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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币１４，０００万元。 同日，省盐总公司及和邦集团共同签署了发起人协议。
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７日，四川君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君和验字（
２００９）第２０１４号验资报告，确认顺城化
工出资到位。
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８日， 顺城化工在四川省乐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 取得了注册号为５１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２１３２３号的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整体变更后，顺城化工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１
２

股东名称
和邦集团
省盐总公司
合 计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

７ ，０００．００
７ ，０００．００
１４ ，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２００９年１２月增资
（
１）省盐总公司向顺城化工增资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４日，顺城化工股东大会通过决议增发股份３，２００万股，全部由省盐总公司认购。
验资报告》，确认增资资金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８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成都分所出具了ＸＹＺＨ／２００９ＣＤＡ７０２８－１号《
到位。 顺城化工相应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
２）和邦集团向顺城化工增资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９日，顺城化工股东大会通过决议增发股份２，８００万股，全部由和邦集团认购。
验资报告》，确认增资资金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０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成都分所出具了ＸＹＺＨ／２００９ＣＤＡ７０２８－２号《
到位。 顺城化工相应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增资后，顺城化工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１
２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和邦集团
省盐总公司
合 计

持股比例（％ ）

９ ，８００．００
１０ ，２００．００
２０ ，０００．００

１
２

股东名称

４９．００
５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持股数（万股）

和邦股份
省盐总公司
合 计

持股比例（％ ）

９ ，８００．００
１０ ，２００．００
２０ ，０００．００

４９．００
５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２０１１年３月增资
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８日，顺城化工股东大会通过决议增发股份３，２００万股，其中本公司认购１，５６８万股，省盐总公司认购
１，６３２万股。
本次增资，其中和邦股份与省盐总公司均以每股２元的价格分别认购新增股份１，５６８万股和１，６３２万股。 该次增
资完成后，发行人和四川省盐业总公司依然分别持有顺城化工４９％和５１％的股份。 该次增资履行了以下程序：
（
１）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８日，顺城化工召开２０１１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同意以每股２元的价格新增发行股份３，２００
万股。
（
川方略验字（
验资
２）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５日，四川方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向顺城化工出具了“
２０１１）０１６号”《
报告》。 根据该报告，截至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１日止，顺城化工已收到股东单位缴纳的全部增资款。
增资后，顺城化工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１
２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和邦股份
省盐总公司
合 计

持股比例（％ ）

１１ ，３６８．００
１１ ，８３２．００
２３ ，２００．００

４９．００
５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
三）主要业务与主要资产情况
顺城化工及其全资子公司犍为顺城的主要业务为工业盐和食用盐的生产和销售，投建双甘膦项目。 主要资产
为办公及生产用房屋及土地、制盐设备、投建的双甘膦项目。
（
四）最近二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顺城化工最近二年及一期财务报告（
合并报表）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１、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３ ／ ９ ／ ３０ ／
２０１２ ／ １２ ／ ３１ ／
２０１１ ／ １２ ／ ３１ ／
资产总额
１９６ ，７４７．８６
１５７ ，５８３．６９
１１５ ，０４２．２８
负债总额
１３６ ，１８６．２０
１００ ，８４３．４１
６０ ，４５１．１５
净资产
６０ ，５６１．６６
５６ ，７４０．２８
５４ ，５９１．１３
２、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２４ ，２９３．４５
３５ ，９１０．５９
３６ ，８３８．７７
利润总额
４ ，３２６．２２
６ ，７００．７８
６ ，１８０．８５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３ ，６６４．４３
５ ，５９４．２９
４ ，６２６．３７
注：２０１３年９月３０日及２０１３年１－９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第五节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情况
一、发行股份的价格和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为和邦股份向省盐总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和邦农科５１％股权。
根据《
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
告日前２０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上述所称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２０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２０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２０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二届董事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发行
价格为１４．６６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２０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股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
事项，本次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具体调整办法如下：
假设调整前发行价格为Ｐ０，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为Ｎ，每股增发新股或配股数为Ｋ，增发新股或配股价为Ａ，
每股派息为Ｄ，调整后发行价格为Ｐ１，则：
派息：Ｐ１＝Ｐ０－Ｄ
送股或转增股本：Ｐ１＝Ｐ０／（
１＋Ｎ）
增发新股或配股：Ｐ１＝（
Ｐ０＋ＡＫ）／（
１＋Ｋ）
三项同时进行：Ｐ１＝（
Ｐ０－Ｄ＋ＡＫ）／（
１＋Ｋ＋Ｎ）
二、发行股份的种类、每股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１．００元。
三、发行股份的数量、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
一）向省盐总公司发行股份数量
依据标的资产交易作价８１，４３２．５２６２万元及１４．６６元／股的发行价格计算，本次向省盐总公司发行股份数量为５５，
５４７，４２５股，差额部分由上市公司以现金方式向省盐总公司补足，本次重组不安排配套融资，最终新增股份发行数量
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
二）本次重组发行股份数量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本次重组前，公司总股本为４５０，０００，０００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后，公司总股本为５０５， ５４７，４２５股，本次重
组发行股份数量占本次重组后总股本的比例为１０．９９％。
四、股份锁定期
省盐总公司以资产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１２个月内不得转让。
此外，从法定限售期届满之日起，省盐总公司需分三年共三次进行解锁，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
资产评估报告》
及和邦股份与省盐总公司签署签署的《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每次解锁比例具体如下：
第一次解锁比例＝标的公司２０１４年承诺实现的净利润数÷２０１４年至２０１６年三年合计承诺实现的净利润数＝
２４．３５％；
第二次解锁比例＝标的公司２０１５年承诺实现的净利润数÷２０１４年至２０１６年三年合计承诺实现的净利润数＝
３７．５１％；
第三次解锁比例＝标的公司于２０１６年承诺实现的净利润数÷２０１４年至２０１６年三年合计承诺实现的净利润数＝
３８．１４％。
具体第一次、第二次解锁的股份数量分别为根据上述解锁比例计算的解锁股份总数扣除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５年业绩补
偿的股份数量之后的股份数量，第三次解锁的股份数量为根据上述解锁比例计算的解锁股份总数扣除２０１６年业绩
补偿的股份数量及资产减值补偿股份数量之后的股份数量。
本次交易结束后，省盐总公司因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五、独立财务顾问是否具有保荐机构资格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保荐机构资格，具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要求的资
格。
六、发行股份前后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经华信所审计的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和本次交易完成后的公司备考合并财务报表，上市公司发
行前后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资产负债率
项 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证券代码：６００７７７

２０１３ ／ １１ ／ ３０
交易前

２０１２ ／ １２ ／ ３１
交易后

５４９ ，６６８．２６
８４２ ，１５９．９０
２２１ ，６９３．６１
３７０ ，２０５．７８
３２７ ，９７４．６５
４７１ ，９５４．１３
４０．３３％
４３．９６％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１ 月
交易前

１４２ ，７０８．７８
５ ，８７１．０５
５ ，３９４．９１
１．６４％
０．１２

交易后

１４１ ，４７０．５８
５ ，５５９．６３
５ ，０８８．７７
１．０７％
０．１０

证券简称：新潮实业

交易前

交易后

５０４ ，６４３．４４
１６４ ，１７２．２２
３４０ ，４７１．２２
３２．５３％
２０１２ 年度
交易前

７２８ ，０９３．９７
２４３ ，３３７．１３
４８４ ，７５６．８４
３３．４２％
交易后

１７３ ，７７７．０９
３８ ，９７７．８３
３３ ，４８９．３７
１４．８９％
０．８６

１７３ ，７７７．０９
３８ ，９７７．８３
３３ ，４８９．３７
９．０７％
０．７５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３４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一大股东
协议转让所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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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触及要约收购：否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使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是
以下简称 “
公司／新潮实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业”）自公司第一大股东烟台东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东润投资”）处
获知：
以下简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８日，东润投资与深圳金志昌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称“
金志昌顺”）签署了《
股份转让协议》，东润投资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将其持
有公司全部股份９０，１９９，３６２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１４．４２％）转让给金志昌顺。
本次权益变动后，东润投资将不再持有公司股份，金志昌顺持有公司股份
９０，１９９，３６２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１４．４２％，将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东润投资与金志昌顺签署的《
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双方
１、出售方：烟台东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２、购买方：深圳金志昌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为深圳市福田区中
心区皇岗商务中心１号楼４５层０３－Ｂ；法定代表人为高恒远。
二、转让标的
东润投资同意根据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 向金志昌顺转让其所持有的
新潮实业的９０，１９９，３６２股股份。
三、转让价款
经双方充分协商，一致确定交易价格为人民币７．８８元／股。 东润投资将其持
有的新潮实业９０，１９９，３６２股转让予金志昌顺。
四、转让股份的过户
股份转让协议》项下转让款全部付至监管账户后三个工
１、东润投资应于《
作日内将本次交易项下股份转让确认申请递交至上海证券交易所， 确保标的
股份过户登记申请在合理时间内被登记结算公司审核通过。
２、在登记结算公司审核通过本次交易的股份过户登记申请后三个工作日
内， 东润投资负责申请将标的股份过户登记至金志昌顺名下，金志昌顺对上
述过户工作予以合理配合。
五、协议的生效
《
股份转让协议》 于东润投资和金志昌顺双方盖章签字之日起成立并生
效，即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上述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东润投资和金志昌顺需分别编制权益变动报告
书，公司将另行代为公告。
同时，本次权益变动将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具体
详见 《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更的提示性公告》。
特此公告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三年十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０６５

证券简称：东华软件

本次交易前

股东名称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７０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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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 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日以电
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会议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上午９：３０在公
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１０人，实到１０人，全体监事列席，会议由董事长薛
向东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
公司章程》及《
董事会议
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东华软件股
１、会议以１０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份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因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期共有３４２名激励对象办理期权行权而
增加注册资本的实际情况， 以及公司２０１２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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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事宜的议案》
中对董事会的授权，对《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公司章程》相关内容作出如下修改：
将原《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公司章程》中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６８９，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６９４，３０３，６１０ 元”；第十九条“
公司
９６７，２００元”修改为“
股份总数为６８９，９６７，２００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６８９，９６７，２００股，无其他
公司股份总数为６９４，３０３，６１０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种类股票”修改为“
６９４，３０３，６１０股，无其他种类股票”。
《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章程》 全文详见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北京东方通科技
２、会议以１０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发售公司所持部分的议案》；
公司现持有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称“
东方通”）１１．５％的股
份。 东方通已于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４日通过中国证监会创业板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

持股比例（％ ）

持股数（股）

贺正刚
和邦集团
省盐总公司
其他股东
总股本

３１ ，２６０ ，０００
２６８ ，７４０ ，０００
－
１５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５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持股数（股）

６．９５
５９．７２
－
３３．３３
１００．００
财务会计信息

本次交易后
持股比例（％ ）

３１ ，２６０ ，０００
２６８ ，７４０ ，０００
５５ ，５４７ ，４２５
１５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５０５ ， ５４７ ，４２５

６．１８
５３．１６
１０．９９
２９．６７
１００．００

第六节
一、标的资产最近二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川华信审（
根据华信所出具的和邦农科以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３０日为基准日的审计报告（
２０１３）２１８号），及和邦农科备考
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川华信审（
２０１３）２１９号），和邦农科的财务情况如下：
（
一）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 目

５、２０１０年９月股权转让
股权转让协议》，以顺城化工截至２０１０年６月３０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值为
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９日和邦集团与公司签署了《
作价依据，将其所持顺城化工４９％股权转让给本公司。 截至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３日，公司已支付完毕股权转让款。
本次股权转让后，顺城化工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七、发行股份前后股权结构对比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４５０，０００，０００股。 和邦集团持有２６８，７４０，０００股，占比５９．７２％，为公司控股股东。 贺正
刚持有和邦集团９９％股权，并直接持有公司３１，２６０，０００股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将增至５０５， ５３３，３３２股，和邦集团持有２６８，７４０，０００股，占比５３．１６％，仍为公司控股股
东。 贺正刚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预付款项
其他应收款
存货
流动资产合计
非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无形资产
递延所得税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资产总计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预收款项
应付职工薪酬
应付利息
其他应付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８９ ，７０２ ，３６７．７９
２ ，２３２ ，０００．００
６ ，６９１ ，７９３．８２
１０５ ，０４３ ，９６３．８５
３８２ ，５９３．４２
１２３ ，８１２ ，８６５．９７
４２７ ，８６５ ，５８４．８５

８６ ，１９６ ，５７５．８０
－
－
３５５ ，４８４ ，８４５．９１
－
－
４４１ ，６８１ ，４２１．７１

１７３ ，０２３ ，７４３．６５
－
－
２１２ ，０８４ ，６２１．２８
９ ，０９３ ，６０４．９８
－
３９４ ，２０１ ，９６９．９１

４ ，８６３ ，９４２．４７
１ ，３１０ ，２９３ ，３２７．８２
９ ，５４２ ，９７８．４２
５０ ，６６３ ，１５０．００
５２ ，８２９．９５
１ ，３７５ ，４１６ ，２２８．６６
１ ，８０３ ，２８１ ，８１３．５１

１ ，７０８ ，９１４．５７
５５９ ，８７５ ，６６８．５４
５１ ，７１９ ，９６６．５６
５０ ，６６３ ，１５０．００
－
６６３ ，９６７ ，６９９．６７
１ ，１０５ ，６４９ ，１２１．３８

１ ，３６３ ，６６６．３６
２１４ ，６７２ ，２１８．７４
１０ ，４８０ ，１４０．６１
４９ ，９３０ ，１００．００
－
２７６ ，４４６ ，１２５．７１
６７０ ，６４８ ，０９５．６２

３７０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９３ ，１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２７９ ，７０７ ，３４３．７４
１ ，００７ ，９６１．０５
５ ，１８２ ，３３１．６８
４ ，８０２ ，４１５．９６
３０ ，１４１ ，１３０．８０
３０５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１ ，０８８ ，９４１ ，１８３．２３

－
－
８５ ，４３２ ，５２６．４２
－
１ ，４７１ ，０５９．０３
１ ，３９０ ，３５０．４４
７ ，７１５ ，１８５．４９
－
９６ ，００９ ，１２１．３８

－
－
１３ ，４７３ ，０１６．２６
－
２ ，１８６ ，６０４．３５
５９１ ，８７５．０１
１３６ ，６００．００
－
１６ ，３８８ ，０９５．６２

３７５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２５ ，６４０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 ，６４０ ，０００．００
１ ，４８９ ，５８１ ，１８３．２３

６７０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２５ ，６４０ ，０００．００
６９５ ，６４０ ，０００．００
７９１ ，６４９ ，１２１．３８

３３０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０ ，２６０ ，０００．００
３４０ ，２６０ ，０００．００
３５６ ，６４８ ，０９５．６２

９２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２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
－２９９ ，３６９．７２
３１３ ，７００ ，６３０．２８
１ ，８０３ ，２８１ ，８１３．５１

－
３１４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
－
３１４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１ ，１０５ ，６４９ ，１２１．３８

－
３１４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
－
３１４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６７０ ，６４８ ，０９５．６２

（
二）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一、营业总收入
营业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营业成本
营业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
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
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减：所得税费用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１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
－
３５２ ，１９９．６７
－
－
－
－
－
３５２ ，１９９．６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３５２ ，１９９．６７
－
－
－
－３５２ ，１９９．６７
－５２ ，８２９．９５
－２９９ ，３６９．７２

－
－
－
－
－
－
－
－

－
－
－
－
－
－
－
－

（
三）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
目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各项税费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
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证券代码：６００７７７

２０１３ 年 １ — １１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
－
－
－
－
－
－
－
－
－
－
－
－

２０１１ 年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５７ ，５５２ ，１７０．８０

－

－

－
－
５７ ，５５２ ，１７０．８０

－
１５ ，３８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５ ，３８０ ，０００．００

－
１０ ，３２６ ，６５０．００
１０ ，３２６ ，６５０．００

３４８ ，８７１ ，１９４．６０

４６１ ，０００ ，２０９．０１

３６７ ，０２８ ，２７９．４８

－
－
－
３４８ ，８７１ ，１９４．６０
－２９１ ，３１９ ，０２３．８０
－
－
－

－
－
－
４６１ ，０００ ，２０９．０１
－４４５ ，６２０ ，２０９．０１
－
－
－

－
－
－
３６７ ，０２８ ，２７９．４８
－３５６ ，７０１ ，６２９．４８
－
６４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

证券简称：新潮实业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３５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公司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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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８日，公司第一大股东烟台东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深圳金志
股份转让协议》，烟台东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昌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署了《
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将其持有公司全部股份转让给深圳金志昌顺投资发展有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一大股东协
限公司。 具体详见公司发布的《
议转让所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次权益变动后，烟台东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将不再持有公司股份，深圳
金志昌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将持有公司股份９０，１９９，３６２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４．４２％，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同时，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实际控制人变将发生变更。 深圳金志昌顺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是深圳金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深圳金昌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为刘志廷和刘志臣（
各持有５０％的股权，其两人为兄弟关
系）。 因刘志臣为深圳金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拥有该公司的全部
表决权，因此刘志臣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公司第一大股东深圳金志昌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刘志臣的
具体信息详见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需编制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将代
为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三年十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６００７７７
证券简称：新潮实业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３６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复牌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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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因公司第一大股东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６日，公司披露了《
烟台东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正与第三方商讨转让所持公司股份的重大事宜，
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
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６日起停牌。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公司自烟台东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处获知：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８日， 烟台东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深圳金志昌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署了
《
股份转让协议》， 烟台东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将其持有
公司全部股份９０，１９９，３６２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１４．４２％）转让给深圳金志昌顺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 （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
证券日报》上披露的相关公
告）。
鉴于公司停牌事由的重大事项已经确定，依据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于２０１３
年１２月１１日开始复牌。
特此公告。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一三年十二月十日

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
根据中国证监会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３０日发布的《
革的意见》和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日发布的《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
份暂行规定》的相关要求，东方通拟调整原发行方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根据
询价结果可能涉及老股转让事宜。
公司同意东方通调整后的发行方案，在东方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与其他
股东按发行前持股比例公开发售部分股份，并承担该等股份发售对应的承销费
用。
关于召开２０１３年第二
３、会议以１０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情参见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关于召开２０１３年第二次临时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
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０６５
证券简称：东华软件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７１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关于召开２０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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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
会议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召开， 会议决定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６日上午９：３０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股东大会届次：公司２０１３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４９０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６６ ，１４５ ，２２１．６１
５５６ ，１４５ ，２２１．６１
１１０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４８ ，００５ ，９８５．６６
－
３８ ，２４３ ，６５８．６１
１９６ ，２４９ ，６４４．２７
３５９ ，８９５ ，５７７．３４
－３ ，３１２ ，０４１．１６
６５ ，２６２ ，１３３．３８
８６ ，１９６ ，５７５．８０
１５１ ，４５８ ，７０９．１８

３４０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５１ ，８７５ ，３５９．６７
３９１ ，８７５ ，３５９．６７
－
３３ ，６４４ ，１５１．２５
－
－
３３ ，６４４ ，１５１．２５
３５８ ，２３１ ，２０８．４２
５６１ ，７８２．７４
－８６ ，８２７ ，２１７．８５
１７３ ，０２３ ，７９３．６５
８６ ，１９６ ，５７５．８０

３３０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３１ ，４８４ ，４８１．０３
４２５ ，４８４ ，４８１．０３
－
１０ ，５７８ ，６１５．４６
－
－
１０ ，５７８ ，６１５．４６
４１４ ，９０５ ，８６５．５７
－３ ，１５７ ，９１０．２２
５５ ，０４６ ，３２５．８７
１１７ ，９７７ ，４１７．７８
１７３ ，０２３ ，７４３．６５

二、和邦股份最近一年及一期的备考财务报表
根据华信所出具的和邦股份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川华信审（
２０１３）２２０号），和邦股份的备考财务情况如
下：
１、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

目

货币资金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预付账款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存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长期股权投资
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无形资产
商誉
递延所得税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资产合计
项目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预收账款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应付利息
其他应付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实收资本（或股本）
资本公积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所有者权益合计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备考）
５１７ ，４７１ ，５９５．４３
３５３ ，６２９ ，３５２．５３
３３１ ，３９５ ，４３７．１７
６０５ ，５５３ ，４０９．２９
－
２３ ，５２０ ，０００．００
４ ，２７３ ，４９２．３４
６６５ ，５７１ ，０６９．２５
１００ ，１１０ ，６８４．９３
２ ，６０１ ，５２５ ，０４０．９４
１９２ ，５５０ ，３０７．７１
１ ，４７５ ，４８３ ，３５９．９３
１ ，８６６ ，３５２ ，０２８．８９
１３６ ，６２２ ，２８８．９５
８４９ ，６６４ ，３６９．６８
１ ，２６８ ，７００ ，３１９．８６
３０ ，７０１ ，３１８．４４
５ ，８２０ ，０７３ ，９９３．４６
８ ，４２１ ，５９９ ，０３４．４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备考）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备考）
１ ，４３８ ，０４１ ，８４０．７０
２４３ ，１４４ ，６７０．２５
１５５ ，３９２ ，３９５．６８
５０４ ，３５７ ，５６２．２２
４ ，９３５ ，７１６．４７
－
６５１ ，３９８．２３
４４８ ，９２３ ，２４８．１２

９８０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９３ ，１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４５９ ，７１２ ，５９９．５０
５２ ，８９１ ，２７３．６７
１２ ，５７５ ，２５３．４０
－２ ，３１２ ，７２７．８１
３２ ，０３６ ，１１０．７８
４２ ，７２７ ，５６８．９１
８２５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２ ，４９５ ，７３０ ，０７８．４５

３３０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７８５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３９４ ，９０７ ，１４８．３７
７８０ ，５３０．４８
２５ ，６４０ ，０００．００
１ ，２０６ ，３２７ ，６７８．８５
３ ，７０２ ，０５７ ，７５７．３０
５０５ ，５４７ ，４２５．００
２ ，５０６ ，０２３ ，９５１．７１
１ ，２５３ ，８５１．１３
１１８ ，１９６ ，４６５．６２
１ ，５８８ ，５１９ ，５８３．６４
４ ，７１９ ，５４１ ，２７７．１０
４ ，７１９ ，５４１ ，２７７．１０
８ ，４２１ ，５９９ ，０３４．４０

１ ，４１５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
７４０ ，３５７．４７
２５ ，６４０ ，０００．００
１ ，４４１ ，３８０ ，３５７．４７
２ ，４３３ ，３７１ ，３２６．８３
５０５ ，５４７ ，４２５．００
２ ，５０６ ，０２９ ，０１０．３３
１６３ ，６５７．０３
１１８ ，１９６ ，４６５．６２
１ ，７１７ ，６３１ ，８５０．６８
４ ，８４７ ，５６８ ，４０８．６６
４ ，８４７ ，５６８ ，４０８．６６
７ ，２８０ ，９３９ ，７３５．４９

２ ，７９５ ，４４６ ，８３１．６７
１４４ ，３１３ ，７５９．８１
１ ，５９９ ，８８０ ，２７１．０１
６９３ ，４７９ ，７６１．７９
５４ ，８３１ ，７２７．９５
７０４ ，６７４ ，７８２．８５
１ ，２６８ ，７００ ，３１９．８６
１９ ，６１２ ，２８０．５５
４ ，４８５ ，４９２ ，９０３．８２
７ ，２８０ ，９３９ ，７３５．４９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备考）

２３３ ，９７３ ，５６１．４４
６７ ，８７１ ，４７６．１４
１６ ，２０９ ，８７４．５７
－１ ，４４９ ，６８５．１６
４ ，２６８ ，３００．２８
８ ，１１７ ，４４２．０９
３３３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９９１ ，９９０ ，９６９．３６

２、利润表
单位：元
项
目
一、营业总收入
其中：营业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其中：营业成本
营业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四、利润总额
减：所得税费用
五、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少数股东损益
六、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释每股收益
七、其他综合收益
八、综合收益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１ 月（备考）
１ ，４１４ ，７０５ ，８３０．８６
１ ，４１４ ，７０５ ，８３０．８６
１ ，３８６ ，１７７ ，５４９．２４
１ ，１５２ ，４８１ ，８５２．７２
１９ ，９７３ ，２２４．２６
６４ ，４４５ ，３１６．９１
７２ ，２０３ ，０２１．１９
６７ ，２７０ ，９２２．０７
９ ，８０３ ，２１２．０９
－
２７ ，０１７ ，９９１．７３
２１ ，７３２ ，３６０．７９
－
５５ ，５４６ ，２７３．３５
５０ ，０００．００

５５ ，５９６ ，２７３．３５
４ ，７１６ ，７７８．９７
５０ ，８７９ ，４９４．３８
５０ ，８８７ ，７３２．９６
－８ ，２３８．５８

２０１２ 年度（备考）
１ ，７３７ ，７７０ ，８８９．１２
１ ，７３７ ，７７０ ，８８９．１２
１ ，３８０ ，９２８ ，１７０．５２
１ ，０８５ ，２１０ ，９１０．９５
２９ ，１９５ ，０７７．２９
５１ ，８９４ ，６９２．５２
１０１ ，８８０ ，３３３．６５
１０７ ，６０４ ，４１２．１１
５ ，１４２ ，７４４．００
－
２７ ，３７５ ，６６４．４６
２６ ，４８９ ，６１３．２４
－
３８４ ，２１８ ，３８３．０６
５ ，５６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８．００
１２８．００
３８９ ，７７８ ，２５５．０６
５４ ，８８４ ，５３１．１０
３３４ ，８９３ ，７２３．９６
３３４ ，８９３ ，７２３．９６
－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７５
０．７５

５０ ，８７９ ，４９４．３８
５０ ，８７９ ，４９４．３８
－

３３４ ，８９３ ，７２３．９６
３３４ ，８９３ ，７２３．９６
－

三、标的资产的盈利预测
根据华信所出具的和邦农科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川华信专（
２０１３）２６６号），和邦农科的盈利预测情况如下：
（
一）盈利预测编制基础
１、本盈利预测报告以经华信所审计的和邦农科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５日－１１月３０日已审已实现的财务数据为基础，结合
预测期间和邦农科的生产经营计划、投资计划、费用预算及其他有关资料，本着谨慎性的原则编制而成；
２、盈利预测已扣除企业所得税，但未考虑不确定的非经常性项目对和邦农科获利能力的影响；
３、本盈利预测所依据的会计政策在所有重要方面均遵循了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编制盈利预测时所采用的会
计政策及会计估计方法遵循了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企业会计准则，在各重要方面均与已审计财务报告的相关会
计政策和会计估计一致。
（
二）盈利预测基本假设
１、和邦农科遵循的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在预测期间内无重大改变；
２、和邦农科２０１４年度及以后年度均能持续经营；
３、和邦农科所处行业的政策和社会经济环境在预测期间内无重大改变；
４、和邦农科使用的各种税项在预测期间的征税基础、计算方法及税率不会有重大改变；
５、国家现行的外汇汇率、通货膨胀率、银行信贷利率在预测期间无重大改变；
６、和邦农科从事行业的特点及产品市场状况在预测期间无重大变化；
７、和邦农科的生产、经营计划、资金筹措计划均能于预测期间如期实现；
８、和邦农科的法人主体及相关的组织机构和会计主体于预测期间不发生重大变化；
９、和邦农科已签订的主要合同预期能如约履行；
１０、和邦农科无因高级管理人员舞弊、违法行为而对和邦农科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１１、和邦农科生产经营所需的主要原材料和能源供应能够满足生产经营需要，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售价在
预测期内较预测值无重大变化；
１２、和邦农科的产品均能按计划完工，按计划完成销售；不存在影响生产经营活动的重大不利因素；
１３、和邦农科的经营活动在预测期内不会因人力缺乏、资源短缺或成本重大波动而受到不利影响；
１４、和邦农科在预测期内无因自然灾害等人力不可抗拒或不可预见因素而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假如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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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度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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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２０１３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２０１３ 年１２月１０日上午９点在
公司２２３会议室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３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１５７９４２１７６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６４．２４％。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章俊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南京致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对大会进行了见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
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１、审议通过了《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表决情况如下：
１．１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表决情况：
（
１）选举熊俊先生为董事，同意票数１５７９４２１７６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１００％。
（
２）选举章俊先生为董事，同意票数１５７９４２１７６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１００％。
（
３）选举陆瑞峰先生为董事，同意票数１５７９４２１７６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１００％。
（
４）选举王建新先生为董事，同意票数１５７９４２１７６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１００％。
（
５）选举徐跃宗先生为董事，同意票数１５７９４２１７６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１００％。
（
６）选举施飞先生为董事，同意票数１５７９４２１７６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１００％。
１．２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表决情况：
（
１）选举陈传明先生为独立董事，同意票数 １５７９４２１７６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１００％。
（
２）选举冯巧根先生为独立董事，同意票数１５７９４２１７６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１００％。
（
３）选举戴克勤先生为独立董事，同意票数１５７９４２１７６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１００％。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由非独立董事熊俊先生、章俊先生、陆瑞峰先生、王建新先
生、徐跃宗先生、施飞先生和独立董事陈传明先生、冯巧根先生、戴克勤先生组成。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２、审议通过了《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了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表决情况如下：
（
１）选举陈建昌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同意票数１５７９４２１７６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１００％。
（
２）选举孙小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同意票数１５７９４２１７６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１００％。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由监事陈建昌先生、孙小军先生和职工代表监事张艳女士组
成。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叶树理、朱法建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
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以及《
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表
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决结果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和《
四、备查文件
１、公司２０１３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２０１３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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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２０１３年度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２０１３年度第一次会议通知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日
发出，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上午在公司２２３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章俊先生主持。 会议应出席董事９人，实际
出席董事９人，公司监事、拟聘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９票同意，０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
案》。
选举熊俊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薪酬
二、会议以９票同意，０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三名成员组成，冯巧根为主任委员，戴克勤、熊俊为委员。
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三名成员组成，陈传明为主任委员，戴克勤、施飞为委员。
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及董事会秘书的议
三、会议以９票同意，０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案》。
聘任徐跃宗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简历附后。
聘任杨灯富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简历附后。

３、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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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６日上午９：３０
５、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６、股权登记日：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４日。
５、出席对象：
（
１）截止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４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全体股东，股东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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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紫金数码园３号楼东华合创大厦１６层会
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
关于修订＜东华软件股份公司章程＞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具体内容参见刊登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的《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
《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
议决议公告（
公告号：２０１３－０７０）。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登记方式：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
加盖公章）、股东账户卡、法人授权委托书和
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手续；
异地股东可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传真或信函在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５日１６：
３０ 前送达或传真至本公司证券部）。
２、登记时间：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５日上午９：００－１１：３０、下午１４：００－１６：３０。

预见的因素导致自有资金不足而另行增加银行借款，可能会对和邦农科预期经营成果的实现产生一定的影响；
１５、盈利预测期间，和邦农科核心资产及技术的预期使用方式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不会因不可预期的重大技术
进步而面临减值或淘汰；
１６、盈利预测期间，和邦农科主要在建工程项目能按期完工并投入使用。
（
三）和邦农科的盈利预测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预测数
１２ 月预测数

１ 月至 １１ 月已审已实现数

一、营业收入
减：营业成本
营业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
投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净损失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
填列）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２０１４ 年度预测数

合 计

－
－
－
－
－
－
３５２ ，１９９．６７

－
－
－
－
－
－
－

－
－
－
－
－
－
３５２ ，１９９．６７

１ ，５５７ ，４７８ ，１２５．００
１ ，２７６ ，６４７ ，２７７．５０
－
３７ ，２１５ ，７５３．７４
３０ ，２８７ ，４０３．４６
５１ ，９８５ ，０４６．８１
３ ，５５８ ，８３７．５２

－

－

－

－

－

－

－

－

－

－

－

－

－３５２ ，１９９．６７
－
－
－

－
－
－
－

－３５２ ，１９９．６７
－
－
－

１５７ ，７８３ ，８０５．９８
１ ，１２１ ，７５０．００
－
－

－３５２ ，１９９．６７

－

－３５２ ，１９９．６７

１５８ ，９０５ ，５５５．９８

－５２ ，８２９．９５
－２９９ ，３６９．７２

－
－

－５２ ，８２９．９５
－２９９ ，３６９．７２

２３ ，８３５ ，８３３．４０
１３５ ，０６９ ，７２２．５８

四、和邦股份备考合并盈利预测
根据华信所出具的和邦股份备考合并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川华信专（
２０１３）２６７号），和邦股份备考合并盈利预测
情况如下：
（
一）盈利预测编制基础
在编制本次备考合并盈利预测表时，公司依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后的公司架构，根据国家的宏观
政策，分析了公司面临的市场环境，结合公司与和邦农科公司２０１３年度、２０１４年度的经营计划、各项业务收支计划，
已签订的销售合同及其他有关资料等，本着求实、稳健的原则，参照公司与和邦农科公司２０１３年度、２０１４年度的预测
经营业绩，经过分析研究而编制了本备考合并盈利预测报告。
本次备考合并盈利预测按照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和邦农科公司的股权完成后的公司架构，将和邦农科公
司于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１日的预测经营成果纳入备考合并盈利预测。盈利预测已扣除企业所得税，但未计
不确定的非经常性项目对公司获利能力的影响。 编制盈利预测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方法遵循了国家现
行的法律、法规、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在各重要方面均与本公司实际采用的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一致。
（
二）备考合并盈利预测基本假设
１、公司及子公司遵循的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在预测期间内无重大改变；
２、公司及子公司２０１４年度及以后年度均能持续经营；
３、公司及子公司所处行业的政策和行业的社会经济环境在预测期间内无重大改变；
４、公司及子公司使用的各种税项在预测期间的征税基础、计算方法及税率不会有重大改变；
５、国家现行的外汇汇率、通货膨胀率、银行信贷利率在预测期间无重大改变；
６、公司及子公司从事行业特点及产品市场状况在预测期间无重大变化；
７、公司及子公司的生产、经营计划、资金筹措计划均能于预测期间如期实现；
８、公司及子公司的法人主体及相关的组织机构和会计主体于预测期间不发生重大变化；
９、公司及子公司已签订的主要合同预期能如约履行；
１０、公司及子公司无因高层管理人员舞弊、违法行为而对公司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１１、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主要原材料和能源供应能够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
品售价在预测期内较预测值无重大变化；
１２、公司及子公司的产品均能按计划完工，按计划完成销售；不存在影响生产经营活动的重大不利因素；
１３、公司及子公司的经营活动在预测期内不会因人力缺乏、资源短缺或成本重大波动而受到不利影响；
１４、公司及子公司在预测期内无因自然灾害等人力不可抗拒或不可预见因素而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假如因
不可预见的因素导致自有资金不足而另行增加银行借款，可能会对公司预期经营成果的实现产生一定的影响；
１５、盈利预测期间，公司及子公司核心资产及技术的预期使用方式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不会因不可预期的重大
技术进步而面临减值或淘汰；
１６、盈利预测期间，公司、子公司武骏玻璃以及和邦农科的主要在建工程项目能按预测进度完工并投入使用。
（
三）备考合并盈利预测表
单位：元
项目
一、营业收入
减：营业成本
营业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
失以“－ ”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
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
业的投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
填列）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净损
失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
填列）
其中：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
现的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少数股东损益

１ 月至 １１ 月实际数
１ ，４１４ ，７０５ ，８３０．８６
１ ，１５２ ，４８１ ，８５２．７２
１９ ，９７３ ，２２４．２６
６４ ，４４５ ，３１６．９１
７２ ，２０３ ，０２１．１９
６７ ，２７０ ，９２２．０７
９ ，８０３ ，２１２．０９

２０１３ 年度预测数
１２ 月预测数
１４３ ，５６６ ，４８４．６６
１１６ ，４３５ ，５８３．０６
１ ，５９８ ，８０１．９７
９ ，６６６ ，７９７．０１
８ ，７９５ ，４２６．９０
７ ，１６２ ，２７６．３８
－５ ，６８１ ，８４２．０５

２０１４ 年度预测数

合 计

１ ，５５８ ，２７２ ，３１５．５２
１ ，２６８ ，９１７ ，４３５．７８
２１ ，５７２ ，０２６．２３
７４ ，１１２ ，１１３．９２
８０ ，９９８ ，４４８．０９
７４ ，４３３ ，１９８．４５
４ ，１２１ ，３７０．０４

３ ，６０４ ，１８９ ，８１０．４２
２ ，８７４ ，６３６ ，６０２．３０
２２ ，５７８ ，２３３．２０
１３４ ，６７６ ，３２９．８３
１３４ ，９４５ ，６４７．５８
１７５ ，４７３ ，３２６．３６
１５ ，６１７ ，４９１．００

－

－

－

－

２７ ，０１７ ，９９１．７３

－８６７ ，４７９．４４

２６ ，１５０ ，５１２．２９

１５ ，５２９ ，８８５．２３

２１ ，７３２ ，３６０．７９

－８６７ ，４７９．４４

２０ ，８６４ ，８８１．３５

１５ ，５２９ ，８８５．２３

５５ ，５４６ ，２７３．３５

４ ，７２１ ，９６１．９５

６０ ，２６８ ，２３５．３０

２６１ ，７９２ ，０６５．３８

５０ ，０００．００
－

－
－

５０ ，０００．００
－

１ ，１２１ ，７５０．００
－

－

－

－

－

５５ ，５９６ ，２７３．３５

４ ，７２１ ，９６１．９５

６０ ，３１８ ，２３５．３０

２６２ ，９１３ ，８１５．３８

４ ，７１６ ，７７８．９７

７８３ ，８９５．８８

５ ，５００ ，６７４．８５

４０ ，７３０ ，０２７．７９

５０ ，８７９ ，４９４．３８

３ ，９３８ ，０６６．０７

５４ ，８１７ ，５６０．４５

２２２ ，１８３ ，７８７．５９

－

－

－

－

５０ ，８８７ ，７３２．９６

３ ，９３８ ，０６６．０７

５４ ，８２５ ，７９９．０３

２２２ ，１８３ ，７８７．５９

－８ ，２３８．５８

－

－８ ，２３８．５８

－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和独立董事意见；
２、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和独立董事意见；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３、《
４、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５、北京国枫凯文律所事务所关于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法律意见书；
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乐山和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６、四川华信（
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乐山和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备考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７、四川华信（
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乐山和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８、四川华信（
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９、四川华信（
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备考合并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１０、四川华信（
１１、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１２、四川省盐业总公司关于本次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内部批准文件；
１３、四川省盐业总公司出具的关于本次交易的承诺函。
二、备查地点
（
一）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广富路８号Ｃ６幢
联系电话：０２８－６２０５０２３０
传真：０２８－６２０５０２９０
联系人：莫融、杨晋
（
二）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１９８号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６１４７３７７
传真：０２８－８６１４８７８５
联系人：邵伟才、陈国星
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２ 月１０日

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０２５－５８８１５７３８
联系传真：０２５－５８８１２７５８
电子邮箱：ｇｆｇｓ＠ｎｊ－ｐｏｒｔ．ｃｏｍ
通讯地址：南京市下关区江边路１９号３１９室
邮政编码：２１００１１
四、会议以９票同意，０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聘任解立军、邓基柱、胡世海三位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杨灯富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前述高级
管理人员聘期三年。 简历附后。
公司独立董事对董事会聘任上述高管人员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提
名、审议、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审阅被聘高管人员的个人履历及相关资料，我
们认为其符合《
公司法》《
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具备担任相应职务的资格和能力。 不存在《
公司
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
解除的情况，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
我们同意聘任徐跃宗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聘任解立军、邓基柱、胡世海三位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聘任杨灯富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兼董事会秘书，聘期三年。
特此公告。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
附录：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徐跃宗简历：
徐跃宗，男，１９６２年３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经济师。 现任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总经理兼党委副书记。 曾任南京港务管理局第六港务公司科员、工会办公室主任、工会副主席、主席，
南京港第六港务公司副经理，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
徐跃宗与公司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５％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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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惩戒，未持有公司股票。
解立军简历：
解立军，男，中国国籍，１９６３年９月出生，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 现任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曾任南京港务管理局第六公司技术科技术员、主办科员、副科长、科长，南京港务管理局第六公司装卸储
运分公司副经理，南京港务管理局企管办主任科员，南京港务管理局第六公司副经理，南京港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解立军与公司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５％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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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惩戒，未持有公司股票。
邓基柱简历：
邓基柱，男，中国国籍，１９６９年１月出生，管理学硕士，高级工程师。 现任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 曾任南京港务管理局六公司技术科科长、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部经理，南京港务管理局工程技
术部部长助理，南京港龙潭天宇码头有限公司技术部部长。
邓基柱与公司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５％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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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惩戒，未持有公司股票。
胡世海简历：
胡世海，男，中国国籍，１９７４年４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工程师。 现任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曾任南京港务管理局第六港务公司机修队技术员、队长助理、副队长，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机修队队长、
技术部副经理、发展部经理，南京港务管理局发展部战略规划科科长，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
胡世海与公司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５％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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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惩戒，未持有公司股票。
杨灯富简历：
杨灯富，男，中国国籍，１９６３年１２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 现任南京港股份有限公
司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兼财务部经理。 曾任南京港务管理局财务处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建港
指挥部财务部主任，南京港工程公司副总会计师，南京港龙潭集装箱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 于２０１３年８月
取得深交所董事会秘书资格。
杨灯富与公司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５％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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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惩戒，未持有公司股票。

证券代码：００２０４０

证券简称：南京港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４０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度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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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２０１３年度第一次会议通知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日
发出，会议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０日上午在公司２２３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陈建昌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３人，实际
出席３人。 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审议，会议以３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
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孙小军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一致。 孙小军先生简历附
后。
特此公告。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
附件：孙小军同志简介：
孙小军，男，１９６５年５月出生，大学学历，会计师，现任南京港（
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
主持工
作）。 曾任南京港第一港务公司财务科会计、经理办秘书、副主任、财务科副科长，南京港集团财务部副部
长兼资金结算中心副主任，南京港集团监察审计部副部长兼纪委办公室主任。
孙小军与公司董事章俊、陆瑞峰、王建新、施飞，公司监事陈建昌共同在南京港（
集团）有限公司任
职，除此之外与公司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未持有公司股票。

３、登记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紫金数码园３号楼东华合创大厦１６层东
华软件股份公司证券部。
四、其他事项
１、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杨健、高晗
电话：０１０－６２６６２１８８
传真：０１０－６２６６２２９９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紫金数码园３号楼东华合创大厦１６层
邮政编码：１００１９０
２、会议费用情况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委托代理人的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附件：授权委托书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２０１３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下表指示代为行使表决权，若本人无指示，请
受托人全权行使审议、表决、和签署会议文件的股东权利。
议案
《关于修改 ＜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注：１、请在相应的意见下划“
同意”“
反对”‘
“
弃权”三者中只能选其
√”，“
一，选择一项以上或未选择的，视为弃权。
２、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委托人签字（
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