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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０００４１０

股票简称：沈阳机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５２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２、本次董事会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３、本次董事会应出席董事９人，现场出席会议６人，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３人，分别为独立董事方红
星先生，独立董事林木西先生，独立董事李卓女士。
４、本次董事会由董事长关锡友先生主持。 部分监事、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董事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５、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程序与内容符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１．《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巨潮网的２０１３－５３号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关于与沈阳机床第一实业有限公司关联交易议案》
２． 《
董事关锡友先生、刘鹤群先生、车欣嘉先生为关联董事，审议此议案时回避表决。 非关联董事一致通
过本项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巨潮网的２０１３－５４号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６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关于修订＜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３． 《
根据中国证监会下发《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２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中的
相关的规定，公司对原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进行修改，具体内容如下：
原制度：
第十八条规定：“
公司可以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但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
三）单次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得超过六个月；
（
六）不得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证券投资；
现修改为：
第十八条规定：“
公司可以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但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
三）单次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得超过十二个月；
（
六）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得通过直接或间接安排用于新
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该议案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关于召开二○一三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４．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巨潮网的２０１３－５５号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日
股票代码：０００４１０
股票简称：沈阳机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５３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估计变更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计估计变更情况概述
为了实施更加谨慎的会计政策、防范财务风险，更加客观公正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
司拟进行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的变更。
二、会计估计变更基本情况介绍
１．变更日期：本变更事项获得公司６届２８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日（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
２．本次变更前的会计估计政策
（
１）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确认标准、计提方法
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确认标准：年末如果有客观证据表明应收款项发生减值，则将
其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可收回金额是通过对其
的未来现金流量（
不包括尚未发生的信用损失）按原实际利率折现确定，并考虑相关担保物的价值（
扣除
预计处置费用等）。 原实际利率是初始确认该应收款项时计算确定的实际利率。
短期应收款项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与其现值相差很小，在确定相关减值损失时，不对其预计未来现
金流量进行折现。
本公司根据公司经营规模、 业务性质及客户结算状
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额标准
况等确定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标准为 １００万元。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 如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
值的， 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
法
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
（
２）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应收款项
①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的确定依据：
按账龄作为类似信用风险特征划分的依据。
②根据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确定的计提方法：账龄分析法。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
１年以内（含１年）
５．００
５．００
１－２年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３年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３年以上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
３）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证券代码：０００４１３、２００４１３

证券简称：宝石Ａ、宝石Ｂ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８６

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八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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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七届董事会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上午１０：００在公司办公楼会议室召开第
八次会议，会议通知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到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７人，实
际出席董事７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兆廷主持，符合《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
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关于为旭飞光电公司融资还款提供担保并收取担保费用的议案》（
详情参见公司同日披露
１、审议通过了《
的《
公司关于为关联方提供担保公告》）。
郑州旭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旭飞光电”）为公司托管公司。 为了支持旭飞光电的发展，公司拟为
旭飞光电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１９，８２１．９５万元人民币融资还款提供第三方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担保期限为２４个月，公司拟参照市场化交易原则，按照担保金额的１％即１９８．２２万元／年收取担保费用。 同时，
公司控股股东东旭集团有限公司为此项担保向我公司提供再担保，以确保本公司相关利益不受影响。
本议案属关联担保，关联董事李兆廷、周波、牛建林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２０１３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对该关联担保事项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广州证券对公司此次为关联方提供担保事项无异议。
表决结果：同意４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关于为旭虹光电公司融资还款提供担保并收取担保费用的议案》（
详情参见公司同日披露
２、审议通过了《
的《
公司关于为关联方提供担保公告》）。
四川旭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旭虹光电”）为公司托管公司。 为了支持旭虹光电的发展，公司拟为
旭虹光电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１６，３５３．３９万元人民币融资还款提供第三方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担保期限为２４个月，公司拟参照市场化交易原则，按照担保金额的１％即１６３．５３万元／年收取担保费用。 公司控
股股东东旭集团有限公司为此项担保向我公司提供再担保，以确保本公司相关利益不受影响。
本议案属关联担保，关联董事李兆廷、周波、牛建林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２０１３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对该关联担保事项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广州证券对公司此次为关联方提供担保事项无异议。
表决结果：同意４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关于修改〈
公司章程〉的议案》（
详情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站披露的《
公司章程修正
３、审议通过了《
案》）。
同意公司根据国家工商管理部门核准的公司名称修订《
公司章程》相关内容。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２０１３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７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
关于召开公司２０１３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已经公司七届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详情参见公司同
日披露的《
关于召开２０１３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４１３、２００４１３
证券简称：宝石Ａ、宝石Ｂ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８７

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关联方提供担保公告

一、关联担保情况概述
关于为旭飞光电公司融资还款提供担保并收取担保费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公司七届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用的议案》及《
关于为旭虹光电公司融资还款提供担保并收取担保费用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托管公司郑州旭飞
以下简称“
旭飞光电”）、四川旭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旭虹光电”）向中国华融资产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融资还款提供第三方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２４个月，公司拟参照市场化交易
原则，按照担保金额的１％收取担保费用。 控股股东东旭集团有限公司为此项担保向我公司提供再担保。 旭飞光
电、旭虹光电融资还款涉及金额分别为人民币１９，８２１．９５万元和１６，３５３．３９万元，公司将分别向其收取担保费用
１９８．２２万元／年和１６３．５３万元／年，合计３６１．７５万元／年。
旭飞光电、旭虹光电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此
担保事项构成关联担保。 董事会审议该担保事项时关联董事李兆廷、周波、牛建林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该关联担保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此关联担保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关联股东东旭集团、宝石集团应回避表决。 此关联担保事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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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
一）旭飞光电
１、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郑州旭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南三路６６号
法人代表：李兆廷
注册资本：１６５，０００万人民币元
经营范围：从事平板显示和光伏产业材料、设备、产品的设计、制造与销售；提供平板显示相关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和技术转让；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与公司关系：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存在关联关系，为公司托管公司。

与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确认标准、计提方法一致。
３．变更后的会计估计政策
（
１）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确认标准、计提方法
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确认标准：年末如果有客观证据表明应收款项发生减值，则将
其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可收回金额是通过对其
的未来现金流量（
不包括尚未发生的信用损失）按原实际利率折现确定，并考虑相关担保物的价值（
扣除
预计处置费用等）。 原实际利率是初始确认该应收款项时计算确定的实际利率。
短期应收款项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与其现值相差很小，在确定相关减值损失时，不对其预计未来现
金流量进行折现。
本公司根据公司经营规模、 业务性质及客户结算状
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额标准
况等确定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标准为 １００万元。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 如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
值的， 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
法
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
（
２）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①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的确定依据：
按账龄作为类似信用风险特征划分的依据。
②根据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确定的计提方法：账龄分析法。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
０－６个月
０．００
０．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０
６－１２个月
１－２年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３年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３－４年
４－５年
８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５年以上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３）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与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确认标准、计提方法一致。
三、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合理性说明
结合目前的经营环境及市场状况，为进一步防范经营风险，公司对应收款项坏账准备会计估计进行
变更，更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和相关规定，更准确、可靠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符合财政部颁布的《
企业会计
准则》及其后续规定。
四、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８ 号——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公司对此次会计估计
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 对以往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无需追溯调整。 因
此，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已披露的财务报告产生影响。
经公司财务部门与会计师初步测算， 基于公司２０１３年９月３０日的数据，按照新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测算，此项会计估计变更预计将增加公司２０１３年净利润２３２万元，影响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利润的１０％左右。
五、会计估计变更相关审议意见
（
一）董事会关于会计估计变更合理性说明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变更议案，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
公司实际情况和相关规定，更恰当地反映公司经营成果，提供更可靠的会计信息。
（
二）监事会审核意见
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的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及公司的实际情况，变更后的会计估计体现了谨慎
性原则，能够更加客观、恰当地反映公司的资产质量和财务状况。 董事会审议会计估计变更的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同意公司实施上述会计估计变更。
（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审阅了本次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相关资料，并提请公司聘请中介机构进行专项审核并
发表了专项意见。 在此基础上，发表如下意见：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
程》的规定，变更后的会计估计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和相关规定，能够更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
企业会计准则》的相
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及处理，符合《
关规定。 同意公司实施上述会计估计变更。
（
四）会计师事务所专项说明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对该项变更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估计变更专项说明》（
大华特字［
２０１３］０００２４７号），对该项变更的合理性发表了无保留意见。
六、备查文件
１．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２．独立董事意见
３．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十五次会议决议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日
股票代码：０００４１０
股票简称：沈阳机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５４

关于与沈阳机床第一实业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沈阳机床第一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第一实业公司”）为我公司职工提供就餐服务，预计２０１３年度
我公司与第一实业公司发生的交易总额约为 ２，３００ 万元。 第一实业公司原隶属于沈阳市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沈阳市国资委”），２０１３年沈阳市国资委将第一实业公司划归至沈阳机床（
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机床集团”），第一实业公司成为机床集团全资子公司。 由于机床集团为本公司的
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１０．１．３（
二）中关于关联法人的规定，我公司与第一实业公
司发生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表决时关联董
事关锡友先生、刘鹤群先生、车欣嘉先生进行了回避，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阅了本次关联交易的有关资

２、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资产总额３１０，０６８．３１万元，负债总额１９７，２４９．９５万元，净资产１１２，８１８．３６万元，资产负
债率６３．６１％，营业收入１６，１２９．７１万元，净利润３，６０６．３１万元（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２０１３年９月３０日，资产总额３４８，７４９．５１万元，负债总额１７８，３３６．４７万元，净资产１７０，４１３．０４万元，资产负
债率：５１．１４％，营业收入１１，８６３．８０万元，净利润２，５９４．６８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
二）旭虹光电
１、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四川旭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绵阳市经开区
法人代表：李兆廷
注册资本：３０，０００万人民币元
经营范围：等离子平板显示及光伏产业关健材料、设备、产品的设计、制造与销售（
涉及行政许可事项的，须
取得相应许可证后方可经营）；提供平板显示材料相关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
（
国家禁止和限制的除外）。（
以上经营范围：国家禁止的不得经营；涉及专项许可事项的，必须取得专项许可后在
许可范围和时效内经营。 ）
与公司关系：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存在关联关系，为公司托管公司。

２、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资产总额１４１，２３０．６４万元，负债总额１１１，９８０．４２万元，净资产２９，２５０．２２万元；资产负
债率７９．２９％，净利润－３３４．７９万元（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２０１３年９月３０日，资产总额１４９，０４２．１５万元，负债总额１２３，１８９．５８万元，净资产２５，８５２．５７万元，资产负债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率８２．６５％，营业收入５１１．８７万元，净利润－３，３９７．６５万元（
三、东旭集团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资产总额９８２，４７７．５１万元，负债总额７０６，６９０．６４万元，净资产２７５，７８６．８７万元；营业收
入２４０，１１８．９７万元，净利润３４，８７９．２６万元（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２０１３年９月３０日，资产总额２，１５５，２５４．３２万元，负债总额１，２９５，６７０．５４万元，净资产８５９，５８３．７８万元，营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业收入２５７，５４０．８２万元，净利润３５，７１７．５１万元（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将于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及时签署相关协议。
担保方式：第三方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金额： 旭飞光电、 旭虹光电融资额度分别为人民币１９，８２１．９５万元和人民币１６，３５３．３９万元， 合计３６，
１７５．３４万元。
担保期限：２４个月。
担保费用：旭飞光电、旭虹光电分别为１９８．２２万元／年和１６３．５３万元／年，合计３６１．７５万元／年。
反担保情况：东旭集团有限公司向我公司提供信用担保的再担保。
五、关联担保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为了支持托管公司玻璃基板生产线的发展，公司为托管公司旭飞光电、旭虹光电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融资还款提供担保，不仅有利于托管公司融资到位，支持玻璃基板生产线的建设与运营，帮助托管公
司早日注入上市公司，增强公司整体实力。 且公司独家对托管公司进行经营、管理、监督和指导，可以保证其优
先履约能力。
东旭集团是集光电显示、光伏、节能照明、绿色建材、装备制造五大产业为一体的大型高科技企业集团，实
力雄厚，东旭集团为此项担保向我公司提供再担保，保证了公司此项担保无担保风险，且公司拟参照市场化交
易原则，按照担保金额的１％向旭飞光电及旭虹光电收取担保费用，因此本担保事项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五、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至到２０１３年１０月末，公司与关联方旭飞光电、旭虹光电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金额分别为１７，６３２．６３
万元、３３６．６６万元，合计１７，９６９．２９万元（
不含本次交易，已经公司２０１３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３．２９％。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公司为托管公司旭飞光电、旭虹光电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融资还款提供
担保，是为了支持托管公司的发展，控股股东东旭集团有限公司为此项担保向我公司提供了再担保，公司拟参
照市场化交易原则，按照担保金额的１％向旭飞光电及旭虹光电收取担保费用，因此本担保事项不会损害公司的
利益。 关联董事在议案审议过程中依法进行了回避，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基于独立判断，同意公
司为托管公司旭飞光电、旭虹光电融资还款提供第三方连带责任担保并收取合理的担保费用。
七、广州证券关于本次关联担保的核查意见
此次关联交易是为宝石股份托管公司旭飞光电、 旭虹光电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融资还款提
供担保， 公司控股股东东旭集团有限公司为此项担保向宝石股份提供再担保。 宝石股份拟参照市场化交易原
则，按照每年１％的担保费率向旭飞光电及旭虹光电收取担保费用。此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独立董事出具事前认
可的书面文件并发表了独立意见，经宝石股份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将提请宝石股份２０１３年第
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宝石股份《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广州证券对宝石股份
此次为关联方提供担保事项无异议。
八、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额度为２５８，１７５．３４万元（
含本次担保３６，１７５．３４万元，其余全部为对全资子公司
担保，且已经公司２０１３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公司２０１３－０５３、
２０１３－０７６号公告），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４７．２２％；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实际对外担保总额为２２０，０００
万元（
全部为对全资子公司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４０．２４％。 截至公告日，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九、备查文件
１、公司七届八次董事会决议
２、公司七届四次监事会决议
３、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４、广州证券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料，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将此项关联交易提交董事会审议。 此项交易不需要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
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工商登记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路１７甲１号
法定代表人：关锡友
注册资本： ７６，５４７万元
主营业务：机械设备制造，机床制造，机械加工，进出口贸易（
持证经营）；国内一般商业贸易（
国家专
营、专卖、专控除外）批发、零售；代购、代销、代储、代运；经济信息咨询服务；承包境外机械行业工程及境
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要的劳务人员；
普通货运；设备租赁。
２、沈阳机床第一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路１７甲１号？
法定代表人： 冯森？
注册资本： 壹佰伍拾万元？
主营业务： 许可经营项目：餐饮。 一般经营项目：保洁服务；劳务服务；化工产品（
易燃易爆危险品除
外）、机床及机床配件、保洁用品、一般劳保用品、办公用品及设备、五金、家用电器销售；内部表格、信纸印
刷；自用房屋租赁。？
第一实业公司运营状况良好。 ２０１２年第一实业公司实现营业收入３，２６８万元，实现净利润－５７０万元，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总资产３，３６６万元，净资产１，１５４万元。 截止２０１３年９月，第一实业公司营业收入２，４８９万
元，净利润－２１２万元，总资产３，７３６万元，净资产９３９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我公司在２００７年搬迁至新厂区后，由于距离市内较远，为解决员工就餐问题，在园区内建有员工食
堂，并为员工提供餐费补助。 该食堂自２００７年以来一直由第一实业公司经营。 按照公司为员工提供餐费补
助１５０元／月标准，每月享受补助的员工数约１．２万人测算，预计全年交易金额为２，３００万元。 该交易金额由
我公司每月按照员工实际就餐费用与第一实业公司结算。 最高上限是１５０元／月／人，但如果员工不就餐则
不向第一实业公司支付该笔费用。
四、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及依据
交易本身为公司生产经营必需事项，公司制定的餐费补助标准比照周边公司同类价格确定，自２００７
年以来一直执行同一标准，未因第一实业公司所属权转移而有变化。
五、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交易金额
公允，对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不产生影响。
六、年初至今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我公司及所属分公司、子公司年初至１１月与第一实业公司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１，８５８万元。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阅了本次关联交易的有关资料，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上述
关联交易基于公司客观需要发生，交易价格公平合理，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没有损害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同意将此项关联交易提交董事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六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决议》
１、公司《
独立董事意见》
２、公司《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日
股票代码：０００４１０
股票简称：沈阳机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５５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二○一三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股东大会届次：二○一三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召开的第六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全票通过同意召开此次
股东大会。
３、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星期四）上午１０：００
４、召开时间：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６日（
５、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特此公告。

证券代码：０００４１３、２００４１３

证券简称：宝石Ａ、宝石Ｂ

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２０１３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股东大会届次：２０１３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３、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
４、现场会议地点：石家庄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黄河大道９号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５、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
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
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６、会议召开时间：
（
１）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６日下午１４：５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６日上午９：３０～１１：３０和下午１３：００～１５：
００；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５日下午１５：００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６日下午１５：００期间
的任意时间。
７、出席对象：
（
１）截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０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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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３）公司聘请的律师。
８、会议召开及审议事项已经公司七届七次、八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公司更名及修订公司章程相关内容、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相关变更事项的议案》；
１、《
关于为旭飞光电公司融资还款提供担保并收取担保费用的议案》；
２、《
关于为旭虹光电公司融资还款提供担保并收取担保费用的议案》；
３、《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４、《
上述２、３议案为关联担保，关联股东东旭集团有限公司、宝石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需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披露于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日、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
中国证券报》、《
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三、出席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１、个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股票帐户卡进行登记；法人股东凭股东帐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授权
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须持有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帐户卡、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异
地股东可用传真方式登记。 传真方式登记截止时间为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５日下午１７：００，请在传真件左上角注明“
股东
登记”字样。
通讯地址：石家庄市高新区黄河大道９号宝石股份公司证券部
传 真：０３１１－８６９１７７７５
邮 编：０５００３５
２、现场登记时间：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３日－１２月２５日下午１７：００工作时间
登记地点：石家庄市高新区黄河大道９号宝石股份公司证券部
电话：０３１１－８６９１７７７５
传真：０３１１－８６９１７７７５
联系人：王青飞、孟利利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１．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６日上午９：３０－１１：３０、下午１３：００－
１５：００，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投票代码：３６０４１３；投票简称：宝石投票
（
３）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总议案１００，１．００元代表议案１，以２．００元代表议案
②在“
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
２，以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
可以只对“
总议案”进行投票。 具体情况如下表：

议案序号

１００
１
２
３
４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关于公司更名及修订公司章程相关内容、授权公司董事
１．００
会办理相关变更事项的议案
关于为旭飞光电公司融资还款提供担保并收取担保费用
２．００
的议案
关于为旭虹光电公司融资还款提供担保并收取担保费用
３．００
的议案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４．００

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１股代表同意，２股代表反对，３股代表弃权；
③在“
④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⑤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２．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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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辞职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临－０６６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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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会议召开时间：
（
１）现场会议召开时间：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上午９：００
（
２）网络投票表决时间：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９日—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０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２０１３
年１２月１０日上午９：３０－１１：３０，下午１３：００－１５：００；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０９日１５：００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１５：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太原市晋阳街南一条１０号漳泽电力４０１会议室。
３、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文生元先生。
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股票上市
６、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代理人）共３７人，代表
１、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股份１，４５６，５６５，６５１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６４．６３％。 其中：
（
代理人）７人，代表股份１，４５５，５３５，０３２股，占公
１）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６４．５８％；
（
２）通过网络投票股东３０人，代表股份１，０３０，６１９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的０．０５％。
２、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四、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
提交的以下议案：
关于收购大同煤矿集团同煤电力燃料有限公司５４％股权
１、审议通过了《
的议案》
因本次交易相对方大同煤矿集团电力能源有限公司为大同煤矿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同煤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在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股东同煤集团（
持有公司
３０．１７％的股份）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山西省国资委”）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４７６，６８７，０７２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９９．８５％；反对７２９，７７９股；弃权６，０００股。 其中现场投票情况：同意４７６，３９２，
２３２股，反对０股，弃权０股，分别占现场有表决权股份的１００％、０％、０％；网络投
票情况：同意２９４，８４０股，反对７２９，７７９股，弃权６，０００股，分别占网络表决总股
份的２８．６１％、７０．８１％、０．５８％。
表决结果：通过。
关于收购大同煤矿集团同煤电力工程有限公司５０．７６％股
２、审议通过了《
权的议案》
因本次交易相对方大同煤矿集团电力能源有限公司为同煤集团的全资
子公司，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在审议本议案时，
关联股东同煤集团（
持有公司３０．１７％的股份）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山西省国资

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８８

委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４７６，６８７，０７２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９９．８５％；反对７２２，７７９股；弃权１３，０００股。 其中现场投票情况：同意４７６，３９２，
２３２股，反对０股，弃权０股，分别占现场有表决权股份的１００％、０％、０％；网络投
票情况：同意２９４，８４０股，反对７２２，７７９股，弃权１３，０００股，分别占网络表决总股
份的２８．６１％、７０．１３％、１．２６％。
表决结果：通过。
关于转让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２．８％股权的议案》
３、审议通过了《
根据《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股权转让的受让方
将为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以下简称“
中电投集团”）或中电投集团中符合
规定的成员单位。 鉴于中电投集团持有公司１３．０８％的股份，本次股权转让将
构成关联交易。 在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股东中电投集团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１，１６１，０８３，４０２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９９．９４％；反对６８９，０７９股；弃权３５，０００股。 其中现场投票情况：同意１，１６０，
７７６，８６２股，反对０股，弃权０股，分别占现场有表决权股份的１００％、０％、０％；网
络投票情况：同意３０６，５４０股，反对６８９，０７９股，弃权３５，０００股，分别占网络表决
总股份的２９．７４％、６６．８６％、３．４０％。
表决结果：通过。
关于控股建设永济２×３００ＭＷ等级热电项目的议案》
４、审议通过了《
表决情况：同意１，４５５，８２９，８７２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９９．９５％；反对６８２，３７９股；弃权５３，４００股。 其中现场投票情况：同意１，４５５，
５３５，０３２股，反对０股，弃权０股，分别占现场有表决权股份的１００％、０％、０％；网
络投票情况：同意２９４，８４０股，反对６８２，３７９股，弃权５３，４００股，分别占网络表决
总股份的２８．６１％、６６．２１％、５．１８％。
表决结果：通过。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５、审议通过了《
表决情况：同意１，４５５，８２９，８７２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９９．９５％；反对６８２，３７９股；弃权５３，４００股。 其中现场投票情况：同意１，４５５，
５３５，０３２股，反对０股，弃权０股，分别占现场有表决权股份的１００％、０％、０％；网
络投票情况：同意２９４，８４０股，反对６８２，３７９股，弃权５３，４００股，分别占网络表决
总股份的２８．６１％、６６．２１％、５．１８％。
表决结果：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律师事务所名称：山西科贝律师事务所
安燕晨
２、律师姓名：孙智
３、结论性意见：股东大会召集、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代理人
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则和《
公司章
程》的规定。 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公司七届一次董事会决议；
２、公司七届五次董事会决议；
３、公司２０１３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４、 山西科贝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公司２０１３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见证的
法律意见书。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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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义芳因工作调动， 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向公司董事会递交了辞职
报告，申请自即日起辞去其担任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董事长及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职
务。 根据《
公司法》、《
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王义芳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不会影
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行，王义芳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王义芳辞职后，不再在公司任职。
公司董事会对王义芳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职的工作精神和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
谢！
特此公告。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７０９
股票简称：河北钢铁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２８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董事会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彭兆丰的书面辞职报告。 彭兆丰因工作变动，申
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根据《
公司法》、《
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彭兆丰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
生效。 另，经公司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召开的二届四次董事会审议批准，推选彭兆丰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董事候选人，并提交公司２０１３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
特此公告。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７０９
股票简称：河北钢铁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２９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二届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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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二届四次董事会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应参加董事８人，
实际到会董事８人，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由副董事长于勇主持。 会议的召开
符合《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一、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董事长变更的议案》，选举于勇为公司董事长。 于勇简历如下：
于勇，男，１９６３年１０月生，博士研究生，正高级工程师，历任唐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副董事
长、党委副书记，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副董事长，河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现任河北钢铁集团董事长、党
委书记，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于勇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全国劳动模范”
和“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曾获“
河北省省管优秀专家”和“
河北省优秀经营管理者”等荣誉称号。
于勇持有公司股票１，９０８股，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表决结果为：同意８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二、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高管人员变更的议案》，聘任赵瑞祥为公司副总经理。 赵瑞祥简历如下：
赵瑞祥，男，１９６３年１２月生，大学学历，硕士学位，高级政工师，历任河北省政府国资委企业改革改
组处副处长、河北省政府国资委纪委、河北省监察厅驻省政府国资委监察专员办公室正处级纪检监察
员、承德新新钒钛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承钢集团监事会主席、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现任邯郸
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监事会主席。 赵瑞祥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到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表决结果为：同意８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三、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名彭兆丰为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推选彭兆丰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
事候选人，并提交公司２０１３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 彭兆丰简历如下：
彭兆丰，男，１９５９年１２月生，大学学历，硕士学位，正高级工程师，历任邯郸钢铁集团公司副总经
理、总经理、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邯宝公司总经理。 现任河北钢铁集团总经理、副董事长、党委常委，
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彭兆丰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表决结果为：同意８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四、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公司２０１３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６日以现
场方式召开２０１３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为：同意８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特此公告。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７０９
股票简称：河北钢铁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３０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６、出席对象：
（
１） 截止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９日下午３时收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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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本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代理人可以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本公司现任董事、现任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
３）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７、会议地点：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主楼Ｖ１－０２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修订＜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１、审议事项：《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刊登的公司第６届董事会
２、上述议案内容详见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公司在《
第２８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法人股股东应由法定代表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出席会议的人员，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本
人身份证、法人代表证明书、法人股东账户卡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需持法人授权
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２、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３、因故不能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可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
４、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５、登记时间：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０日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５日。
６、登记地点：董事会办公室。
四、其它事项
１、公司地址：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路１７甲１号
２、邮编：１１０１４２
３、电话：（
０２４）２５１９０８６５
４、传真：（
０２４）２５１９０８７７
５、联系人：林晓琳、石苗苗
６、参会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附件：授权委托书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
女士）代表本人（
单位）出席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３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关于修订 ＜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
理办法 ＞ 的议案》
委托人（
签名）：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
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股票代码：０００４１０
股票简称：沈阳机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５６

弃权

议案 １

月

日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
议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在公司主楼Ｖ１－０２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５人，现场出席会议５人。 会议由监事会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主席李文华先生主持。 会议程序与内容符合《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表决结果：同意５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监事会成员通过认真审议，认为：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的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及公司的实际情
况，变更后的会计估计体现了谨慎性原则，能够更加客观、恰当地反映公司的资产质量和财务状况。 董事
会审议会计估计变更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同意公司实施上述会计估计变更。
特此公告。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日

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
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
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１１：３０前发出后，当日下午１３：００即可使用；如服务密
码激活指令上午１１：３０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
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２）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
（
３）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５日１５：００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６日
１５：００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其他事项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七届七次、八次董事会决议；
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３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以下议案代为行使表决权。 表决指示如下：

序号

议

案

同意

表决意向
反对
弃权

１００ 总议案
１
２
３
４

关于公司更名及修订公司章程相关内容、授权公司董事
会办理相关变更事项的议案
关于为旭飞光电公司融资还款提供担保并收取 担保费用
的议案
关于为旭虹光电公司融资还款提供担保并收取 担保费用
的议案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注：委托人应在授权书相应的方框内划“
√”
证券代码：０００４１３、２００４１３
证券简称：宝石Ａ、宝石Ｂ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８９

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四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在公司办公楼会议室召开第四次会议，
会议通知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到各位监事。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５人，实到监事５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郭志胜主持，符合《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关于为旭飞光电公司融资还款提供担保并收取担保费用的议案》（
详情参见公司同日
１、审议通过了《
披露的《
公司关于为关联方提供担保公告》）。
郑州旭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旭飞光电”）为公司托管公司。 为了支持旭飞光电的发展，公
司拟为旭飞光电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１９，８２１．９５万元人民币融资还款提供第三方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２４个月，公司拟参照市场化交易原则，按照担保金额的１％即１９８．２２万元／年收
取担保费用。 公司控股股东东旭集团有限公司为此项担保向我公司提供再担保，以确保本公司相关利益
不受影响。
本议案属关联担保，关联监事郭志胜、王建强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２０１３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３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关于为旭虹光电公司融资还款提供担保并收取担保费用的议案》（
详情参见公司同日
２、审议通过了《
披露的《
公司关于为关联方提供担保公告》）。
四川旭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旭虹光电”）为公司托管公司。 为了支持旭虹光电的发展，公
司拟为旭虹光电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１６，３５３．３９万元人民币融资还款提供第三方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２４个月，公司拟参照市场化交易原则，按照担保金额的１％即１６３．５３万元／
年收取担保费用。 公司控股股东东旭集团有限公司为此项担保向我公司提供再担保，以确保本公司相
关利益不受影响。
本议案属关联担保，关联监事郭志胜、王建强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２０１３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３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特此公告。
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

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一）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
二）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经公司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召开的二届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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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召开日期和时间：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６日上午９：００
（
四）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
五）出席对象：
１、截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８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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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全体股
东。 上述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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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
六）
会议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裕华西路４０号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
一）
本次会议审议的事项符合《
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具有合法性和完备性。
（
二）
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
关于选举彭兆丰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经公司２０１３年１２ 月１１日召开的二届四次董事会审议批准，推选彭兆丰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候选人，相关公告刊登于２０１３年１２ 月１１日的《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登记方式：凡欲出席会议的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有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法人
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副本影印件，法定代表人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
或传真方式登记，传真以到达公司时间、信函以到达地邮戳为准。
２、登记时间：为便于工作操作，会议集中登记时间为：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５日，上午９：００—１１：３０，下午
１４：３０—１７：００。 在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之
前，会议登记终止。
３、登记地址：石家庄市桥西区裕华西路４０号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４、被委托代理人在登记和表决时须持有授权委托书、股东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股东账
户卡及持股证明。
四、其他事项
（
１）会期预计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
２）联系电话：（
０３１１）６６７７８７３５、６６７７８７６３
（
３）传真：（
０３１１）６６７７８７１１
（
４）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裕华西路４０号
（
５）邮编：０５００００
（
６）联系人：梁柯英、王海争
五、备查文件
（
１）二届四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
附件一：
关于选举彭兆丰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召开二届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提名彭兆丰为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同意推选彭兆丰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现提请公司股东大会选举。
彭兆丰简历如下：
彭兆丰，男，１９５９年１２月生，大学学历，硕士学位，正高级工程师，历任邯郸钢铁集团公司副总经
理、总经理、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邯宝公司总经理。 现任河北钢铁集团总经理、副董事长、党委常委，
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彭兆丰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式样？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３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女士）代表本人（
本单位）出席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３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表决意向
序号
议案名称
赞成
反对
弃权
关于选举彭 兆丰为公司 第二届董事 会 董 事 的
１
议案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授权指示以在“
赞成”、“
反对”、“
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为准，对同一项决
议案，不得有多项授权指示。 如果委托人对有关决议案的表决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项决议案有多
项授权指示的，则受托人可自行酌情决定对上述决议案或有多项授权指示的决议案的投票表决。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人签名（
法人股东须加盖法人公章）：
委托人（
法人代表）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额：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２０１３年月日
（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