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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００２０７４

证券简称：东源电器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４１

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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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８
日以公司章程规定的通知方式发出了通知。 会议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８日在苏州中茵皇冠假日酒店会议中心召
开，应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１３名，实际到会的董事１３名，公司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孙益源先生主持。 经与
会董事逐项审议、表决，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现金人民币２０００万元对国能子金电器（
苏州）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２０００
万元，并由公司认缴全部新增注册资本２０００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国能子金电器（
苏州）有限公司的注册
资本变更为５０００万元人民币，东源电器持有国能子金电器（
苏州）有限公司１００％的股权。
赞成票 １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
议案内容详见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刊登于《
资讯网（
关于对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２０１３－０４３号）。
二、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任公司２０１３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会议同意聘任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审
计费用为３０万元。
公司以前年度已连续聘任５年的财务审计机构江苏天华大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天华
大彭”）已与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以下简称“
信永中和”）合并，合并后事务所的名称为
“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天华大彭相关人员和业务（
包括原审计的工作团队）已全部转
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南京分所。 为保持公司外部审计机构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保证公司２０１３年
度审计工作的顺利开展且与之前年度审计工作的相互衔接，公司经过审慎核查，同意聘任信永中和会计
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２０１３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
内容详见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２０１３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赞成票１３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
三、审议通过了《
修改〈
公司章程〉的议案》
赞成票 １３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
公司章程》修改的条款请见本公告附件一，修改后的《
公司章程》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
修改〈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赞成票１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修改的条款请见本公告附件二，修改后的《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全文刊载
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同意提名孙益源先生、邱卫东先生、陆燕女士、顾建国先生、王菊芬女士、张建平女士、陈林芳女
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朱德林先生、黄武进先生、黄新国先生、朱宇晖女士为独立董
事候选人。 （
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三）。
会议提名的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
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与其他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一并报股东大
会审议。 在股东大会改选出新一届董事前，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仍依照《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履行董事职务。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
《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详见巨潮资讯 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
内容详见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赞成票１３票，反对票０ 票，弃权票０ 票。
六、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２０１３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决定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６日上午在公司技术中心三楼会议室召开公司２０１３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下列议案：
关于聘任公司２０１３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１、审议《
关于修改〈
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审议《
关于修改〈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３、审议《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４、审议《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５、审议《
赞成票１３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
会议通知详见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
关于召开２０１３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２０１３－０４４号）。
特此公告。
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八日
附件一：
《
公司章程》修改的条款
章程》第一百零六条原为：
１、《
“
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十三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一人，副董事长一人。 ”
现修改为：
“
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十一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一人，副董事长两人。 ”
章程》第一百零一十一条原为：
２、《
“
第一百一十一条董事会设董事长１人，副董事长１人。 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
数选举产生。 ”
现修改为：
“
第一百一十一条董事会设董事长１人，副董事长２人。 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
数选举产生。 ”
附件二：
《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修改的条款
规则》第二十六条原为：
１、《
“
第二十六条 董事会由十三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五名。 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 独立董事中至
少包括一名具有高级职称或注册会计师资格的会计专业人士。
经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设立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等专门委员会。 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
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
会中至少应有一名独立董事是会计专业人士。 ”
现修改为：
“
第二十六条 董事会由十一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四名。 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 独立董事中至
少包括一名具有高级职称或注册会计师资格的会计专业人士。
经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设立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等专门委员会。 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
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
会中至少应有一名独立董事是会计专业人士。 ”
附件三：董事候选人简历
１、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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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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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二届董
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赵继增先生召集和主持。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２０１３年１２
月５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到董事９名，实到董事９名，其中现场出席
会议的董事８名，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的董事１名。 公司监事和有关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
及召开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对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并以
书面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９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
公司拟将“
１０，０００吨／年高档陶瓷纤维及制品项目”变更为“
２．５万吨／年ＲＨ精炼用无铬环保型耐火制品
项目”。变更后的项目实施主体不变，公司拟使用“
１０，０００吨／年高档陶瓷纤维及制品项目”计划投资的全部
募集资金４，５２０．０１万元及所有募集资金部分利息１３３１．８７１１万元（
总计５，８５１．８８１１万元）向洛阳利尔耐火材
料有限公司（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
洛阳利尔”）增资，由洛阳利尔实施“
２．５万吨／年ＲＨ精炼用无铬
环保型耐火制品项目”。
《
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该议案需经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９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终止“
６０，０００吨／年炉外精炼优质耐火材料项目”
并将该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拟终止实施“
６０，０００吨／年炉外精炼优质耐火材料项目”并将“
６０，０００吨／年炉外精炼优质耐火材
料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１８７，７００，３４６．２２元（
包括剩余募集资金１８０，２３１，７９４．２５元，及扣除银行
手续费后的利息收入７，４６８，５５１．９７元）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建设完善辽宁镁质耐火材料
基地和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所需资金。
《
关于终止“
６０，０００吨／年炉外精炼优质耐火材料项目”并将该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该议案需经股东大会审议。
三、以９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简历附后）为公司副总裁，其任职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聘任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
同意聘任宋飞女士（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四、以９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公司２０１３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
《
关于召开２０１３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
附件：宋飞简历
宋飞女士，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１９６３年出生，研究生学历，正高级会计师、高级注册咨询师。
曾任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兼任河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指导老
师、中国总会计师协会会员、中国冶金和建材会计学会理事、河南省会计学会理事、河南省冶金建材财会
学会副秘书长、河南省总会计师协会常务理事和洛阳市会计学会常务理事等职。 ２０１３年５月加入北京利尔
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宋飞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不存在关联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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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
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
不得担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证券代码：００２３９２
证券简称：北京利尔
公告号： ２０１３－０６７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其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二届监
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李苗春女士召集和主持。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５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到监事３名，实到监事３名，其中现场出
席会议的监事３名。 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监事
经过认真讨论，审议并通过以下决议：
一、以３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将“
１０，０００吨／年高档陶瓷纤维及制品项目”变更为“
２．５万吨／年ＲＨ精炼用无
铬环保型耐火制品项目”，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可以有效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变更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将“
１０，０００吨／年高档陶瓷
纤维及制品项目”变更为“
２．５万吨／年ＲＨ精炼用无铬环保型耐火制品项目”。
《
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该议案需经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３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终止“
６０，０００吨／年炉外精炼优质耐火材料项目”
并将该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终止“
６０，０００吨／年炉外精炼优质耐火材料项目”并将该募投项目节余募集
资金及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可以有效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符合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变更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终止“
６０，０００吨／年炉外精
炼优质耐火材料项目”并将该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关于终止“
６０，０００吨／年炉外精炼优质耐火材料项目”并将该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该议案需经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３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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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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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提示：
公司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进行了充分的分析和论证，考虑了各种因素对项目的影响，仍然
可能存在因市场、技术、经营管理、政策等因素导致不能按期达产和不能达到预期收益的风险，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１、募集资金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２６０号文）核准，由主承销商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
现更名为“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民生证券”或“
保荐机构”）采用网下询价配售与网上资
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股）３３，７５０，０００股，发行价格为每股４２元。本次发行募
集资金总额１４１，７５０．００万元， 减除发行费用人民币８，４０８．７３万元后， 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１３３，
３４１．２７万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６日出具的天健正信验
（
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
２０１０）综字第０１００４８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根据财政部《
业做好２０１０年年报工作的通知》（
财会［
２０１０］２５ 号）的精神，公司于２０１０年末对发行费用进行了重新确
认，将本公司２０１０年４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生的７，７３５，３００．００元广告费、路演费、上市酒会费等费用，调
整计入了当期损益，募集资金净额增加７，７３５，３００．００元，调整后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１３４，１１４．８万

孙益源先生：男，１９５６年４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南通市高压
电器成套厂厂长兼工程师、南通县十总电力管理站站长、南通县十总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助理、南通县十总
对外经贸服务公司经理、通州市开关总厂厂长、南通东源董事长兼总经理、江苏东源董事长兼总经理、江
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等，现任本公司董事长。 孙益源先生曾荣获全国优秀企业
家、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江苏省劳动模范、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称号。
孙益源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４３，１４６，０００股，持股比例为１７．０３％，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公司董事、副总
经理张建平女士为孙益源先生之配偶。 除此之外，孙益源先生与公司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孙益源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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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卫东先生：男， １９７１年２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ＭＢＡ，工程师。 曾任江苏东源
新品开发部主任、江苏东源生产技术科副科长、本公司新品开发部主任、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等
职。 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 邱卫东先生曾多次荣获省、市科学技术进步奖。 被南通市委、市政府授予优
通州市十佳青年”，并荣获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称号。
秀科技开发者、通州市人民政府授予“
邱卫东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７，７４８，７９８股，持股比例为３．０６％。 邱卫东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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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燕女士：女，１９６４年１２月出生，中国国籍，大学本科学历。 曾任通州市东源制衣厂厂长，江苏东源电
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供销中心经理、行政中心主任、总经理助理、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等职，现任本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
陆燕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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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建国先生：男，１９６６年６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经济师。 曾任南通市计划委员
会处长、江苏瑞慈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南通众和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南通市投资管理中心
主任，南通新宏基投资管理公司董事、总经理，南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等职。 现任本公司董
事、南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顾建国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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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菊芬女士：女，１９６８年２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ＭＢＡ。 曾任通州市十总镇团委
书记、镇政府镇长助理、副镇长、南通市通州区十总集体资产投资中心主任、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等职，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王菊芬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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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建平女士：女，１９６２年２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ＭＢＡ，工程师。 曾任江苏省通州
市东社镇党委副书记，通州市十总镇党委副书记，通州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南通泰富电器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 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南通泰富电器制造有
限公司董事长。
张建平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为本公司董事长、第一大股东孙益源先生之配偶。 除此以外，张建平
女士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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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林芳女士：女，１９８１年９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大学学历。 曾任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证
券事务代表、党总支副书记等职，现任本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
陈林芳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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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独立董事候选人
朱德林先生：男，１９４４年２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南通供电局
副局长、局长、党委书记等职。 已于２００４年８月退休，现任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朱德林先生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朱德林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
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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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武进先生：男，１９５３年１１月出生。 中国国籍，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 曾任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党
组成员、纪委书记、调研员等职，于２０１３年１１月退休。
黄武进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
公务员法》的规
２０１１年修订）》、《
定。
黄武进先生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黄武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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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新国先生，男，１９６７ 年出生，大学学历，中国国籍。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 曾任
如东东益税务师事务所主任、所长、南通天元税务师事务所主任等职。 现任南通天元税务师事务所董事、
副所长，兼任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黄新国先生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黄新国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
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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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宇晖女士：女，１９６８年１１月出生，中国国籍，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曾任南京医药建筑设计研
究院主管会计、江苏仪征化纤南京东建期货公司会计主管等职。 现任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南京
永辉财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
朱宇晖女士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朱宇晖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
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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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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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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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８日以公司
章程规定的通知方式发出了通知。会议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８日在苏州中茵皇冠假日酒店会议中心召开。 应出席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监事五人，实际到会五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
公司章
程》等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葛葆华女士主持，会议经过举手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任公司２０１３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会议同意聘任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审计费用为３０万元。
公司以前年度已连续聘任５年的财务审计机构江苏天华大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天华
大彭”）已与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以下简称“
信永中和”）合并，合并后事务所的名称为
“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天华大彭相关人员和业务（
包括原审计的工作团队）已全部转
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南京分所。 为保持公司外部审计机构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保证公司２０１３年
度审计工作的顺利开展且与之前年度审计工作的相互衔接，公司经过审慎核查后，同意聘任信永中和会
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２０１３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赞成票５票，反对票０ 票，弃权票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同意提名浩银琪先生、张雪娟女士、张星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将与公司职工
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职工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
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浩银琪先生自当选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之日起，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会议提名的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
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在股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履行监事职
东大会改选出新一届监事前，第五届监事会监事仍依照《
务。 第六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
赞成票５票，反对票０ 票，弃权票０ 票。

元。
２、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投项目概况
根据公司的招股说明书，公司将运用本次募集资金投资“
１０，０００吨／年连铸功能耐火材料项目”、“
５５，
见下表）；扣除上述募投项目
０００吨／年优质耐火材料项目”两个项目，计划使用募集资金３９，７９５．２７ 万元（
资金需求总额外，公司此次超额募集资金净额部分为９４，３１９．５３万元。
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投项目概况：
序号

１

项 目

１０ ，０００ 吨 ／ 年 连 铸 功 能 耐 火 材
料项目

投资金额（万元）

实施地点

实施主体

１５ ，６２３．９３

建设期（月）

１２

北京

北京利尔

２４ ，１７１．３４

１４

洛阳

洛阳利尔

２．１ ４５ ，０００ 吨 ／
年炉外精炼用

５５ ，０００ 吨 ／ 年 优 质 耐 火 材 料
２

优 质 耐 火 材 料 项目
项目
２．２ １０ ，０００ 吨 ／
年高档陶瓷纤
维及制品项目
合 计

３９ ，７９５．２７

注：“
５５，０００吨／年优质耐火材料项目”中，“
４５，０００吨／年炉外精炼用优质耐火材料项目”的投资总额为
１９，６５１．３３万元，“
１０，０００吨／年高档陶瓷纤维及制品项目”的投资总额为４，５２０．０１万元。
３、１０，０００吨／年高档陶瓷纤维及制品项目概况
该项目产品主要包括陶瓷纤维毯、陶瓷纤维组合块、硬质陶瓷纤维板、陶瓷纤维毡及异型制品等产
品。 计划投资总额为４，５２０．０１万元。 根据陶瓷纤维的市场变化状况，１０，０００吨／年高档陶瓷纤维及制品项目
至今尚未展开实施。 截至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３０日该项目累计投入０元。
４、本次拟变更的募投项目的情况
“
５５，０００吨／年优质耐火材料项目”包括“
４５，０００吨／年炉外精炼用优质耐火材料项目”和“
１０，０００吨／年
高档陶瓷纤维及制品项目”两个子项目。 公司本次拟对子项目“
１０，０００吨／年高档陶瓷纤维及制品项目”进
行变更。
公司拟将子项目“
１０，０００吨／年高档陶瓷纤维及制品项目”变更为 “
２．５万吨／年ＲＨ精炼用无铬环保型
项目产品包括１．５万吨／年无铬环保型耐火砖和１万吨／年配套不定形耐火材料）”。 变更后的
耐火制品项目（
项目实施主体不变， 公司拟使用 “
１０，０００吨／年高档陶瓷纤维及制品项目” 计划投资的全部募集资金４，
总计５，８５１．８８１１万元）向洛阳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５２０．０１万元及所有募集资金部分利息１３３１．８７１１万元（
洛阳利尔”）进行增资，由洛阳利尔实施“
（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
２．５万吨／年ＲＨ精炼用无铬环保型
耐火制品项目”。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的议案》。
本次投资需经过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变更募投项目的原因
１、 根据目前陶瓷纤维产能过剩的市场现状，“
１０，０００吨／年高档陶瓷纤维及制品项目” 不宜再继续新
建。
２、本项目是绿色节能环保新型耐火材料。
根据《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促进耐火材料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
工信部原〔
２０１３〕６３号）
的要求，围绕高温工业和新兴产业发展需求，发展优质合成、改性原料和长寿命、无污染、节能型耐火材
料，开发防止重金属污染的无铬耐火材料等高端产品是行业的发展方向。 本项目生产的无铬环保型耐火
制品具有无铬化、免烧成等环保节能特性，同时具有抗热剥落性和抗炉渣渗透性等良好的高温性能。 未来
我国炉外ＲＨ精炼用耐火材料的产品结构也将进一步调整，将以绿色环保耐火材料为发展导向，本项目生
产的环保无铬型耐火制品是未来ＲＨ精炼炉用耐火材料的主导方向。
３、新项目的市场前景广阔，经济效益显著。
随着我国钢铁产品结构将不断调整优化，特别是石化、核电、铁路、航天、船舶等行业的快速发展，对
优质钢的需求进一步增加，对应精炼炉用耐火材料的需求也将进一步增大。 ＲＨ精炼炉作为一种主要的炉
外精炼工艺，正在被越来越多的钢铁企业大力推广和应用，在未来钢铁冶炼中的作用会越来越大，ＲＨ精
炼炉用耐火材料的需求量将大幅度提升。 完全取代镁铬砖后，这种免烧环保耐火制品将会为公司创造较
大的经济效益。
４、随着公司钢包耐火材料整体承包业务的快速发展，对精炼钢水用耐火材料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２．５
万吨／年ＲＨ精炼用无铬环保型耐火制品项目” 可以完善公司的产品结构， 更好地满足公司整体承包的需
求，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三、变更后项目介绍：
（
一）项目基本情况和投资计划
１、、项目实施主体的基本情况
（
１）公司名称：洛阳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
２）公司住所：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洛龙科技园区
（
３）法定代表人：赵继增
（
４）注册资本：７９４８．１１８９万元
（
５）成立时间：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６日
（
６）经营范围：耐火材料、耐磨材料、陶瓷材料、节能保温材料及冶金炉料的研发、生产制造、销售和与
之相关的设计、施工等工程化服务；机电装备、工业窑炉的研发、生产制造和销售；建筑材料、金属材料（
贵
金属除外）、化工产品（
易燃、易爆危险品除外）、机动车辆的经营销售。
（
７）标的公司财务状况
截至２０１３年９月３０日，洛阳利尔的财务状况如下：
（
单位：万元）
主要产品
报告期末 报告期末
报告期
报告期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及服务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洛阳利尔耐 耐火材料
火材料有限 开发与生 １００．００％ ７，９４８．１１８９ ３９，０６５．２５ １９，７６８．７０ １７，９３５．４２ ３，２０２．１５
产销售
公司
２、投资计划
“
２．５万吨／年ＲＨ精炼用无铬环保型耐火制品项目”预计投资５，８５１．８８１１万元，本次变更后公司将向洛
阳利尔增资５，８５１．８８１１万元，增资价格为１元／单位注册资本，增资完成后洛阳利尔注册资本将增加至１３，
８００．００万元，增资资金用于“
２．５万吨／年ＲＨ精炼用无铬环保型耐火制品项目”建设。
（
二）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１、ＲＨ精炼用无铬环保型耐火制品为公司的自主创新产品，该技术是公司为顺应市场发展方向，自主
研发成功的生产工艺技术。 具有以下特性：１）实现了ＲＨ精炼炉衬制品的无铬化，杜绝六价铬对环境的污
染，更符合国际环保节能的发展方向；２）传统的ＲＨ用镁铬砖需要高温烧成消耗大量的能源，本项目产品
实现了ＲＨ精炼炉衬制品的免烧成，降低了生产过程的能耗，具有生产过程节能环保的特点；３）生产周期
短，可以实现对客户需求的快速响应。
２、公司的整体承包业务为本项目提供可靠的销售渠道。 在钢铁冶金行业实行整体承包是公司销售的
突出特点和优势，ＲＨ精炼炉整体承包业务也是今后发展的主导趋势。
３、本项目实施主体是洛阳利尔，建设地点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洛龙科技园区，园区内具有成熟完善的
水、电、道路、通讯等外部配套设施，建设条件好。 厂址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为本项目的实施打下了良
好的基础。
（
三）项目的建设周期和达产计划
本项目的建设期为７个月。项目投产运营后第一年的生产负荷为３０％，第二年的生产负荷为７０％，第三
年的生产负荷为１００％。
（
四）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完全达产后，预计年均可实现销售收入１７，５２１．３７万元，年均可实现税后利润２，２７７．７８万元，预
计投资回收期为５．１年。 这些指标表明本项目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四、本次变更对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和影响
本次变更后的“
２．５万吨／年ＲＨ精炼用无铬环保型耐火制品项目”计划投资总额５，８５１．８８１１万元。 计划
通过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分配给原“
１０，０００吨／年高档陶瓷纤维及制品项目”的募集资金及全
部募集资金部分利息来实施。
五、独立董事对本次变更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将“
１０，０００吨／年高档陶瓷纤维及制品项目”变更为“
２．５万吨／年ＲＨ精炼用无铬环保型耐火制品项
目”，新项目技术成熟、市场前景广阔、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可以有效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利益。 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本次变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将“
１０，０００吨／年
高档陶瓷纤维及制品项目”变更为“
２．５万吨／年ＲＨ精炼用无铬环保型耐火制品项目”。
六、监事会对本次变更发表的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八日
附：
监事候选人简历
浩银琪先生：男，１９５８年１２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工程师。 曾任南通县第二电器
厂电线车间主任，南通市高压电器成套厂生产科长，通州市开关总厂副厂长，南通东源副总经理，江苏东
源董事、副总经理，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等职，现任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
浩银琪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
事、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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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雪娟女士：女，１９６６ 年 １２ 月出生，中国国籍，中专学历。 曾任通州市开关总厂、南通东源、江苏东
源供应科会计，本公司供应科会计、经营财务部主任、市场营销部副主任。 现任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监事、市场营销部主任。
张雪娟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
事、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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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星星先生：男， １９７５年１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 曾任南通市工商局市场服务处
办事员，南通新宏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办事员，南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部办事员、副经理、经理、综合
事务部经理。 现任南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监事、综合事务部经理兼投资管理部经理。
张星星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不存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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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２０７４

证券简称：东源电器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４３

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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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概述
为满足子公司国能子金电器（
苏州）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国能子金公司”）的经营需要，支持其业务发
展，拓展更广阔的市场空间，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东源电器”）根据国能子
金公司目前市场招投标体制的需要，拟以国能子金公司截止２０１３年９月３０日的账面净资产为依据，以自有
资金现金人民币２０００万元对国能子金公司增加注册资本２０００万元，并由公司认缴全部新增注册资本２０００
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国能子金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为５０００万元人民币，东源电器持有国能子金公司
１００％的股权。
关于对子公司增资的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会议以１３票赞成票、０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通过了《
议案》。
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无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苏州）有限公司
１、名称：国能子金电器（
２、住所：苏州市吴中区胥口胥江工业园
３、法定代表人：景俊甫
４、注册资本：３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５、成立日期：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１４日
６、公司类型：有限公司
油浸式电力变压器、干式电力变压器、非晶
７、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２２０ＫＶ及以下电力变压器（
合金变压器）、特种变压器（
整流变压器、电炉变压器、磁性调压变压器、牵引变压器）、箱式变压器（
智能箱
式变压器）、风电专用变压器、风电组合式变压器，高低压开关柜、电气安装。
８、营业期限：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１５日至２０５２年１１月１３日
９、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２０１３年９月３０日，国能子金公司资产总额１７６，０９８，７８０．７２元；负债总额１４７，
２１７，００８．１４元，股东权益２８，８８１，７７２．５８元，营业收入９４，４１８，９３８．８元、营业利润－１，１１９，０８９．７２元、净利润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６７，６３７．４３元；资产负债率８３．６１％ （
三、本次增资前后股权结构情况
股权转让协议》，由
１、根据国能子金公司２０１３年第二次股东会决议，东源电器与陈金奎先生签订了《
东源电器以自有资金现金人民币８４．３万元的价格受让股东陈金奎持有的国能子金公司８４．３万元出资额。
股权转让完成后，国能子金公司成为东源电器的全资子公司。 上述事项已经取得苏州市吴中工商行政管
理局（
公司变更［
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并已取得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工商变
２０１３］第０９０６００２２号）《
更完成后，国能子金公司注册资本为３０００万元，企业类型为法人独资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景俊甫。
２、本次增资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出资比例（％）
出资额（万元）

江苏东源
电器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合计

增资后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３０００

１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００

四、本次增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电网系统对参加招投标业务主体的资格审查要求，同时结合国能子金公司目前生产经营的实际
需要进行增资。 本次增资有利于增加国能子金公司的经营现金流，满足其日益扩张的产能需要；同时，有
利于国能子金公司全面进入电网系统招投标企业梯队，进一步拓展其市场份额。 本次增资的资金来源为
公司自有资金，本次增资完成后，将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控制力和国能子金公司的竞争力。
五、备查文件
１、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八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０７４

证券简称：东源电器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４４

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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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提议召开２０１３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的方式召开，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１、会议召集人：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周四）上午９：００
２、会议召开时间：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６日（
江苏南通市通州区十总镇振兴北路１６号）
３、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技术中心三楼会议室（
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聘任公司２０１３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１、审议《
关于修改〈
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审议《
关于修改〈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３、审议《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４、审议《
４．１选举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公司将“
１０，０００吨／年高档陶瓷纤维及制品项目”变更为“
２．５万吨／年ＲＨ精炼用无铬环保型耐火制品项
目”，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可以有效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
变更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将“
１０，０００吨／年高档陶瓷纤维及制品项目”变更
为“
２．５万吨／年ＲＨ精炼用无铬环保型耐火制品项目”。
七、保荐机构的意见：
公司将“
１０，０００吨／年高档陶瓷纤维及制品项目”变更为“
２．５万吨／年ＲＨ精炼用无铬环保型耐火制品项
目”，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变更已
经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将“
１０，０００吨／年高档陶瓷纤维及制品项目”变更为“
２．５万吨／年ＲＨ精炼用无铬环
保型耐火制品项目”。
八、备查文件：
１、董事会决议
２、独立董事意见
３、监事会意见
４、保荐人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３９２
证券简称：北京利尔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６９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
６０，０００吨／年炉外精炼优质耐火
材料项目”并将该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及
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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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终止“
６０，０００吨／年炉外精炼优质耐火材料项目”并将该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及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２６０号文）核准，由主承销商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采用网下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股）３３，７５０，０００股，发
行价格为每股４２元。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１４１，７５０．００万元，减除发行费用人民币８，４０８．７３万元后，公司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１３３，３４１．２７万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２０１０年４
月１６日出具的天健正信验（
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
２０１０）综字第０１００４８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根据财政部《
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业做好２０１０年年报工作的通知》（
财会［
２０１０］２５ 号）的精神，公司于２０１０年末对
发行费用进行了重新确认，将本公司２０１０年４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生的７，７３５，３００．００元广告费、路演费、
上市酒会费等费用，调整计入了当期损益，募集资金净额增加７，７３５，３００．００元，调整后公司募集资金净额
为人民币１３４，１１４．８万元。
根据公司的招股说明书，公司将运用本次募集资金投资“
１０，０００吨／年连铸功能耐火材料项目”、“
５５，
０００吨／年优质耐火材料项目”两个项目，计划使用募集资金３９，７９５．２７ 万元；扣除上述募投项目资金需求
总额外，公司此次超额募集资金净额部分为９４，３１９．５３万元。
二、公司拟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
一）原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投项目概况
经本公司２００９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投向
以下两个项目：
序号

１

项 目

１０ ，０００ 吨 ／ 年 连 铸 功 能 耐 火 材
料项目

投资金额

建设期

（万元）

（月）

实施地点

实施主体

１５ ，６２３．９３

１２

北京

北京利尔

２４ ，１７１．３４

１４

洛阳

洛阳利尔

２．１ ４５ ，０００ 吨 ／
年炉外精炼用

５５ ，０００ 吨 ／ 年 优 质 耐 火 材 料
２

优 质 耐 火 材 料 项目
项目
２．２ １０ ，０００ 吨 ／
年高档陶瓷纤
维及制品项目
合 计

３９ ，７９５．２７

注：“
５５，０００吨／年优质耐火材料项目”中，“
４５，０００吨／年炉外精炼用优质耐火材料项目”的投资总额为
１９，６５１．３３万元，“
１０，０００吨／年高档陶瓷纤维及制品项目”的投资总额为４，５２０．０１万元。
（
二）６０，０００吨／年炉外精炼优质耐火材料项目的变更情况
公司于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６日召开的２０１１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
主体、地点和产能的议案》，公司对 “
５５，０００吨／年优质耐火材料项目”的子项目“
４５，０００吨／年炉外精炼用
优质耐火材料项目”进行变更。 该项目变更的具体情况如下：
（
１）将该项目的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从由公司通过单向增资子公司洛阳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在洛
阳进行建设，变更为公司在辽宁省海城市经济开发区独资设立辽宁利尔高温材料有限公司进行实施。
（
项目包括
２）该项目的建设规模由“
４５，０００吨／年炉外精炼用优质尖晶石砖和优质低碳镁碳砖生产线（
优质尖晶石砖３０，０００吨／年，优质低碳镁碳砖１５，０００吨／年）”，变更为“
６０，０００吨／年炉外精炼用优质尖晶石
砖和优质低碳镁碳砖生产线（
项目包括优质尖晶石砖３０，０００吨／年，优质低碳镁碳砖３０，０００吨／年）”。
变更后的“
６０，０００吨／年炉外精炼优质耐火材料项目”计划投资总额为２３，８１９．８０万元。
三、公司拟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该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公司拟终止实施“
６０，０００吨／年炉外精炼优质耐火材料项目”。 截至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３０日，该项目实际使用
募集资金５７，９６６，２０５．７５元， 募集资金账户节余净额为１８７，７００，３４６．２２元 （
包括剩余募集资金１８０，２３１，
７９４．２５元，及扣除银行手续费后的利息收入７，４６８，５５１．９７元）。
公司拟将“
６０，０００吨／年炉外精炼优质耐火材料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合计１８７，７００，３４６．２２
元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主要用于补充建设完善辽宁镁质耐火材料基地和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所需资
金。
本次终止“
６０，０００吨／年炉外精炼优质耐火材料项目”并将该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计划需经股东大会审议。
四、终止“
６０，０００吨／年炉外精炼优质耐火材料项目”的原因
１、“
６０，０００吨／年炉外精炼优质耐火材料项目”产能通过公司的行业整合已经完成。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李胜男等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批复》（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７８２号）核准，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８月６日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式完成了对辽宁金
宏矿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辽宁金宏”）和辽宁中兴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辽宁中兴”）的收购，辽
宁中兴和辽宁金宏已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收购完成后，公司已实现了拥有辽宁金宏５，５２６．９４万吨菱镁矿保有资源储量，且具备露天开采菱镁矿
１００万吨／年的许可采矿资格和开采能力；拥有辽宁中兴年产２５万吨镁质耐火材料生产能力，其中镁质制品
（
含不烧）产能７万吨／年和镁质不定形材料产能１８万吨／年。 其品种和产能已达到并超过了原募投项目的品
种和产能的要求。
２、公司建设完善辽宁镁质耐火材料基地对资金的需求
本公司将于２年内在辽宁海城地区建成一个设计合理、功能齐全、配套完善的并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
的集“
菱镁矿采选——
—镁质原料加工——
—镁质耐火材料生产”为一体的全产业链型辽宁镁质耐火材料基
地。 辽宁镁质耐火材料基地建成后，可形成完整的产业链，能够科学、合理地利用金宏矿业的矿石资源，能
够采用先进的镁质耐火原料加工工艺为辽宁镁质耐火材料基地和本公司及其他子公司提供稳定而充足
的镁质耐火原料；充分利用辽宁中兴现有的产能资源，通过改造和扩建，为客户提供高性能的镁质耐火材
料。
为了合理有效配置公司内部资源，避免重复投资和重复建设，公司决定终止“
６０，０００吨／年炉外精炼优
质耐火材料项目”。 同时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加快公司辽宁镁质耐火材料基地的建设步伐，提升
公司的盈利能力，公司将“
６０，０００吨／年炉外精炼优质耐火材料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
五、公司关于本次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说明及承诺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公司承诺在使用部分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六、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终止“
６０，０００吨／年炉外精炼优质耐火材料项目”并将该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永久补充

（
１）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孙益源先生
（
２）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邱卫东先生
（
３）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陆燕女士
（
４）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顾建国先生
（
５）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王菊芬女士
（
６）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张建平女士
（
７）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陈林芳女士
４．２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
（
１）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朱德林先生
（
２）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黄武进先生
（
３）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黄新国先生
（
４）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朱宇晖女士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５、审议《
（
１）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浩银琪先生
（
２）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张雪娟女士
（
３）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张星星先生
以上议案４和５将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通过；独立董事侯选人须经深圳证券交易所等有关部门对其
任职资格及独立性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详见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刊登于 《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
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的《
五次决议公告》和《
江苏东源电器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股权登记日：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０日
四、出席人员资格
１、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０日下午１５：００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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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监事及其它高级管理人员；
３、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五、会议登记办法
上午９：００—１１：３０，下午１：００—４：３０）
１、登记时间：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３日（
２、登记方式：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
份证、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
登记。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信函或传真方式以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３日１７：００ 前到达本公司
为准）。
３、登记地点：公司证券事务部
４、 通讯地址：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十总镇东源大道１号， 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公司 邮政编码：
２２６３４１
５、联系电话：０５１３－８６２６８７８８ 传真号码：０５１３－８６２６８２２２
６、联系人：陈林芳
六、其他事项
１、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２、附：２０１３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七、特别提示
除公司本次董事会已提名的董事、监事候选人之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３％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
股东可以提出新的董事、监事候选人，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１％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可以提出新的
独立董事候选人， 提名的股东应当在股东大会召开１０ 日前将提名的候选人以提案方式书面提交给公司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董事会，提名程序及被提名候选人应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监事，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
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每位股东所投的选票数不得超过其拥有选票数的最高限额。在执行累积投票时，投
票股东必须在一张选票上注明其所选举的所有董事（
监事），并在其选举的每名董事（
监事）后表明其使用
的投票权数。 如果选票上该股东使用的投票总数超过该股东所合法拥有的投票数，则该选票无效；如果选
票上该股东使用的投票总数不超过该股东所合法拥有的投票数，则该选票有效。 候选人根据得票多少的
顺序来确定最后的当选人，但每一位当选董事（
监事）的得票必须超过出席股东大会所持股份的半数。
八、备查文件
１、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次会议决议
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八日
附：
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３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女士）代表我单位（
个人），出席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２０１３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并代为签署
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公司／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
序号

１
２
３
４
４．１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
（６ ）
（７ ）

４．２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１ ）
（２ ）
（３ ）

表决事项
《关于聘任公司 ２０１３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选举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孙益源先生
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邱卫东先生
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陆燕女士
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顾建国先生
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王菊芬女士
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张建平女士
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陈林芳女士
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
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朱德林先生
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黄武进先生
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黄新国先生
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朱宇晖女士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浩银琪先生
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张雪娟女士
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张星星先生

同意

表决意见
反对

弃权

同意票数

注：
１、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同意”栏内填上“
反对”栏内填上
２、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
√”或“
Ｏ”；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
弃权”栏内填上“
“
√”或“
Ｏ”；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
√”或“
Ｏ”。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流动资金，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有助于辽宁镁质耐火材料基地的建设；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
提高公司盈利能力，满足公司业务增长对流动资金的需求，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已经履行了必要
的审批程序。 该行为不影响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不
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终止“
６０，０００吨／年炉外精炼优质耐火材料项目”并将该募投
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七、监事会发表的意见：
公司终止“
６０，０００吨／年炉外精炼优质耐火材料项目”并将该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可以有效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本次变更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终止“
６０，０００吨／年炉外精炼优质耐火材料项
目”并将该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八、保荐机构的意见：
北京利尔本次终止“
６０，０００吨／年炉外精炼优质耐火材料项目”并将该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行为不影响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终止“
６０，０００吨／年炉外精炼优质耐火材料项目”并将该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
九、备查文件：
１、董事会决议
２、独立董事意见
３、监事会意见
４、保荐人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３９２
证券简称：北京利尔
公告号： ２０１３－０７０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２０１３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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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
日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公司２０１３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７日召
开公司２０１３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以下简称“
本次股东大会”）。 现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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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星期五）上午９：００，会期半天。
２、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７日（
３、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方式。
４、出席会议的对象：
（
１） 截至２０１３ 年１２月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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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全体股东。 上述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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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
（
２）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公司聘请的律师。
５、会议地点：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工业园，本公司三楼会议室。
６、股权登记日：２０１３ 年１２月２５日
二、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一：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
议案二：关于终止“
６０，０００吨／年炉外精炼优质耐火材料项目”并将该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以上议案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相关公告。
三、会议登记事项
１、登记手续
（
１）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和有效持股凭证；如委托出席者，需持授权委
托书（
见附件）、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原件或经公证的复印件、委托人持股证明及股东帐户卡等办理
登记手续。
（
２）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为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的，需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股东单位
营业执照复印件（
盖章）及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需持本人身份证、
法定代表人亲自签署的授权委托书（
见附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盖章）、股东
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盖章）及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３）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
２、登记时间：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６日上午８：３０－１１：３０，下午２：００－５：３０。
３、登记地点：公司证券事务部
四、注意事项
出席会议人员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五、咨询联系
咨询部门：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工业园
联 系 人：张建超、曹小超
电
话：０１０－６１７１２８２８
传
真：０１０－６１７１２８２８
邮
编：１０２２１１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授权委托书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
授权委托书
致：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兹全权授权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单位）出席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３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
本单位）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
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本人（
本单位）承担。
授权意见
序
议 案
号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
关于终止“６０，０００吨 ／ 年炉外精炼优质耐火材料
２ 项目” 并将该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注：请在对议案投票选择时打“
同意”“
反对”“
弃权”三个选择项下都不打“
√”，“
√”视为弃权，同时在
两个选择项中打“
√”按废票处理。
委托单位（
人）（
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
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