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012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2013年12月11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００２４２３

证券简称：中原特钢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５５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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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在公司二楼
公司章程》
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的会议通知和议案已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日按《
规定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给了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９人，亲自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共计９人。 公司董事李宗樵、徐斌、王琳、王志林、
韩光武、李宗杰、蒋根豹出席了现场会议；王怀世、陈金坡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李宗樵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并达到了《
公司法》及
《
公司章程》规定的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表决权数。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董事会会议以现场与通讯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关于全资子公司河南兴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转让资产的议案》；
１、《
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本议案以９票同意获得通过。
以下简称“
兴华公司”）整体搬迁工作目前已基本实施
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兴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完成，为有效盘活兴华公司搬迁后的原土地及厂房等附属资产，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兴华公司拟与济源
市济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
资产收购协议》，将整体搬迁后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和附属设施等
资产转让给济源市济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双方参照资产评估价值和相关费用，经协商确定转让价款为
１４，６１１．１８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交易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刊登
于巨潮资讯网（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的《
关于全资子公司河南兴华机械制造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及《
有限公司转让资产的公告》和《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转让资产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召开２０１３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２、《
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本议案以９票同意获得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及《
上的《
关于召开２０１３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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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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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河南兴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转让资产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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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交易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兴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兴华公司”）整体搬迁工作目前已基本实施
完成，为有效盘活搬迁后兴华公司的原土地及厂房等附属资产，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兴华公司拟与济源
市济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济康公司”）签订《
资产收购协议》，将整体搬迁后的土地使用权及地
上建筑物和附属设施等资产转让给济康公司，双方参照资产评估价值和相关费用，经协商确定转让价款
为１４，６１１．１８万元。
关于全资子公司河南兴华机械制造有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限公司转让资产的议案》，并获得了独立董事的同意意见。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基本情况
（
１）公司名称：济源市济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２）企业性质：一人有限公司
（
３）注册地址：济源市黄河大道９８号财政局１０楼
（
４）法定代表人：陈海霞
（
５）注册资本：１０００万
（
６）营业执照号：４１９００１００００５６５４５
（
７）主要股东：济源市投资有限公司
（
８）主营业务：资产的运营管理
２、最近一年的财务数据
济康公司成立时间不足一年，其股东为济源市政府下属全资单位济源市投资有限公司，该股东主营
业务为：对市政府授权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项目投资；土地开发；工业、农业、林业、水利、旅游、文化产业
开发。 近期的财务状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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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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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１２ 月０４ 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
方式向董事和监事发出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会议于２０１３年１２ 月１０ 日在广
西桂林市金星路一号公司董事长办公室举行。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９ 人， 实际出席董事９
人，监事王淑霖、徐润秀列席了会议。 会议程序符合《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
公司董事长邹节明先生主持，经过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同意票９票，反对票０ 票，弃权票０
一、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票）。
因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即将任期届满，根据《
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控股
股东桂林三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推荐，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提
名邹节明先生、王许飞先生、邹洵先生、谢元钢先生、邹准先生、吕高荣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孙骏先生、沈雪艳女士、陈亮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 （
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上述公司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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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议案须提交公司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
资格及独立性须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２０１３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表决。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独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宜出具了独立意见。 《
立意见》的详情请见同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向第四届董事会各位董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深表感谢。
同意票９ 票，反
二、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请召开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对票０ 票，弃权票０ 票）。
会议同意公司于２０１３ 年１２ 月２６ 日（
周四）召开公司２０１３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桂
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详见同日的
《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 月１１ 日
董事候选人简历：
邹节明先生：汉族，１９４３年５月生，中国公民，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中药与药用植物专业，
教授级高工，博士研究生导师，高级职业经理人，桂林三金主要创始人。 １９６６年毕业于武汉
大学，本科学历。 １９６８年进入桂林中药厂（
桂林三金前身），历任技术员、研究室主任、所长、
厂长、总裁兼总工程师等职，现任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桂林三金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曾任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届与第八届中国药典委员会委员等社
会兼职。 主持研发设计桂林西瓜霜、三金片等３２种中药与民族药新药，获国家发明专利２５项
（
１项为保密专利，２项为中国优秀专利）， 国家级与省部级科技进步奖１３项， 发表学术论文
中国药学发展奖”、“
广西优秀专
１０４篇，专著３部，培养博士研究生４名，博士后２名。 先后获“
家”、首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首届“
中国科协西部开发突出贡献奖”、首届表彰的“
中国
创业企业家”、“
全国优秀企业家”“
全国劳动模范”、“
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
全
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荣誉。
邹节明先生持有本公司５３，３９４，６４８股股票，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与邹洵先生和邹准先
公
生为父子关系，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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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王许飞先生：汉族，１９５８年９月出生，中国公民，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本科学历，高级经济
师。 １９８２年毕业于广西中医学院药学系中药专业，医学学士学位。 １９８４年进入桂林市中药厂
工作，历任本公司技术员、生产科主任、技术科科长、销售科科长、厂长助理、副厂长、董事副
总裁、财务负责人等职，２００５年被评为全国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卓越领导者。 先后获得广西劳
动模范、桂林市优秀企业家等荣誉。 现任桂林三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董事、副
董事长、总裁。
王许飞先生持有本公司１３，７２６，７２３股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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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邹洵先生：汉族，１９７６年出生，中国公民，澳大利亚永久居留权，双硕士学历。 １９９９年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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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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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１、本次股东大会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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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现场会议时间：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１４：３０开始，会期半天；网络投票时间为：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９日至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１０日。
２、现场会议地点：公司办公楼四楼会议室；
３、会议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主持人：董事长张远方先生；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
６、 会议通知本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３日、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６日、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５日在 《
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上分别披露了 《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更正＜关于召开２０１３年第五次临
２０１３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的公告》和《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２０１３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
性公告》。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１９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１８７，５０６，２１３股，占公司股
本总额的３１．１９２２％。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３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１８６，５９３，
７７４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３１．０４０４％，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９９．５１３４％；通过网络
投票的股东１６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９１２，４３９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０．１５１８％，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０．４８６６％。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
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
一）本次会议以累积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了《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选举董事情况：
（
１） 张远方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１８６，６６１，１１７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４９３％，当选本公司董事；
（
２） 宋光明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１８６，５９３，７８７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１３４％，当选本公司董事；
（
３） 谢彦辉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１８６，５９３，７８５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１３４％，当选本公司董事；
（
４） 魏志云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１８６，５９３，７８５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１３４％，当选本公司董事；
（
５） 曾陈平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１８６，５９３，７８５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１３４％，当选本公司董事；
（
６） 王伟导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１８６，５９３，７８５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１％，当选本公司董事；
（
７） 黄建添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１８６，５９３，７８５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１３４％，当选本公司董事；
（
８） 张定辉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１８６，５９３，７８５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１３４％，当选本公司董事。
２．选举独立董事情况：
（
１） 焦捷先生为获得的选举票数为１８６，５９３，７８４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１３４％，当选本公司独立董事；
（
２） 欧煦先生为获得的选举票数为１８６，５９３，７８４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１３４％，当选本公司独立董事；
（
３） 钟敏先生为获得的选举票数为１８６，５９３，７８４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１３４％，当选本公司独立董事；
（
４） 叶伟明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１８６，５９３，７８４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１３４％，当选本公司独立董事；
（
５） 张圣平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１８６，５９３，７８４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１３４％，当选本公司独立董事。
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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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
（
二）本次会议以累积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了《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 龙阳初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１８６，５９３，７７４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１３４％，当选本公司监事；
２． 卢大鹏先生获得的选举票数为１８６，５９３，７７４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１３４％，当选本公司监事。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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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关于修改《
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１８６，６６０，３０２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４８９％；反对６２８，２１２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０．３３５０％；弃权２１７，６９９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０．１１６１％；回避０股。
２．表决结果：通过。
该项属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２／３以上通过。
（
四）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新疆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的议案
１．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１８６，６６０，３０２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４８９％；反对６２８，２１２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０．３３５０％；弃权２１７，６９９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０．１１６１％；回避０股。
２．表决结果：通过。

截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济源市投资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２４９，９９５万元，净资产为４６，７６５万元；２０１２
年度营业利润１８５万元，净利润１３９万元。
截至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３０日，济源市投资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３２６，４１７万元，净资产为５０，５９３万元；２０１３
年１—１１月份营业利润１３９万元，净利润１０４万元。
根据交易对方控股股东近期主要财务数据及资信情况，结合《
资产收购协议》中相应付款条款的严格
规定，公司认为其履约能力和付款能力不存在重大风险。
３、交易对方及其一致行动人，与公司及持股５％以上的股东无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一）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兴华公司整体搬迁后原厂区的土地、房屋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等资产：
１、房屋建筑物２２７项，其中：房屋建筑１９４项，主要有生产厂房、库房、锅炉房、办公楼、招待所等，建筑
面积１３１，５７１．２８平方米；构筑物３３项，主要有道路、训练场、水池、厕所、桥梁等。
套），主要是天车、双梁桥式起重机、变压器、水泵等房屋建筑物的附属设备。
２、机器设备１７９台（
３、土地使用权２９宗，面积５４３，７４９．３３平方米，均为２００８年６月取得的工业出让土地，土地使用权终止
日期为２０５８年６月。
上述拟转让资产为兴华公司搬迁后原厂区的土地及附属设施等资产，兴华公司的主要生产经营用资
产目前已搬迁到中原特钢济源新产业园区并投入运营。
（
二）权属情况
上述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
项，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的情形。
（
三）交易标的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账面价值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
类 别

累计折旧

原值

固定资产
其中：房屋建筑物
机器设备
无形资产
—土地使用权
——
合 计

账面价值

１，０１１．９５
７１０．０１
３０１．９４

／ 累计摊销
４２７．８７
２７７．５
１５０．３７

３，３０３．６０

３０２．８３

３，０００．７８

４，３１５．５５

７３０．７

３，５８４．８６

５８４．０８
４３２．５１
１５１．５７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３０日
类 别

累计折旧
／ 累计摊销

原值

固定资产
其中：房屋建筑物
机器设备
无形资产
—土地使用权
——
合 计

账面价值

１，０１１．９５
７１０．０１
３０１．９４

４７５．１８
３０２．７８
１７２．４０

５３６．７７
４０７．２３
１２９．５４

３，３０３．６０

３６３．３９

２，９４０．２１

４，３１５．５５

８３８．５７

３，４７６．９８
（
四）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中资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从事本次标的资产的评估工作。 ２０１３年５
月２６日，中资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
河南兴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部分资产处置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
中资评报 ［
２０１３］１６０号）， 评估基准日为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的资产账面值为３，５８４．８６万元， 评估值为９，
具体详见评估报告），资产评估明细如下：
７７７．４６万元，增值额为６，１９２．６０万元，增值率为１７２．７４％（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非流动资产
３，５８４．８６
９，７７７．４６
６，１９２．６０
１７２．７４
固定资产
５８４．０８
１，０１９．６７
４３５．５９
７４．５８
其中：房屋建筑物
４３２．５１
７２１．１９
２８８．６９
６６．７５
机器设备
１５１．５７
２９８．４８
１４６．９１
９６．９２
无形资产
—土地使用权
——
资产总计

３，０００．７８

８，７５７．７９

５，７５７．０１

３，５８４．８６

９，７７７．４６

６，１９２．６０

１９１．８５

１７２．７４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济康公司与兴华公司经友好协商，参照资产评估价值以及相关费用，由济康公司有偿收购兴华公司
搬迁后的土地、房屋及其附属设施等资产。
（
一）资产收购
济康公司同意依本协议条款和条件收购上述的兴华公司资产（
以下简称“
转让资产”），兴华公司同意
依本协议条款和条件向济康公司转让该资产。
１、资产交接方式
（
１）双方对照资产清单，进行清产核查，确定交付的资产明细。 清产核查完成后，由双方另行组织交
付，届时签署资产交接清单。
（
２）资产交付前，兴华公司应确保交付资产不存在租赁、承包、第三者任何形式的占有等对资产交付
存在影响的因素。 否则，济康公司可不支付价款。
（
３）兴华公司应在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底前将全部转让资产交付济康公司占有并办理完成产权过户手续。 产
权过户手续由双方协商配合办理。

业于南京理工大学，并取得会计学学士学位。 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１年任职本公司财务人员，２００２年３
月－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就读新英格兰大学并取得国际商务硕士学位。 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４年７月就读澳大
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并取得会计与金融专业硕士学位。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加入桂林三金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历任董事会办公室管理员、总经理助理、总裁助理、桂林金可保健品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等职，现任本公司董事、副董事长、常务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邹洵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邹节明先生之长子、董事候选人及高
级管理人员邹准之兄长，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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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公司章程》中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谢元钢先生：回族，１９６１年１１月出生，中国公民，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本科学历，高级经
济师，执业药师。 １９８２年毕业于广西中医学院，获医学学士学位，同年进入桂林市中药厂工
作，历任本公司质检员、质检科主任、企管办主任、营销部部长、董事副总裁、财务负责人等
职，先后获得桂林市劳动模范等荣誉。 现任桂林三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董事、
副总裁。
谢元钢先生持有本公司７，５８３，３１９股股票， 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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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邹准先生：汉族，１９８０年出生，中国公民，澳大利亚永久居留权。 生物技术专业，双硕士
学历。 ２００３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并取得生物技术专业学士学位。 ２００４年７月－２００５年１２月就读
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生物技术专业并取得硕士学位，２００６年１月至２００７年１２月就读于澳
大利亚昆士兰大学，获得ＭＢＡ学位。 ２０１０年４月加入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历任药物
研究所研究员、营销总部区域营销总监、总裁助理，现任桂林三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桂林金可保健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桂林三金西瓜霜生态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本
公司副总裁。
邹准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邹节明先生之次子、董事邹洵先生之弟，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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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
情形。
吕高荣先生： １９６５年４月出生，中国公民，新西兰永久居留权。 本科学历，毕业于中国药
科大学药物制剂专业，高级工程师。 １９８８年参加工作，历任桂林中药制药厂二分厂技术员、
质检科中心化验室主任、质检处负责人、工艺技术处处长兼技术部办公室主任、技术开发部
副部长，现任公司技术开发部部长。 ２００６年，参与完成的“
三金牌西瓜霜的研制与开发”荣获
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特别贡献奖。 现任桂林三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监事。
吕高荣先生持有本公司２，２８８，０００股股票， 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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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孙骏先生：１９５６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法学学士，在职研究生（
经
济学），二级律师。 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９０年任桂林市委党校任法学讲师、桂林市律师事务所任兼职
律师；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４年任桂林市经济律师事务所任主任、 专职律师；１９９５年１月至今任广西
嘉合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广西律师协会副会长、桂林市律师协会会长，本公司独立董事。
孙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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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公司章程》中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沈雪艳女士：１９５８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高级会计师。 沈雪
艳女士历任桂林供电局出纳、主办会计、财务部副科长兼主办会计、财务科长、桂林供电局
副总会计师兼财务部主任、广西电网公司桂林供电局高级会计师，现任南方电网公司高级
会计师资格评审委员会专家，广西康华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本公司独立董事。
沈雪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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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陈亮先生：１９７３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南大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博
士后，教授职称。 １９９４年７月至２００２年６月在南华大学工作、；２００２年６月至今任桂林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广西青年联合会第九届委员、桂林理工大学现代企业
管理研究所所长，兼任广西皇氏甲天下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本公司独立董事。
陈亮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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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公司章程》中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
五）关于发行私募债券的议案
１．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１８６，６６０，３０２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４８９％；反对６２８，２１２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０．３３５０％；弃权２１７，６９９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０．１１６１％；回避０股。
２．表决结果：通过。
六）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
１．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１８６，６６０，３０２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４８９％；反对６２８，２１２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０．３３５０％；弃权２１７，６９９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０．１１６１％；回避０股。
２．表决结果：通过。
（
七）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办理信托融资业务的议案
１．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１８６，６６０，３０２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４８９％；反对６２８，２１２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０．３３５０％；弃权２１７，６９９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０．１１６１％；回避０股。
２．表决结果：通过。
（
八）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１８６，６６０，３０２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５４８９％；反对６２８，２１２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０．３３５０％；弃权２１７，６９９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０．１１６１％；回避０股。
２．表决结果：通过。
（
九）关于承接顺德乐从镇北围园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 总的表决情况： 有表决权股东赞成９，２０９，７７０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１．５８７７％；反对６２８，２１２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０．３３５０％；弃权２１７，６９９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０．１１６１％；回避１７７，４５０，５３２股。
２．表决结果：通过。
（
十）关于拟参与肇庆高新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项目投标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 总的表决情况： 有表决权股东赞成９，２０９，７７０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１．５８７７％；反对６２８，２１２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０．３３５０％；弃权２１７，６９９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０．１１６１％；回避１７７，４５０，５３２股。
２．表决结果：通过。
由于本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广东省水电集团”）为广东恒广源投资有
限公司（
以下简称“
恒广源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恒广源公司５８％的股权，因此本公司与恒广源公司存
在关联关系，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本公司
《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公司与恒广源公司共同承建工程施工项目构成关联交易。 广东省水电集团持
有表决权股份１７７，４５０，５３２股，对议案九和议案十回避表决。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
２．律师姓名：王学琛、林映玲。
３．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粤水电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会议提案以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
公司法》、《
证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规范性
文件和粤水电《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３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３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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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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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本公司董事会临时通知所有董事在公司办公楼四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应到会董事１３人，实际到会董事１２人，独立董事钟敏因公出差，委托独立董
事欧煦进行表决，公司监事会成员、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
公司法》、《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张远方先生主持，审议了通知中所列全部议题并作出如下决议：
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一、１３票赞成 ０票反对 ０票弃权 ０票回避审议通过《
本公司２０１３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五届董事会， 为了保持公司关键管理人员的稳定
性，稳健推进公司战略经营，董事会选举张远方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张远方先生简历见附件１。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二、１３票赞成 ０票反对 ０票弃权 ０票回避审议通过《
董事会以逐项表决方式同意下列人员在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职期间担任高级管理人员：
一、聘任谢彦辉先生任公司总经理。
二、聘任下列人员担任公司有关职务：
（
一）魏志云先生任公司副总经理；
（
二）曾陈平先生任公司副总经理；
（
三）王伟导先生任公司副总经理；
（
四）丁仕辉先生任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
五）翟洪波先生任公司副总经理；
（
六）林康南先生任公司副总经理；
（
七）陈艺先生任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
（
八）冯宝珍女士任公司副总经理、总经济师；
（
九）曾令安先生任公司副总经理；
（
十）吴昊先生任公司副总经理；
（
十一）林广喜先生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
林广喜先生联系方式：办公电话：０２０－６１７７６６６６；传真：０２０－８２６０７０９２；电子邮箱：ｌｇｘｉ－０７３１＠１６３．ｃｏｍ。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发表意见，详见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
４）转让资产在兴华公司交付济康公司之前，由兴华公司负责看管和管理。 自交付完毕之日起，由济
康公司负责看管和管理。 转让资产的风险自交付之日起转移。
２、转让资产过户手续办理
（
１）转让资产的过户手续由济康公司负责办理。
（
２）兴华公司应协助济康公司完成转让资产过户手续办理，提供过户所需相关手续、证明等。
（
３）转让资产过户手续办理过程中的税费，按照法律规定由义务方承担。
（
二）价款支付
１、收购价格
经双方协商，参照资产评估价值以及相关费用，济康公司向兴华公司支付总额为人民币１４，６１１．１８万
元的转让资产收购价款。
２、付款方式
济康公司承诺将按下列方式向兴华公司支付收购价款：
（
１）第一期付款：将在本协议签署后５个工作日内支付转让资产收购价款的１５％。
（
２）第二期付款：所有转让资产过户手续全部办理完毕后支付转让资产收购价款的３５％。
（
３）第三期付款：将在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１日前分期支付剩余转让资产收购价款。
（
三）其他约定
１、双方承诺，均已取得签署及履行本协议所必须的内部及外部的批准和授权。
２、协议生效：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并履行相关法律程序后生效。
３、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分歧，双方当事人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济源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本次交易成交价格的确定依据为：首先参照转让资产的评估价值和相关费用，同时基于济源市政府
的总体产业布局和发展规划及快速发展，以及部分市场环境已发生变化等因素，双方协商以综合价值确
定转让价格为１４，６１１．１８万元。
本次交易成交价格与转让资产的账面值和评估值增幅较大， 主要是由于近年当地政府招商力度较
大，很多知名企业进驻，包括富士康集团，经济发展增幅较快，未来资产升值的因素较大。
五、转让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转让资产，主要是为有效盘活兴华公司整体搬迁后的原土地及厂房等附属资产，实现资产的保
值增值。 目前，兴华公司的整体搬迁工作已基本实施完成，运营正常，本次转让资产不会对兴华公司的正
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本次交易所得款项将用于补充兴华公司的流动资金。
本次交易完成后，预计扣除相关税费后的净利润约为５，３００万元，占公司２０１２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净
利润（
７，１４９．８２万元）的７４．１３％。 上述数据为公司的初步测算数据，具体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的
结果为准。 本次交易如在２０１３年度完成，预计会增加２０１３年度当期的净利润５，３００万元；如未在２０１３年度
完成，则会影响以后完成该交易行为当期的损益。
按照协议约定，本次交易除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外，还需要履行转让资产的移交过户手续，该交
易行为能否在本年度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同时，本次交易的会计确认尚需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能否
确认为损益以及确认的具体数额还存在不确定性。
六、与本次转让资产有关事项的前期披露情况
公司２０１２年８月３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０日召开的２０１２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兴华公司分步实施整体搬迁及由政府部门有偿收购原土地和厂房等附属物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２０１２年８月４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关于对兴华公司分步实施整体搬迁及由政府部门有偿收购原土地和厂房等附属物的公告》。 本
ｃｎ）上的《
次交易是根据目前兴华公司整体搬迁的进展情况，对搬迁后资产处置事项的进一步明确。
七、其他事项
１、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也未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化，同时也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
赁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亦不产生关联交易，与关联人不产生同业竞争情形。
２、本次交易完成后，兴华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注册地址变更手续。
３、本次转让资产的事项已取得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有关资产处置的批复和资产评估项目的备案。
４、本次交易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尚需办理转让资产的移交过户手续。
八、备查文件
１、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２、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资产收购协议》；
３、《
河南兴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部分资产处置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４、中资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５、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有关资产处置的批复和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
特此公告。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４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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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２０１３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召开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通知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星期五）上午９：００。
（
四）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７日（
（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
六）出席对象：
星期五），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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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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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济源市承留镇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
二、会议审议事项
《
关于全资子公司河南兴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转让资产的议案》；
该议案内容详见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刊登于 《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关于全资子公司河南兴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转让资产的公告》。
ｃｎ）的《
三、会议登记方法
（
一）登记方式：
１、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
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本人身份证和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２、自然人股东须持股东帐户卡、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
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二）登记时间：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５日【
上午９：００－１１：３０、下午１４：３０－１７：００】。
（
三）登记地点：河南省济源市承留镇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四）委托他人出席股东大会的有关要求：
１、自然人股东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２、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
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３、委托人为法人的，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其董事会、其他决策机构决议授权的人作为代表出席公司
的股东大会。
４、委托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授权委托书应当注明在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的情况下， 委托人或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
决。
（
五）其他事项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登记时间以收到传真或信函时间为准）。传真登记请发送传
真后电话确认。
四、其他事项
（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 系 人：王小宇
联系电话：０３９１－６０９９０３１
传
真：０３９１－６０９９０１９
邮
箱：ｗ．ｘｙ１９８７＠１６３．ｃｏｍ
通讯地址：河南省济源市承留镇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
编：４５４６８５
（
二）与会股东或代理人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致：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
兹授权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７日召开的中原特钢股份有限
公司２０１３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公司／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本公司／本人对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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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单位（
本人）承担。
会议议案表决情况
议 案
《关于全资子公司河南兴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转让资产的议案》

证券简称：桂林三金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３３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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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１２ 月０４ 日以书面方式向全体
监事发出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 会议于２０１３ 年１２ 月１０ 日在广西桂林市金星
路一号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３ 人，实际出席监事２人，监事吕高荣先
生因公出差委托监事王淑霖女士出席会议并表决，符合《
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淑霖女士主持，经出席会议的监事认真审议，会议一致通过并形成
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同意票３ 票，反对票０ 票，弃权票０
票）。
因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即将任期届满，根据《
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控股
股东桂林三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名王淑霖女士，自然人股东王许飞先生、谢元钢先生、祝
长青先生、汤一锋先生提名阳忠阳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
监事候选
人简历见附件）
本次监事会换届，拟任监事中，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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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议案须提交公司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两位监事候选人经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后，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
事会。
公司向第四届监事会各位监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深表感谢。
特此公告。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简历
王淑霖女士：汉族，１９６３年５月出生，中国公民，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本科学历，高级工程
师、执业药师，广西区科委“
广西青年科技标兵”、桂林市第二批优秀青年科技人才。 １９８３年
毕业于广西中医学院中药专业，同年进入桂林市中药厂工作，历任本公司工艺员、车间副主
任、研究所所长、副总工程师、生产部部长。 现任桂林三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本公司监
事。 参与完成的主要成果及获得奖项：蛤蚧定喘胶囊、复方田七胃痛胶囊、西瓜霜口喉宝等
项目曾先后获得过广西科技进步叁等奖、“
三金牌西瓜霜的研制与开发”荣获广西壮族自治
区科学技术特别贡献奖。 “
特色中成药脑脉泰胶囊的研究与开发”获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
术进步一等奖。
王淑霖女士持有本公司５，７００，８６７股股票， 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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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阳忠阳先生：汉族，１９６８年９月出生，中国公民，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本科学历，工程师。
１９９０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生物系植物学专业，同年９月进入桂林中药厂工作，历任本公司销售
员、营销三部经理、销售一部经理、商务部经理、营销总部总经理助理、营销总部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营销总部总经理。
阳忠阳先生持有本公司２６７，０００股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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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００２２７５
证券简称：桂林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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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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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２０１３ 年１２ 月２６ 日（
星期四）上午 １０：００，会期半天
三、会议地点：广西桂林市金星路一号公司一楼大会议室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五、会议审议议案：
（
一）审议《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选举非独立董事

《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关于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意见》。
独立董事对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见附件２。
三、１３票赞成 ０票反对 ０票弃权 ０票回避审议通过《
关于调整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因本公司董事会成员变更，董事会同意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作相应的调整，经二分之一以上独立
董事提名，独立董事张圣平先生为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 原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董事长张远方
先生、独立董事李春敏先生、独立董事钟敏先生三名委员组成，独立董事李春敏先生为召集人；调整为由
董事长张远方先生、独立董事张圣平先生、独立董事钟敏先生三名委员组成，独立董事张圣平先生为召集
人。
四、１３票赞成 ０票反对 ０票弃权 ０票回避审议通过 《
关于聘任蔡信雄先生为本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
议案》。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蔡信雄先生为本公司审计部负责人。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公司聘任审计部负责人发表意见，详见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聘任审计部负责人的意见》。
蔡信雄先生简历见附件３。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日
附件１
张远方先生简历
张远方，男，汉族，１９６６年１２月出生，广东五华县人，在职研究生学历，１９８４年７月参加工作。 历任五华
县烟草公司经理、烟草专卖局局长，五华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县长；大埔县委书记、县人
大常委会主任；梅州市政府市长助理、梅州高新区管委会主任，梅州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梅州市
委副书记；２０１３年８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长。 现任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本公司董事
长。
张远方先生为控股股东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法定代表人，与控股股东存在关
联关系，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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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持有本公司股份，除本简历
披露的任职情况之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亦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附件２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１．谢彦辉，男，１９６７年２月出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１９９０年９月参加工作，历任原广
东省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第四工程公司副经理、经理，本公司总经理助理兼第四工程公司经理，２００６年１０
月起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２００７年１２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２０１０年６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总经
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谢彦辉先生与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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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持有本
公司股份，除本简历披露的任职情况之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
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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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志云，男，１９６２年１１月生，本科学历，水工建筑工程师，１９７８年１０月参加工作。 历任原广东省水利
水电第二工程局第五工程公司技术员、副经理、经理，本公司第五工程公司经理，广州工程总公司常务副
总经理，本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广州工程总公司总经理，本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本公司全资子公
司广东晨洲水利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４日辞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及广东晨洲水利投资有限
公司董事长职务。 ２０１０年７月２日至２０１３年７月８日任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直属党委书记。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２日起任本公司副总经理，２０１３年７月３０日起任本公司董事。 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魏志云先生与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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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持有本
公司股份，除本简历披露的任职情况之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
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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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曾陈平，男，１９５９年６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工商管理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１９８２年７
月毕业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历任原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安技科副科长、房地产公司经理、建筑工
程公司经理、经营部部长、安技部部长、全质办主任、副总工程师、本公司总工程师，２００７年１２月起担任本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曾陈平先生与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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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持有本
公司股份，除本简历披露的任职情况之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
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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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王伟导，男，１９６２年６月出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机械高级工程师。 １９８３年９月参加工作。 历任
原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工程师、机电部第一部长、中心修造厂厂长、本公司总经理助理兼中心修造
厂厂长，２００６年１０月起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２０１０年８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
王伟导先生与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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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持有本
公司股份，除本简历披露的任职情况之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
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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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丁仕辉，男，１９５６年６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工学学士，水工建筑教授级高级工程师，１９７４年１１
月参加工作，历任原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基础一公司副经理、党支部书记兼副经理、工会主席；原
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副总工程师兼东江口工程处技术负责人、东深工程处副主任、安全技术质量
部部长、全面质量管理办公室主任、经营管理部部长。 ２００３年３月至２００９年２月任原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二工
程局总工程师，２００９年３月起担任本公司总工程师，２０１０年１２月起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２００７年
１月至２０１１年８月兼任深圳市创丰源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于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８日辞去深圳市创丰源投资有限公
司董事职务。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丁仕辉先生与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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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持有本
公司股份，除本简历披露的任职情况之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
其曾因未将与绥芬河市新都实业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的情况及时告知公司，导致本公司对绥芬河项目
有关的关联交易未及时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２０１２年５月， 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给予通报批
评。
６．翟洪波，男，１９５７年６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１９７９年７月参加工作，历任原广东省
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第二工程公司副经理、经理，新丰、始兴项目部经理、局长助理、副局长，２００２年１月起
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翟洪波先生与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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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持有本

反对

弃权

注：请在表决栏的“
同意”、“
反对”或“
弃权”栏内划“
√”，填写其它标记、漏填或重复填写的无效。
委托人／单位签字（
盖章）：
受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明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３年
月
日
委托人持股数量：
股
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
注：委托授权书以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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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股东大会届次：２０１３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召开公司２０１３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证券代码：００２２７５

同意

（
１）选举候选人邹节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２）选举候选人王许飞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３）选举候选人邹洵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４）选举候选人谢元钢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５）选举候选人邹准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６）选举候选人吕高荣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２、选举独立董事
（
１）选举候选人孙骏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２）选举候选人沈雪艳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３）选举候选人陈亮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二）审议《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选举候选人王淑霖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２、选举候选人阳忠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上述议案时将采取累积投票方式逐项表决，其中议案一独立董事和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表决分别进行。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备案
审核无异议方能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上述议案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分别经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细内容见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
日的 《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刊登的决议公告。
五、出席会议人员：
１、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公司所聘请的具有从业资格的律师；
星期一）下午３：００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２、截止２０１３ 年１２ 月２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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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会议登记事项：
星期二），上午８：３０ 至１７：００；
１、登记时间：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４日（
２、登记地点：广西桂林市金星路一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李云丽、邓强
联系电话：０７７３－５８２９１０６、９１０９
传 真： ０７７３－５８３８６５２ 邮政编码：５４１００４
３、登记办法：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请于２０１３ 年１２月２４日上午８：３０至１２：００，下午１３：
００至１７：００持股东账户及个人身份证；委托代表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
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
证到公司登记。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信函或传真方式以１２ 月２４ 日１７：００
点前到达本公司为准）
七、其他事项：出席会议股东的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 年１２ 月１１ 日
附：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
本单位）出席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一）

１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
（６ ）

２
（１ ）
（２ ）
（３ ）
（二）

１
２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选举非独立董事
选举候选人邹节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选举候选人王许飞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选举候选人邹洵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选举候选人谢元钢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选举候选人邹准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选举候选人吕高荣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选举独立董事
选举候选人孙骏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候选人沈雪艳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候选人陈亮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选举候选人王淑霖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选举候选人阳忠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票数
——
——
——
—
——
——
——
—

——
——
——
—

——
——
——
—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码：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日期及期限：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各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需加盖单位公章。

公司股份，除本简历披露的任职情况之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
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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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林康南，男，１９６１年７月出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水工建筑工程师，１９７９年３月参加工作，历任
原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第四工程公司副经理、第九工程公司经理、本公司总经理助理兼第九工程
公司经理，２００６年１０月起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林康南先生与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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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本公
司股份７６，５００股，除本简历披露的任职情况之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等职务，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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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陈艺，男，１９５７年３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会计师，１９７３年８月参加工作，历任原广东省水利水
电第二工程局机电工程公司财务负责人、原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财务部副部长、部长、副总会计
师，２００２年１月起担任本公司总会计师。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起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
理、总会计师。
陈艺先生与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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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持有本公
司股份，除本简历披露的任职情况之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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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冯宝珍，女，１９７４年８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１９９５年７月参加工作，历任原广东省
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第五工程公司技术员、经营部部长；本公司第五工程公司副经理、党总支书记、工会
主席。 ２００９年１月起担任本公司第五工程公司经理、党总支书记，２０１０年６月起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２０１０
年１２月起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总经济师。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总经济师。
冯宝珍女士与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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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持有本
公司股份，除本简历披露的任职情况之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
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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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曾令安，男，１９６４年１１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１９８６年７月参加工作，历任
原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建筑公司技术员，第二工程公司技术员、技术负责人、副经理、经理；本公司
第二工程公司经理、党支部书记。 ２００２年８月起担任本公司第二工程公司经理，２０１０年６月起担任本公司副
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曾令安先生与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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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持有本
公司股份，除本简历披露的任职情况之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
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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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吴昊，男，１９７５年１１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１９９７年７月参加工作，历任原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二
工程局四川高凤山电站工程处经济部部长；本公司四川工程公司副经理、经理，２０１０年６月起担任本公司
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吴昊先生与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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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本公司
股份７，５５９股，除本简历披露的任职情况之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职
务，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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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林广喜，男，１９７７年７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会计师，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２０００年８月
参加工作，历任本公司副主任会计师、证券部副部长、证券部部长，２０１３年８月起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证券部部长兼证券事务代表，兼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水安
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董事、参股子公司广州山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董事。
林广喜先生与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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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持有本
公司股份，除本简历披露的任职情况之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
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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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３
蔡信雄先生简历
蔡信雄，男，１９６８年１０月出生，本科学历，会计师，１９９１年６月参加工作，历任原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二工
程局会计，江西工程公司、潮州分公司财务经理，中山东河项目部财务负责人，考核分配部副主任会计师；
本公司珠海分公司财务经理；２０１０年１２月起担任本公司审计部经理，２０１１年１１月起担任本公司监事会监
事。 现任本公司监事、审计部经理。
蔡信雄先生与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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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持有本
公司股份，除本简历披露的任职情况之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
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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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２０６０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２０１３－１１２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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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本公司监事会临时通知所有监事在公司办公楼四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第
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应参会监事３人，实际参会监事３人。 会议召开符合《
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了通知中所列议题并作出如下决议：
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３票赞成 ０票反对 ０票弃权 ０票回避审议通过《
本公司２０１３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五届监事会， 为了保持公司关键管理人员的稳定
性，稳健推进公司战略经营，监事会选举龙阳初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附：龙阳初先生简历。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日
附件：
龙阳初先生简历
龙阳初，男，１９５４年９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政工师。 １９７４年１月参加工作。 历任原广东省水利水
电第二工程局监察室副主任、纪委办兼监察室主任、纪委书记，２００３年７月起任本公司纪委书记，２０１３年１１
月起任本公司工会主席。 现任本公司工会主席、纪委书记。
龙阳初先生与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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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持有本
公司股份，除本简历披露的任职情况之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
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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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