇｌｓｃ．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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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前

特此公告

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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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