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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００２３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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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６届董事会第１２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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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６届１２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议题于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９日以电子
邮件或专人送达方式发出。 会议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９以现场方式召开。 应到董事１１人，实到董事
１１人。 会议由董事长罗云先生主持，公司董事对提交本次会议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会议
以记名传真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会议程序符合《
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
有效，形成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的议案》。
１、同意罗云、李水荣、肖池权、黄冠雄、刘俊、张文雷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与风险委
员会委员，罗云为主任委员。
２、同意罗云、李水荣、黄冠雄、唐益、张桥云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
罗云为主任委员
３、同意杨鹰彪、罗云、李水荣、黄冠雄、刘俊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预算委员会委员，杨鹰
彪为主任委员。
４、同意杨鹰彪、唐益、张桥云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杨鹰彪为主任委
员。
５、同意翁国民、罗云、张桥云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翁国民为主任委
员。
６、同意张文雷、肖池权、翁国民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张文雷为
主任委员。
同意票１１票，弃权票０票，反对票０票。
二、审议通过了《
董事会战略与风险委员会工作制度》。
同意公司制定的 《
董事会战略与风险委员会工作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同意票１１票，弃权票０票，反对票０票。
三、审议通过了《
董事会投资决策委员会工作制度》。
同意公司制定的《
董事会投资决策委员会工作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同意票１１票，弃权票０票，反对票０票。
四、审议通过了《
董事会财务预算委员会工作制度》。
同意公司制定的《
董事会财务预算委员会工作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同意票１１票，弃权票０票，反对票０票。
五、审议通过了《
关于海丰和锐投资建设１万吨／年高品质人造金红石项目的议案》。
以下简称“
海丰和锐”）的基本情况
１、投资主体宜宾海丰和锐有限公司（
海丰和锐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成立于２００６年３月６日， 注册地为江安县， 注册资本
２１２８３２万元，本公司持有股权９９．８２％、宜宾四丰盐化有限公司等持有其股权０．１８％，法定代
表人罗云，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基本化学原料、有机化学原料、化工产品。
２、项目的概述
根据公司的相关多元战略转型，即依托公司现有氯碱平台发展下游高技术、高附加值
产品并进入可以和氯碱结合起来的其他产业领域。
钛产业由于其发展高度快、技术起点高、利润率较高、抗风险强、市场前景好及政策支
持等优点而成为天原集团重点发展的方向之一，钛产业中的人造金红石项目不仅可以消耗
大量废副盐酸并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 而且可以使公司以此为基础逐步拉长进入ＴｉＣｌ４、氯
化法钛白粉、海绵钛、钛材深加工等行业，形成钛化工领域完整的产业链，如该产业链和公
司氯碱平台有机结合起来，将具有极大竞争优势。
公司利用控股子公司海丰和锐的副产盐酸、电解工序氢气及相应的公用工程，结合攀
西矿、云南砂矿、广西、海南等和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海丰鑫华贸易的高品质澳洲、印度砂
矿及公司优越的区域位置和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采用先进清洁的工艺技术生产高品质人
造金红石，走出一条天原特色的“
氯碱钛结合”发展之路。 实现氯碱行业独有的全新的“
循环
经济模式”。
３、项目总投资
１万吨／年人造金红石项目总投资为：７７４８万元。
４、资金来源
公司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
上述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同意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宜宾海丰和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１万吨／年高品质人造金红石项
目。
同意票１１票，弃权票０票，反对票０票。
六、审议通过了《
关于海丰和锐利用老厂区搬迁资产投资建设３５００吨／年酮法水合肼技
改项目的议案》。
以下简称“
海丰和锐”）的基本情况
１、投资主体宜宾海丰和锐有限公司（
海丰和锐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成立于２００６年３月６日， 注册地为江安县， 注册资本
２１２８３２万元，本公司持有股权９９．８２％、宜宾四丰盐化有限公司等持有其股权０．１８％，法定代
表人罗云，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基本化学原料、有机化学原料、化工产品。
２、项目概述
为实现老厂区搬迁资产利用价值最大化，综合公司产品、产能结构布局和市场情况，海
丰和锐拟利用搬迁资产投资建设３５００吨／年酮法水合肼项目。
酮连氮法水合肼是公司通过多年来的技术创新自主开发成功的产品，目前各项物耗能
耗达到了国际国内先进水平先进工艺技术。 该技术于２０１３年获得了四川省级科技术进步
奖，与国内原搬迁的德国、日本先进装置相比，物耗能耗水平基本相当；与尿素法水合肼相
比，则有明显的物耗能耗优势；加之水合肼产品所处我公司配套的氯碱、热电联产产业链，
使得我公司水合肼产品在市场上的综合竞争力名列前茅。
因此利用搬迁资产和成熟的、先进的工艺技术建设３５００吨／年酮连氮法水合肼有助于最
大限度利用搬迁资产、减少搬迁损失，实现效益最大化。
３、项目总投资
经测算，该项目总投资２４９５万元。 其中利用搬迁资产净值７４９万元（
账面值，最终以评估
值为准），新增投资１７４６万元。 利用搬迁资产净值占项目总投资３０％。
４、资金来源
公司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
上述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同意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宜宾海丰和锐有限公司利用老厂区搬迁资产投资建设３５００吨／
年酮法水合肼项目。
同意票１１票，弃权票０票，反对票０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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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审议通过了《
关于收购宜宾天原特种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宜宾天原特种水泥有
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特种水泥公司”）的法人股东四川宜宾岷江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岷江机械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特种水泥公司４．５％（
（
以下简称“
４５０万股）的股权。 根据本
公司及特种水泥公司的实际情况，本公司拟实施优先购买权，以１．５９元／股（
评估值）的价格收
购岷江机械公司持有的特种水泥公司全部股权， 把特种水泥公司变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特种水泥公司的基本情况：特种水泥公司是天原集团重要的子公司之一，成立于２００３
年３月，注册资本１０，０００万元，法定代表人：邓敏。 主营业务是：生产销售水泥、建筑材料。 特
种水泥公司股权结构是：天原集团持有其９，５５０万股，持股比例是９５．５％，岷江机械持有其
４５０万股，持股比例是４．５％。
特种水泥公司是天原集团老厂区氯碱循环经济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天原集团
老厂区已纳入政府统一的搬迁规划， 特种水泥公司也划入搬迁范围， 故特种水泥公司于
２０１２年底处于停产状态，停产前水泥产能是８２万吨／年。
特种水泥公司的财务状况： 截止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资产总额为３３４１３．２２万元， 负债为１１，
６８５．６４万元，净资产２１，７２７．５８万元。 ２０１２年实现营业收入７，４３６．７３万元，净利润－１，８７７．４６万
元。
２０１３年３月３１日，资产总额为３３，３３５．４９万元，负债为１１，５８９．３２万元，净资产２１，７４６．１７万
元。 ２０１３年１－３月实现营业收入６４．２７万元，净利润１８．５９万元。
上述收购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同意公司用自有资金７１５．５万元收购宜宾天原特种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少数股东的股权。
同意票１１票，弃权票０票，反对票０票。
八、在关联董事罗云、肖池权、唐益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了《
关于子公司签订补
偿协议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宜宾天畅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与宜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资
产搬迁拆除补偿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同意票８票，弃权票０票，反对票０票。
九、审议《
关于天原集团及控股子公司２０１４年度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同意公司２０１４年度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同意票１１票，弃权票０票，反对票０票。
十、审议通过了《
关于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期货套期保值内部控制制度（
２０１３年
修订）的议案》。
同意公司修订的《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期货套期保值内部控制制度（
２０１３年修
订）》。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同意票１１票，弃权票０票，反对票０票。
以上议案均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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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２０１４年度
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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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９日召开的６届１２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
天原集团及控股子公司２０１４年度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２０１４年度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详细情况见下：
一、公司开展产品和原料套期保值的目的
由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生产和销售ＰＶＣ产品， 同时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生产ＰＶＣ需要采
购燃料油、动力煤、焦煤、焦炭和螺纹钢等原材料。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拟利用期货的套期保
值功能进行风险控制，充分利用期货和现货两个市场趋势相同的原理，利用期货合约的时
差与现货经营形成对冲机制，规避和减少由于价格大幅波动带来的生产经营风险，实现公
司长期稳健发展。
二、套期保值的期货品种
公司选择期货交易品种的原则是：仅限于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相关的产品和
所需的原燃材料，具体是：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料聚乙烯；
子公司宜宾海丰和锐有限公司：产品ｐｖｃ；原料动力煤、燃料油；
子公司云南天力煤化有限公司：原料动力煤、焦煤、焦炭；
子公司宜宾天原进出口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贸易品种ＰＴＡ；
子公司宜宾海丰鑫华商贸有限公司：贸易品种甲醇、动力煤、螺纹钢。
三、套期保值开户和管理方式
涉及上述套期保值品种的子公司分别独立开设套期保值交易账户，但由集团公司期货
领导小组领导下的套期保值业务机构统一管理和操作。
四、拟投入的资金、套期保值业务期间及会计方法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２０１４年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交易的风险保证金账户资金总额不超过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运用套期保值会计方法的相关条件。
五千万元人民币。 满足《
五、套期保值业务的可行性分析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之后，ＰＶＣ价格剧烈下行，目前维持在６３００－６８００的相对低位，前几年
产能扩张带来的压力凸显，同时电力、煤炭、电石等原料价格同趋势联动迟缓，氯碱行业整
体利润空间进一步萎缩，单一依靠传统市场实施销售和采购为公司盈利带来了很大的不确
定性，同行绝大多数企业处于亏损的境地。 因此，有必要利用商品期货市场交易的特征和规
则，为提前锁定公司产品和原料的相对有利价格，积极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
一）公司开展期货业务的ＳＷＯＴ分析
Ｓ：优势
第一、信息优势
公司立足氯碱行业７０年， 聚集了大量的忠实用户和对市场真实需求信息了解充分，能
够及时了解来自市场的一手信息。
第二、制度优势。
公司是上市公司，任何经济活动都受制度的影响和制约，通过建立健全风险防控制度
和流程，严格执行程序，能够最大程度防范风险。
Ｗ：劣势
专业人才缺乏的劣势
公司进行套期保值业务的目的是避免价格变动带来的风险， 并不是专门从事金融、期
货行为的企业，所以在职能设计的时候没有专业的部门和人员从事该业务。 为弥补改劣势，

证券简称：太安堂

议 案 内 容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３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股票种类和面值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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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 成

反 对

弃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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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通知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４日以书面、 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了各位董事，
董事会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７名，实际出
席董事７名。 会议由董事长冯全宏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
符合《
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认真审议研究，全体董事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会议７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
关于对孙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与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围海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对宁海宁港建设有限
公司增资６，３５０万元。
《
关于对孙公司增资的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５８６
证券简称：围海股份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７８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孙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增资概述
宁海宁港建设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宁港建设”）目前为浙江省围海建设集
以下简称“
公司”） 的全资孙公司，宁港建设注册资本１２，５００
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元人民币，公司持有其１０％的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围海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香港投资”）持有其９０％的股权。 因宁港建设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
与香港投资按同比例向宁港建设增资６，３５０万元人民币， 其中公司增资６３５万
元人民币，香港投资增资５，７１５万元人民币。 增资完成后，宁港建设注册资本由
１２，５００万元增加至１８，８５０万元。 本次增资前后，宁港建设股权结构变化如下：
股东名称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增资后
出资额（万
出资比例
元）
浙江省围海 建设集团
１０％ 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８５
１０％

出资额（万
出资比例
元）

１，２５０

股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３ 年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增资前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字）：

股东名称

香港围海投资有限
公司
合计

１１，２５０
１２，５００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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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围海投 资有限公

９０％ 司
１００％

合计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大关天达化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天达化工”）所在地于２０１３年７
月和８月连续两次遭受特大暴雨袭击，造成特大山洪暴发，致使周边道路交通受损中断，生
产系统被迫停车。 上述事项的详细情况，见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９日和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９日刊登在
巨潮资讯网（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受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的《
暴雨灾害影响的公告》和《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再次遭受暴雨灾害的公
告》。
灾害发生后，公司上下全力组织恢复生产，协同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全力抢修道路，并根
据道路的承载能力逐步恢复生产。 详情见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８月８日和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７日刊登在巨
潮资讯（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受暴雨灾害影响子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的《
公司部分装置恢复生产的公告》。
目前道路基本修复，天达化工全面恢复生产。
上述两次暴雨灾害，造成固定资产和构筑物损失约６００万元。 受停产影响，电石减产４．３０
万吨，公司通过外购电石确保氯碱生产系统的生产。 外购电石成本比使用天达化工自产电
石成本高１００元／吨，因此停产造成经营损失约４３０万元。
特此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３８６
证券简称：天原集团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６５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拟签订补偿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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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９日召开的６届１２次董事会在关联董事罗云、肖池权、唐益回避表
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了《
关于子公司签订补偿协议的议案》。 主要内容是：本公司控股子公
司宜宾天畅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天畅物流”）的部分实物资产，包括专线站台、原
料场码头、铁路专用线等位于宜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宜宾纸业”）厂区。 因宜宾
纸业将实施整体搬迁，根据宜宾市国资委宜国资委〔
宜宾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２０１１〕１３６号《
管理委员会关于宜宾纸业整体搬迁所涉资产处置有关事宜的批复》， 将对原有土地使用权
进行整理变性并公开出让，为此需对天畅物流位于宜宾纸业搬迁范围内构筑物进行拆除处
置。
按照政府统一安排，通过招标方式聘请四川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的资产进行
资产评估，并出具了川华衡评报〔
宜宾天畅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搬迁补偿项目评
２０１３〕７３号《
估报告》，根据该报告，以２０１２年９月３０号为评估基准日，标的资产的评估价值为４１１．８４万元
（
大写：肆佰壹拾壹万捌仟肆佰元正）。 经双方协商，根据川华衡评报〔
宜宾天畅
２０１３〕７３号《
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搬迁补偿项目评估报告》确认的标的资产的评估价值为依据，宜宾纸业
向天畅物流支付补偿金额４１１．８４万元（
大写：肆佰壹拾壹万捌仟肆佰元正）。
深圳
宜宾纸业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宜宾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根据《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１０．１．３条中第（
二）款的规定，宜宾纸业与本公司形成关联关
系。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按照《
公司章程》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不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宜宾纸业的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易从；注册资本，１０，５３０．００万元；注册地，宜宾市岷江西路５４＃；主营业务：
机制纸、造纸原料、建筑材料、机电产品、汽车配件、货物运输；汽车修理、轻工机械设备制
造、安装、检修等。
宜宾市国资公司截止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总资产是８２，０４５．２７万元， 净资产是２，５５８．２３万
元，２０１２年实现营业收入 １，８６０．６８万元，实现净利润５，６０５．９７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天畅物流位于宜宾纸业的部分实物资产，包括专线站台、原料场码头、铁路专用线。 通
过招标方式聘请四川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的资产进行资产评估，并出具了川华衡
评报 〔
宜宾天畅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搬迁补偿项目评估报告》， 根据该报告，以
２０１３〕７３号 《
２０１２年９月３０号为评估基准日，标的资产的评估价值为４１１．８４万元。 详细情况见下：
单位：元
固定资产名称
专线站台
原料场码头
铁路专用线

开始使用日期

２００４．０５．３０
２００４．０５．３１
２００４．０５．３１

使用年限
３０年０月
３０年０月
３０年０月

合计

３，９８４．１３
９８１，３９１．４０
５，０１７，６５８．３１

原值

累计折旧
１，０７６．００
２６４，９７６．００
１，３５４，７１８．８６

２，９０８．１３
７１６，４１５．４０
３，６６２，９３９．４５

净值

６，００３，０３３．８４

１，６２０，７７０．８６

４，３８２，２６２．９８

评估价值

４，１１８，４００．００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补偿金额
根据川华衡评报〔
宜宾天畅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搬迁补偿项目评估报告》确
２０１３〕７３号《
认的标的资产评估价值为依据，宜宾纸业向天畅物流支付补偿金额４１１．８４万元（
大写：肆佰
壹拾壹万捌仟肆佰元正）。
２、支付方式
双方一致确认，待本合同签订生效后【
三十】日内，宜宾纸业应将４１１．８４万元（
大写：肆佰
壹拾壹万捌仟肆佰元正）的补偿金额全额支付至天畅物流指定的银行账户。
五、对公司的影响
因宜宾纸业整体搬迁， 天畅物流搬迁拆除部分资产事项符合城市建设和发展规划，搬
迁拆除对公司生产经营无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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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董事工作制
见》、《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对天畅物流与宜宾纸业签订搬迁拆除补偿事
度》及《
项进行了详尽的核查。 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公平、公正、等价、有偿的市场原则，
程序合法合规，未有损害股东和公司权益情形，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我们同意上述关联
交易事项。
特此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１１４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控股股东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

２．３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
２．４ 定价方式和发行价格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５ 发行数量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２．６ 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１０日在《
ｈｔｔｐ：／／
２．７ 股票上市地
关于召开２０１３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刊登了《
２．８ 锁定期安排
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４８）， 因附件的授权委托书的 “
议案１２”有
２．９ 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２．１０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误，现对授权委托书进行更正，具体如下：
公司２０１３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３
更正前的授权委托书的议案１２：
公司２０１３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
４
“
关于召开公司２０１３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５
更正后的授权委托书的议案１２：
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太安堂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附生效条
６
件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
关于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非公开发 行股票涉及 重大关联交 易的
除以上内容外，《
关于召开２０１３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的公告》
７
议案
其他内容不变。 公司对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 行工作相
８
特此公告
关事宜的议案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６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９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１０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向公司董事租赁房屋的议案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关于使用 ＩＰＯ 超募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和前次非公开发
１１ 行募投项目节余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附：
授 权 委 托 书
１２ 关于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本人（
本单位）
作为广东太安
（
说明：请在“
表决事项”栏目相对应的“
同意”或“
反对”或“
弃权”
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出席广 空格内填上“
同意”、“
反对”或“
弃权”一种意
√”号。 投票人只能表明“
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３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受托人有权 见，涂改、填写其他符号、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效，按弃权处理。 ）
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进行全权投票
议案
表决， 并代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人（
本单位）对该次 委托人证件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１
２
２．１
２．２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受暴雨灾害
影响的子公司全部装置恢复生产的公告

证券代码：００２５６７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４９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２０１３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更正公告

议案

公司需要在专业人才引进和工作环境方面做出一定的改进。
Ｏ：外部环境带来的机会
公司套期保值的运作除了受到内部环境的影响外， 外部环境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觑的。
这里的外部环境主要指自然环境、法律、政策等。 外部环境带来的机会主要有：
第一、市场环境的宽松。
国家对经济环境的管制逐步放开， 减少了市场环境中政府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控制。
第二、第三方金融行业的发展。
市场上已经有提供套期保值方案和专业服务的机构， 与其大量开展合作，这样就避免
了公司没有专业的套期保值业务工作人员的弊端。
第三、套期保值相关法律制度和规定越来越完善。
法律的约束减少了行业内部投机行为的发生， 使行业的发展处于规范有序发展的良
性环境中。
Ｔ：外部环境带来的威胁
外部环境带来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威胁。 主要表现在：
第一、国际市场环境的不稳定因素
我国的市场开放程度越来越大，我们不仅在享受国际化带来广阔市场的同时，又面临
着国际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引起的经济环境变化的威胁。
第二、行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行业内的竞争随着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竞争将会进一步激烈，同时面临国际低成本原料
和超低价产品的冲击，将会进一步加大国内氯碱企业的自我生存压力，可能会出现无序的
竞争而导致不可控因素的威胁。
（
二）套期保值的作用分析
１、提高了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
由于期货交易是一种保证金交易，因此，只用少量的资金就可以控制大批货物，加快了
资金的周转速度。
２、有利于现货合同的顺利签订。
某客户若需在６月份签订１１月份的订购合同，面对ＰＶＣ上涨的预期，我方很难同意按照６
月份的现货价格签订１１月份供货合同，而是希望能够按照１１月份的现货价格签约，如果一
味坚持原先的意见，势必会造成谈判的破裂。 如果该客户做了买入套期保值，就会顺利地同
意按照我方的意见成交，因为价格若真的上去了，该客户可以用期货市场的盈利来弥补现
货市场的亏损。 同理，我方若做了卖出保值就不会担心客户要求以日后交货时间的现货价
格为成交价。
３、有利于企业融资与扩大生产经营。
参与套期保值，能够使公司回避产品价格波动的风险，从而获得稳定的经营回报。 在国
外成熟市场，企业是否参与期货套期保值，是相关金融机构考虑发放贷款时的重要参考指
标。 原因是，对于已经进行套期保值，有稳定盈利能力的经营项目，金融机构当然乐意进行
融资支持。 同时，企业能够准确预计经营项目的收益，就可以适当扩大生产经营的规模，从
而提高企业的整体利润水平。 在国内，期货市场虽然处于发展阶段，但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
期货套期保值，将是发展趋势。
六、套期保值的风险分析
１、价格波动风险：期货行情变动较大，可能产生价格波动风险，造成损失。
２、资金风险：期货交易采取保证金和每日结算制度，可能会带来相应的资金风险。
３、流动性风险：可能因为成交不活跃，造成难以成交而带来流动性风险。
４、内部控制风险：期货交易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产生由于内控体系不完
善造成风险。
５、技术风险：可能因为计算机系统不完备导致技术风险。
七、公司拟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１、将套期保值业务与公司生产经营和贸易相匹配，最大程度对冲价格波动风险：公司
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只限于公司生产经营和贸易范围内的产品和原材料。 期货持仓量不超过
套期保值的现货量，持仓时间应与现货保值所需的计价期相匹配。
２、公司将合理调度自有资金用于套期保值业务，不使用募集资金直接或间接进行套期
保值。
３、合理选择期货保值月份：公司将重点关注期货交易情况，合理选择合约月份，避免市
场流动性风险。
４、设立专门的风险控制岗位，实行授权和岗位牵制：公司将严格按照规定安排和使用
专业人员，建立严格的授权和岗位牵制制度，加强相关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及业务培训，提
高相关人员的综合素质。 同时建立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制度，并形成高效的风险处理程序。
５、建立完备有效的套期保值计划过程和套期保值业务过程的监督体系。
公司成立由董事长、总裁为核心，风险管理部、资产财务部、董事会办公室、审计监督部
等部门负责人组成公司期货套期保值管理领导和工作小组，共同监督制定保值计划，严格
控制公司参与期货套期保值的资金总量和交易中的总持仓量。
套期保值交易是一个动态的交易过程，每时每刻行情都会发生变化。 这就要求从事保
值交易的操作人员能灵活运用期货知识，及时调整交易手段，建立每日定期报告制度，将每
日交易状况及时通报期货主管部门，套期保值领导小组及相关业务部门也可不定期查检套
期保值交易情况，了解保值计划执行情况。
６、建立事后的监督稽核体系。
针对套保业务的特点，公司内审主管部门、风险管理主管部门及期货主管部门应在一
定时段内对公司的所有交易过程和内部财务处理进行全面的复核， 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堵
塞漏洞。 事后监督应覆盖交易过程的各个领域，重点应在交易过程中的风险防范。 同时，建
立必要的稽核系统，保证套保交易活动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和有效性，防止差错、虚
假、违法等现象发生。
７、设立符合要求的交易、通讯及信息服务设施系统：公司将设立专用网络硬件系统，保
证交易系统的正常运行，确保交易工作正常开展。 当发生错单时，及时采取相应处理措施，
并减少损失。
８、套期保值业务出现重大风险或可能出现重大风险，套期保值业务亏损或者潜亏占公
司前一年度经审计净利润１０％以上或者潜亏金额达到或超过１０００万元人民币的， 应立即平
仓停止交易，并启动风险披露程序，并按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则及时进行公告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八、授权事项
授权公司期货领导小组按照 《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期货套期保值内部控制制
度》组织实施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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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９６５

９０％

１８，８５０

１００％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以７票同意、０
票弃权、０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孙公司增资的议案》。
此次增资宁港建设不属于关联交易。 根据《
公司章程》的规定，此次增资事
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增资主体介绍
香港围海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１０，０００元港币（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水利水电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港口与航道工程、房屋建筑工
程、地基与基础处理工程、隧道与桥梁工程施工；工程地质勘测；土石方工程、
水利工程规划设计。
住所：香港湾仔骆克道３０１－３０７号洛克中心１９楼Ｃ室
三、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宁海宁港建设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１２，５００万元
注册地址：宁波市宁海县力洋镇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海路
公司类型：中外合资企业
法定代表人：邱春方
出资方式：现金
经营范围：ＢＴ项目建设、基础设施建设。
四、增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
一）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因宁港建设业务发展需要对其增资， 有利于公司在当地开展业务并
拓展市场，以保证公司进一步提高市场占有率，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战略，提
升公司品牌形象及影响力。
（
二）存在的风险
项目主要存在宁港建设在运营管理方面的风险。 本公司将把业已实施的
工程管理、财务管理、人事管理等各项管理制度推行、落实到该孙公司，促使该
孙公司稳定快速发展。
五、备查文件
《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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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以下简称“
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６日，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审议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收购株洲市博军管理培训有限责任公司１００％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同意
将该议案提交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４日召开的２０１３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在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７日披露的 《
关于向控股股东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
以下简称“
唐人神控股”）收购株
２０１３－１１２）中，控股股东－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洲市博军管理培训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株洲博军”）１００％股权，并向公司支付６，４５５万元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号－长期股权投资》、《
企业会计准则第７号－非货币性资
的股转受让款，依据《
产交换》等相关会计准则规定，公司在完成交易事项后可以在当期确认收益５，２００万元（
其中：
资产处置收益４，６６６．４０万元，股权转让收益６１７．５４万元，扣除预计税费８０万元），同时将使公司
２０１３年度合并报表损益增加５，２００万元，现就５，２００万元的相关财务处理过程补充如下：
关于以实物资产对株洲市博军管理培训有限
１、根据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２日、７月２６日披露的《
责任公司增资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６７）、《
关于对株洲市博军管理培训有限责任公司
追加投资的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 －０８０），公司对株洲博军增资１，４００万元，其中以位于株洲
市天元区马家河镇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建筑物等实物资产投入， 评估后的市场价值为５，
２３７．４６万元，其中９００万元作为增资的注册资本，剩余４，３３７．４６万元作为资本公积投入，另以
５００万元现金增资。增资完成后株洲博军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１，５００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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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持有１００％的股权，公司账务处理如下：
借：长期股权投资
５，７３７．４６万元
贷：银行存款
５００万元
固定资产（
账面净值）
２３０．７６万元
无形资产（
土地账面净值）３４０．３０万元
营业外收入
４，６６６．４０万元
（
注：公司对应账务处理为营业外收入４，６６６．４０万元，因唐人神控股收购株洲博军１００％
的股权后，公司不需要再合并抵销营业外收入４，６６６．４０万元，从而增加了公司当期损益。 ）
２、唐人神控股以６，４５５万元的价格收购株洲博军１００％的股权，唐人神控股将向公司支
付股权转让受让款，公司的会计处理将如下：
借：银行存款
６４５５．００万元
贷：长期股权投资
５，８３７．４６万元
投资收益
６１７．５４万元
公司对应账务处理为投资收益６１７．５４万元。
３、综合以上账务处理，预计仍有近８０万元转让相关税费开支，故公司将在当期确认资
产处置及股权转让收益合计为５，２００万元。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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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募投项目小型系统集成辊压机
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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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公司”） 已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在 《
中国证券
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关于终止募投项目小型系统集成辊
压机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的公告》，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该募投项目已投入募集资金使用的
有效性，董事会现就有关事项补充披露如下：
公司募投项目小型系统集成辊压机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计划为分阶段建设，经过前期
投资建设，已完成征地、基建及厂房的投入，配置安装了全套吊装设备、数控机床、电气系统
等，目前已基本具备辊压机产品的生产能力。 鉴于小型系统集成辊压机市场前景已不容乐
观，继续投资生产小型系统集成辊压机的专用设备已无必要。截止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３０日，该募投
项目累计投资８，２９６．９３万元（
其中土地投资２，１０４．４４万元、基建投资３，５５２．５７万元、设备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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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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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股东沈飒
女士的通知， 沈飒女士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１８，０００，０００股质押给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股东沈飒女士将其持有的公司限售股１８，０００，０００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７．１９％）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本次股权
质押初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月６日，回购交易日为 ２０１５ 年６月５ 日。 质押期限
自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６日起至质押双方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解除质押手续为止。
截止目前，沈飒女士持有公司股份２３，７８８，７１６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２２．７２％，全
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其中共质押公司股份２１，０００，０００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的８８．２８％，占公司总股本的２０．０６％。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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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所聘会计师事务所更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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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我所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９日，公司收到了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
完成特殊普通合伙转制的函》，就事务所相关变更事宜通知公司，具体内容概述如下：
根据财政部《
财会（
江苏公证天业会
２０１０）１２号》文件，该所已于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８日领取“
特殊普通合伙）”的营业执照，于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８日换取“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
计师事务所（
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的执业证书。
该所将于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起启用“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各类业务报告，原公司名称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同时终止使用。
为此，本公司２０１３年度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现更名为“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
特
殊普通合伙）”。 本次会计师事务所更名不视为公司更换或重新聘任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
情形。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１、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我所完成特殊普通
合伙转制的函》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

资２，６３９．９２万元）， 完成投资部分能够作为公司除大型辊压机以外的其他型号辊压机及配
套产品的生产及加工，能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基本能达到预期的阶段性投资目标。
综上所述，如果该募投项目继续按计划投资建设，较难实现预期的投资回报；该项目的
前期投资已基本实现了阶段性投资目标，已无继续投资的必要，因此公司拟终止对小型系
统集成辊压机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的投资。该募投项目剩余募集资金公司将根据公司生产
经营的需要再作合理、合规的后续安排，并分别提请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５７１

证券简称：德力股份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５６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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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权质押的情况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接到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施卫东先生的通知，将其持有的４５０万股股权质押给国盛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具体质押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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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股权处于质押状态的累计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施卫东先生持有本公司１６４５０万股，占本公司总
股本３９１９５．０７万股的比例为４１．９７％，全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数为
５４０２．６万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３２．８４％，占本公司总股本３９１９５．０７万股的比
例为１３．７８％。
特此公告。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

证券简称：瑞和股份

证券代码：００２６２０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４１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权解除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近日接到股东广州市裕煌贸易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裕煌贸
易”）通知：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５日，裕煌贸易将质押于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中山一路支行的股份解除质押， 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
裕煌贸易于２０１２年３月５日因申请银行授信质押给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中山一路支行的６００万股（
占公司股本的７．５０％）无限售流通股（
详
见公司于２０１２年３月８日发布的《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２０１２年５月
２３日，公司召开２０１１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的预案》，前述质押股份变更为９００万股。
裕煌贸易本次解除质押公司股份９００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７．５０％。 截止
至公告日，裕煌贸易合计持有公司股份９００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７．５０％）。
特此公告。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