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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２０１３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２０１３年第一次临时会议的
会议通知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９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
议应到董事６名，实到董事６名，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关于签署＜深圳万国思迅软件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
１、审议通过《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４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２０１３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深圳万国思迅软
以下简称“
思迅软件”）股东签署了《
深圳万国思迅软件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公
件有限公司（
司拟以现金方式购买思迅软件７５％的股权。 本次收购股权框架协议的签署等具体事宜详见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
第四届董事会２０１３年第五次
２８日刊登于《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关于签署＜深圳万国思迅软件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及相关
２０１３－４７）及《
事项的公告》（
２０１３－５０）。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９日，经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公司与思迅软件股东董平、刘俊安、张育宏、张伟签署了
正式的《
深圳万国思迅软件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以下简称“
《
思迅软件之股权转让协议》”），公司
以２．０５亿元收购思迅软件股东董平、刘俊安、张育宏、张伟合计持有的思迅软件７５％股权。 本次交易定价
主要结合各方约定的估值模型计算思迅软件１００％股权的价值并依据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于２０１３年
深圳万国思迅软件有限公司审计报告》最终确定。 公司本次
１１月２９日出具的众环审字（
２０１３）０１１４４６号《
收购使用自有资金，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在《
思迅软件之股权转让协议》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办理与本协议相关的价款支付、
工商变更以及未尽事宜的补充协议签署等相关事项。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本次收购股权事宜的详细情况请见刊登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 《
关于签署＜深圳万国思迅软件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的公告》（
２０１３－
６０）。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
２、审议通过《
公司进行的重大资产重组之标的资产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电器件”）５５％的股
权已完成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 公司合法持有中电器件５５％的股权并成为中电器件控股股东， 详见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
关于公司重大资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３日刊登于《
产重组完成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的公告》（
２０１３－５４）。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为支持控股子公司中电器件生产经营及提高其投资建设能力，促进其健康发
展，公司在不影响自身正常经营的情况下，拟以自有资金向中电器件提供不超过１．５亿元人民币的借款。
借款期限为一年，借款利率为付息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中电器件已承诺向公司提供抵
押担保。 本次借款不构成关联交易，同时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办理借款相关的协议签署、价款支付等
手续。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本次借款事宜详见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刊登于 《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的公告》（
ｃｏｍ．ｃｎ的《
２０１３－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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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万国思迅软件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２．《
深圳万国思迅软件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３．《
借款合同》；
４．公司与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有限公司签署的《
５．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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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
深圳万国思迅软件有限公司
之股权转让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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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一、交易概述
公司已于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４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２０１３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拟签署＜深圳
万国思迅软件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及相关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深圳万国思迅软件有限
公司（
以下简称“
思迅软件”）股东签署此框架协议，以现金方式购买思迅软件７５％的股权。详见２０１３年１０
月２８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
第四届董事会２０１３年第五
关于签署＜深圳万国思迅软件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及相
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３－４７）及《
关事项的公告》（
２０１３－５０）。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９日，经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２０１３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思迅软件股
东董平、刘俊安、张育宏、张伟签署了正式的《
深圳万国思迅软件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以下简称
思迅软件之股权转让协议》”），公司以２．０５亿元收购思迅软件股东董平、刘俊安、张育宏、张伟合计持
“
《
有的思迅软件７５％股权。 本次交易定价主要结合各方约定的估值模型计算思迅软件１００％股权的价值并
依据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于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９日出具的众环审字（
深圳万国思迅软件有
２０１３）０１１４４６号《
限公司审计报告》最终确定。
公司本次收购使用自有资金，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本协议自各方签署且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独立董事对此项收购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详见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
独立董事关于签署＜深圳万国思迅软
件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及公司借款事宜的独立意见》。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自然人董平、自然人刘俊安、自然人张育宏、自然人张伟，其自然人股东信息如下：
董 平，身份证号：３３０１０６１９６２０７２１００７０
持股比例３０％
转让比例 ３０％
刘俊安，身份证号：１１０１０４１９６３０５０１２０７４
持股比例 ２５％
转让比例 ２５％
张育宏，身份证号：４４０３０１１９７２０２２１５６１３
持股比例３４．６５％ 转让比例 １４．６５％
张 伟，身份证号：４２２６２２１９７３０９２１００３４
持股比例１０．３５％ 转让比例 ５．３５％
以上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
在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标的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深圳万国思迅软件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南区高新技术工业村Ｗ２－Ｂ栋 ４楼４０２
成立日期：２００４年
法定代表人：董平
注册资本：１０００万元
主要经营范围：开发计算机软件，提供计算机系统集成及相关技术服务，销售自主开发软件。
持股比例３０％
主要股东：董平，身份证号：３３０１０６１９６２０７２１００７０
刘俊安，身份证号：１１０１０４１９６３０５０１２０７４ 持股比例 ２５％
张育宏，身份证号：４４０３０１１９７２０２２１５６１３ 持股比例３４．６５％
张伟，身份证号：４２２６２２１９７３０９２１００３４
持股比例１０．３５％
公司购买思迅软件７５％的股权，具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均已放弃优先受让权。该股权不存在抵
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思迅
软件与公司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２、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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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于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９日出具的众环审字（
深圳万国思迅软
２０１３）０１１４４６号《
件有限公司审计报告》，２０１２年度经审计的思迅软件资产总额为６５，１２１，７４８．２７元， 负债总额２３，９２１，
５９４．１９元，净资产４１，２００，１５４．０８元 ， 应收账款总额１，４５８，４７５．１５元、营业收入４２，３２６，１１１．２７元、营业
利润１６，４４４，６１９．４４元、净利润１７，７７９，８１４．８０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２２，５０１，７８９．６５元。
截止２０１３年９月３０日，思迅软件资产总额为７９，６２４，８５１．５６元，负债总额２４，２７２，５７１．９９元，净资产
５５，３５２，２７９．５７元 ， 应收账款总额７２２，９８４．４５元、２０１３年１－９月营业收入３１，８１１，６２３．４９元、２０１３年１－９月
营业利润１２，７０９，６３８．３２元、２０１３年１－９月净利润１４，１５２，１２５．４９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１４，
３９０，０２７．８１元。
四、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出让方：董平、刘俊安、张育宏、张伟
受让方：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１、合同的定价依据：以各方约定的估值模型计算思迅软件１００％股权的价值为参考，依据众环海华
会计师事务所于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９日出具的众环审字（
深圳万国思迅软件有限公司审计报
２０１３）０１１４４６号《
告》最终确定。
２、合同的成交金额及价款支付：合同成交金额为２．０５亿元人民币；
出让方董平、刘俊安、张伟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于完成股权转让工商变更后支付完毕；出让方张育
宏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于完成股权转让工商变更及满足业绩指标后支付完毕；
３、合同的生效：经双方签字、加盖公章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时生效；
４、标的股权的过户：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开始办理本次股权转让过户手续；
５、过渡期间损益安排：自审计基准日（
２０１３年９月３０日）起至股权转让的完成日止，标的股权其间产
生的盈利亏损及风险由公司承担。
本次收购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
五、本次收购的目的及影响
思迅软件长期致力于零售流通业、 商业自动化与餐饮娱乐行业信息化技术研究开发与推广应用，
其软件通过分布于全国的上千家代理商销售到全国三百多个城市。 本次收购将使公司跨出酒店餐饮行
业，业务范围将覆盖整个消费零售行业，结合公司已有的在酒店餐饮信息系统高端市场的优势地位，逐
步构建旅游消费信息化服务平台。 本次收购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将加速公司从软件服务商向平台
运营商的转型，进一步提升公司在餐饮信息化行业的市场地位，对公司现有业务领域将产生协同效应
及促进作用。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思迅软件７５％的股权， 公司预计对本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产生
重大影响。 根据《
思迅软件之股权转让协议》思迅软件管理层做出的业绩承诺，思迅软件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经
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需达到１９６７．０４万元、２３２１．１１万元、２６６９．２７万元。 公司预计合并报
表后，思迅软件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六、关于股权收购相关事项的授权
在公司管理层签署《
思迅软件之股权转让协议》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办理与本协议相
关的价款支付、工商变更以及签署未尽事宜的补充协议等相关事项。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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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万国思迅软件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２． 《
深圳万国思迅软件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３． 《
４．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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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向控股子公司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有限公司
提供借款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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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进行的重大资产重组之标的资产中国电
子器件工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电器件”）５５％的股权已完成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公司合法持有
中电器件５５％的股权并成为中电器件控股股东，详见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３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完成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的公告》（
及巨潮资讯网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
２０１３－５４）。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为支持控股子公司中电器件生产经营及提高其投资建设能力，促进其健康发
展，公司在不影响自身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以自有资金向中电器件提供不超过１．５亿元人民币的借款。 公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中国电子器
司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９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２０１３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了 《
件工业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 现将借款事项公告如下：
一、借款事项概述
１、借款金额及期限
公司拟用自有资金向中电器件提供不超过１．５亿元的借款，借款期限为一年，自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至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０日。 中电器件可以根据实际经营资金使用情况，提前部分或全部归还所借资金。
２、资金主要用途
公司提供此笔借款主要用于控股子公司短期经营业务资金周转。
３、借款利率
借款利率为付息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按季付息，付息日为每季末月２１日，最后一次
付息日为借款到期日。
４、抵押担保情况
中电器件以拥有的价值１．５亿元的存货作为本笔借款本息、补偿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费用的
抵押担保。
５、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控股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１９８２年０４月２０日
注册号：１１０００００１１０７５３１８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６５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杨学林
注册资本：１９４０３．８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医用电子仪器设备；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医用超声仪器及
有关设备；医用激光仪器设备；医用高频仪器设备；医用磁共振设备、医用 Ｘ 射线设备；医用 Ｘ 射线附
属设备及部件；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
具；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物理治疗及健康设备；体外检验分析器；病房护理设备及器具的经营；批发
预包装食品。
一般经营项目：电子元器件、设备、专用材料、电子产品及应用产品的设计、开发、生产、销售、售后
服务及维修；电子器件系统工程的总承包；承办组织进出口货源和配套服务；进出口业务；五金交电、通
讯器材、计算机及外部设备、钢材、建筑材料、照明设备、仪器议表、一般化工材料、办公用品及设备、服
装百货的销售；与上述业务有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信息服务；物业管理。
截止２０１３年３月３１日，中电器件经审计的总资产为６２１，７０７，４７６．９９元，净资产为３０１，９８８，８００．６９元，
２０１３年１－３月营业收入２３８，３５１，０７０．２１元，２０１３年１－３月净利润６，８４０，５８７．２７元。
三、公司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中电器件提供借款，有利于保证子公司生产经营及提高其投资建设能力，促进
其健康发展，符合公司战略规划。
四、关于借款相关事项的授权
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办理与本次借款相关的借款协议签署、价款支付、抵押担保以及签署未尽
事宜的补充协议等相关事项。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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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款合同》；
２．公司与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有限公司签署的《
３．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９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１９１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劲嘉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９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 新疆世纪运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中国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街２５８号数码港大厦２０１５－０４９９号
通讯地址： 中国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街２５８号数码港大厦２０１５－０４９９号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６７０８１１６
股份变动性质： 减少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１５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本权益变动
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
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
露义务人在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劲嘉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它方式增加或
减少其在劲嘉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无需获得政府部门的批准。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
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世纪运通、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新疆世纪运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劲嘉股份、上市公司
指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世纪运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次通
本次权益变动
指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出售所持劲嘉股份股票
行为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本报告书
指
书
元
指 人民币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新疆世纪运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中国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街２５８号数码港大厦２０１５－０４９９号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李德华
公司设立日期：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６日
公司注册资本：２８００万元
主要经营范围：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
有上市公司股份
合伙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号码：６５０００００７９００２１０６
合伙人：乔鲁予（
出资比例为７１．４４％）、侯旭东（
出资比例为１４．２８％）、李德华（
出资比例为１４．２８％）
联系电话：０７５５－８６７０８１１６
通讯地址：中国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街２５８号数码港大厦２０１５－０４９９号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东及董事情况
乔鲁予、侯旭东、李德华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负责人，均为信息披露人的合伙人，李德华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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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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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控股股东湖北嘉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曾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日与康欣新材料科技股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份有限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于１２月４日披露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具体内容请参阅１２月４日巨潮资讯网或《
证券时报》、《
中国证
券报》，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５０）。 公司证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月４日起继续停牌。
一、曾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介绍
为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水平，拓展新的市场领域， 更好地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公司
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筹划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上市公司在停牌期间做的工作
停牌期间， 公司积极督促控股股东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推进各项工作，期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能够顺利实施。

股票代码：０００６２０

姓名

性别

国籍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
者地区的居留权
中国深圳
是（澳大利亚）
３７２９０１１９５６１２０８０２１０
中国深圳
否
３７２９０１１９６１０８２１１０３６
中国深圳
否
４４１６１１１９６８０１２９１１７０
境外其它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身份证号码

长期居住地

乔鲁予
男
中国
侯旭东
男
中国
李德华
男
中国
三、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
５％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新疆世纪运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在境内、境外其它上市公司中不
存在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５％的情形。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出于自身需求。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１２个月内持股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１２个月内有可能继续减少其在劲嘉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但同时实际控
制人乔鲁予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世纪运通、劲嘉创投承诺：自本次减持之日起，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
交易系统出售的股份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５％。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减持的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９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劲嘉股份股票６，４００，
０００股，占劲嘉股份总股本的０．９９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减持前持有劲嘉股份３３，６００，０００股，占劲嘉股份总股本的５．２３４％；减持后持
有劲嘉股份２７，２００，０００股，占劲嘉股份总股本的４．２３７％。
截至本公告日，深圳市劲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劲嘉创投”）持有劲嘉股份３３．５３％的股份，
为劲嘉股份的控股股东，乔鲁予先生持有劲嘉创投９０％的股权，是劲嘉股份的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同时
乔鲁予先生是世纪运通的合伙人，占其出资比例的７１．４４％，除此之外乔鲁予先生未通过其它方式持有劲
嘉股份的股份，因此根据相关规定，乔鲁予先生、世纪运通以及劲嘉创投为一致行动人。 侯旭东先生为劲
嘉股份总经理、世纪运通的合伙人，占世纪运通出资比例的１４．２８％，从而间接持有劲嘉股份的股份，除此
之外侯旭东先生未通过其它方式持有劲嘉股份的股份。 李德华先生为劲嘉股份副总经理、世纪运通的执
行事务合伙人，占世纪运通出资比例的１４．２８％，从而间接持有劲嘉股份的股份，除此之外李德华先生未
通过其它方式持有劲嘉股份的股份。
本次减持后， 乔鲁予先生通过劲嘉创投以及世纪运通所控制的劲嘉股份从减持前３８．７６％降至减持
后３７．７７％。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情况

减持日期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９日
合计

减持数量（股）
６，４００，０００
６，４００，０００

减持比例（％）

０．９９７
０．９９７

减持价格（元）

１３．３４

交易方式
大宗交易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劲嘉股份拥有权益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拥有权益的劲嘉股份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 冻结的情
况。
第五节 前６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未买卖劲嘉股份股份。
第六节 其它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它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
露的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世纪运通的工商登记文件；
２、世纪运通的出资人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３、本报告书原件。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置于以下地点，供投资者查阅：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产业园区科技中二路劲嘉科技大厦１８－１９楼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新疆世纪运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
附表：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产业园区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 有限 上 市 公 司 所 在
上市公司名称
科技中二路劲嘉科技大厦
公司
地
１８－１９楼
股票简称
劲嘉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９１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名 新疆世纪运通股权投资 合伙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中国新疆乌鲁木齐市
称
企业（有限合伙）
人注册地
增加 □ 减少 √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有无一致行动
有√ 无□
不变， 但持股 人发 生 变
量变化
人
化□
信息披露义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人是否为上市
是□否√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是 □ 否 √
公司实际控制
大股东
人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权益变动方 式（可 多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选）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它（大宗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持股数量：３３ ，６００ ，０００ 股
持股比例：５．２３４％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本次权益变 动后 ，信
变动数量：６，４００ ，０００ 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
变动比例：０．９９７％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本次权益变动后，新疆世纪运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拥有权
变动比例
益的股份数量为 ２７，２００ ，０００ 股，持股比例 ４．２３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 □
否 拟 于 未 来 １２ 个 月 是 √
内继续减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 二
是□
否 √
级市场买卖该上市
公司股票
信息披露义务人： 新疆世纪运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日期：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

三、中止筹划的原因
由于有关方面未能达成共识，１２月１０日，公司接实际控制人朱俊峰先生通知，决定终止
实施该重组事项。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２０１３ 年１２ 月１１ 日开市起复牌。
公司董事会对于本次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给各位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
四、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朱俊峰及控股股东湖北嘉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承诺：自发布
中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之日起至少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五、证券复牌安排
公司证券将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开始复牌。
特此公告。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０一三年十二月十日

股票简称：新华联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１０６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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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加快芜湖文旅地产项目的开发建设，由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下
属全资子公司北京新华联置地有限公司出资，分别设立芜湖新华联文化旅游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芜湖新华联盛世置业有限公司。
近期，上述两家新设立公司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各自的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其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一、芜湖新华联文化旅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一）公司名称：芜湖新华联文化旅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二）住所：芜湖市鸠江区东部星城西区７８＃楼３０１
（
三）法定代表人：苏波
（
四）注册资本：壹亿元整
（
五）实收资本：壹亿元整
（
六）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证券代码：０００６７１

（
七）经营范围：文化旅游产业投资管理，商品房开发及销售，物业管理
（
凭资质证经营），房屋租赁。
二、芜湖新华联盛世置业有限公司
（
一）公司名称：芜湖新华联盛世置业有限公司
（
二）住所：芜湖市鸠江区东部星城西区７８＃楼２０１
（
三）法定代表人：苏波
（
四）注册资本：壹亿元整
（
五）实收资本：壹亿元整
（
六）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
七）经营范围：商品房开发及销售，物业管理（
凭资质证经营），房屋租
赁。
特此公告。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３７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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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近日接到股东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阳光集团”）和福建康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康田实业”）的通知，其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阳光集团将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５，８９０，０００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０．５６％）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质权人为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质押登记日为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９日，质押原因为融资。
康田实业将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７，０００，０００股和５，２２０，０００ （
合计１２，２２０，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１．１７％）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
质押登记手续，质权人分别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福州分行，质押登记日均为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９日，质押原因均为融资。

证券代码：０００８６８

康田实业将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１０，０００，０００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０．９６％）质押给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质押登记日为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质押原因为融资。
以上质押行为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本公告日，阳光集团持有的公司股份为２４５，７９７，７６３股（
不含约定购回式交易的
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２３．５４％），累计已质押的股份数为２３２，２８８，２６３股（
不含约定
购回式交易的数量，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２２．２５％）； 康田实业持有的公司股份为１４２，
不含约定购回式交易的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１３．６９％），累计已质押的
９５９，３６９股（
不含约定购回式交易的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１１．７８％）
股份数为１２２，９５９，３６８股（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证券简称：安凯客车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５７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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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鉴于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董事会秘书空缺期
间，董事会指定董事李永祥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至今已满三个月。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３．２．１３条的规定：“
董事会秘书空缺期间超
过三个月之后，董事长应当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直至公司正式聘任董事会秘
书”。 因此自本公告日起，由公司董事长戴茂方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公司
将尽快按照有关规定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
特此公告。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戴茂方先生个人基本情况

证券代码：０００８６１

披露人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具体情况如下：

证券简称：湖北金环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５１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暨公司证券复牌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５９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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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收到公司股东新疆世纪运通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
世纪运通”）减持公司股份的书面通知。 世纪运通于２０１３年１２
月９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６４０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０．９９７％。
本次减持后，世纪运通持有公司的股份降至４．２３７％。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称
（元）
（股）
（％ ）
大宗交易
年
月
日
，
，
２０１３ １２ ９
１３．３４
６ ４００ ０００
０．９９７
世纪运
其它方式
通
合 计
６，４００，０００
０．９９７
世纪运通减持的详细情况，请投资者参阅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在《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
证
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的《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２、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东名
股份性质
占总股本比
占总股本比
称
股数（股）
股数（股）
例（％）
例（％）
合计持有股份
３３，６００，０００
５．２３４
２７，２００，０００
４．２３７
世纪运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３，６００，０００
５．２３４
２７，２００，０００
４．２３７
通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二、其他相关说明
以下简称“
劲嘉创投”）持有公司３３．５３％的股份，为
１、截至本公告日，深圳市劲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的控股股东。 乔鲁予先生持有劲嘉创投９０％的股权，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同时乔鲁予先生是世纪
运通的合伙人，占其出资比例的７１．４４％，除此之外，乔鲁予先生未通过其实方式持有公司股份，因此根据
相关规定，乔鲁予先生、世纪运通以及劲嘉创投为一致行动人。
本次减持后， 乔鲁予先生通过劲嘉创投以及世纪运通所控制的公司股份从减持前３８．７６％降至减持
后３７．７７％。
实际控制人乔鲁予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世纪运通、劲嘉创投承诺：自本次减持之日起，连续六个月
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的股份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５％。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
２、本次减持通过大宗交易平台进行交易，未违反《
关规定 ，其间任意３０天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数量均未超过１％。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３、 本次减持未违反 《
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４、本次减持未违反相关股东所做承诺。
三、备查文件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１、《
有限合伙）出具的股份减持通知。
２、新疆世纪运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３、深圳市劲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出具的股份减持承诺书。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６１５

戴茂方，男，１９６３ 年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正高级工程师。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任安徽江淮汽车底盘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技术
中心常务副主任，２００８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任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兼乘用车公司总经理，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至今任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
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 现任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葛淝路 １ 号
邮
编：２３００５１
电
话：０５５１－６２２９７７１２
传
真：０５５１－６２２９７７１０
电子邮箱：ｄｍｆ ＠ａｎｋａｉ．ｃｏｍ

证券简称：海印股份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５８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协议签署概况
以下简称“
公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司”或“
海印股份”）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
（
以下简称“
中国联通广州分公司”）签订了《
战略合作协议》。
二、协议合作对方情况介绍
合作对方：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
负责人：朱春艳
企业类型：分公司
营业场所：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１４１号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中国联通广州分公司（
以下简称“
双方”）就“
海印生活
圈”体系中相关项目及未来在通信业务领域合作事宜达成战略合
作协议。
（
一）合作总则
为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 共同为海印股份旗下商户和消费客
户提供高品质的消费体验和通信服务，达到“
优势互补，社会认
同，合作共赢”的目的，双方有意形成一种长期战略合作关系，互
为重要合作伙伴，合作拓展“
海印生活圈”体系中相关项目。
（
二）基本合作原则
１、 为使双方更好地为海印股份旗下商户和商场客户提供服
务，双方应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及优势，对合作范围内的业务进
行必要的持续宣传和推介。
２、本协议为指导双方合作的框架性战略协议，双方约定：在本
协议签署后，双方将根据具体合作之业务签署相应的各项具体业
务协议或运营协议，并应遵照本协议所确立的原则订立。
（
三）合作内容和意向

证券代码：００２３９３

证券简称：力生制药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４３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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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或“
本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日以书面
方式发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９日在天津京基皇冠假
日酒店召开，董事长孙宝卫先生主持了会议。 会议应参加的董事９名，实际参加的董事９名，
符合《
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的议案》。
本次会议选举孙宝卫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选举张同生先生担任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二、会议以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下设战略与发展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审计委
员会。 各专门委员会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表决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战略与发展委员会由张建津、郑鸿、孙宝卫三人组成，其中张建津先生担任召集人。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韩传模、张建津、田昆如三人组成，其中韩传模先生担任召集人。
提名委员会由郑鸿、张建津、韩传模三人组成，其中郑鸿女士担任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由田昆如、张同生、韩传模三人组成，其中田昆如先生担任召集人。
三、会议以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本次会议同意聘任孙宝卫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计算）。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和中国证券报。 孙宝卫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四、会议以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本次会议同意聘任李云鹏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李志远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郑洁女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
士为公司副总经理， 刘健女士为公司总工程师。 任期三年 （
算）。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和中国证券报。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五、会议以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本次会议同意聘任马霏霏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
自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公告详见巨潮资讯
网（
和中国证券报。
马霏霏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９日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孙宝卫先生简历：１９４６年６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中学历，高级经济
师，曾任力生制药厂副厂长、厂长、党委书记。 自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１２年７月担任本公司董事长、总
经理、党委书记。 自２０１２年８月至今担任本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其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

海印生活圈”项目的合作内容：
１、关于“
（
１）中国联通广州分公司承接公司旗下商场ＷＩＦＩ网络覆盖工
程项目；
（
２） 中国联通广州分公司应利用自身及合作商资源与公司共
同开展 “
海印生活圈”营销推广活动，提升“
海印生活圈”的知名
度和社会效应；
（
３）中国联通广州分公司授予公司以最高级代理商资质，代理
其全部通信业务在海印股份内、外的拓展。
四、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
海印生活圈”是公司计划打造的一个集人流、车流、商流、资
金流、信息流、物流为一体的线上线下整合的大平台，将在移动互
联领域进行深入合作及探索。 利用商户的实体资源， 通过Ｏ２Ｏ模
式，打通线上线下渠道；形成立体化海印会员体系，并在此体系的
基础上，进行全渠道全方位精准营销。
海印生活圈”的建设，实现
本协议的签订将有利于推进公司“
优势互补，强强联合，从而进一步发挥公司商业物业运营的品牌、
经营和管理优势，提高市场影响力，保证公司持续稳定发展。
五、协议的审议程序及风险提示
本协议为双方合作的框架性协议，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协议事项在公司总裁授权范围之内，因此本协议
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密切关注合作事项的进
展情况，按规定履行决策审批程序，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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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郑洁女士简历：１９６２年６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工程
师，曾任力生制药厂质管部部长、总经理助理及本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务。 现任本公司董事、
新冠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１２年８月至今兼任本公司党委书记。 其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
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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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李云鹏女士简历：１９６７年１１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硕士
学位，执业药师，副主任药师。 曾任天津市达仁堂制药厂车间主任、天津太平集团地区主
管、天津市医药集团市场部部长、国际贸易部部长、天津药材公司常务副总、天津武田药品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 其本人未持有本公
司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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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李志远先生简历：１９５７年４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副主任药
师，曾任力生制药厂销售部部长。 ２００５年至今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负责营销工作。 其本人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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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公
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刘健女士简历：１９６３年１０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工程
师，曾任本公司质量管理部部长。 ２００７年７月至今担任本公司总工程师兼质量管理部部长。
其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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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马霏霏女士简历：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位，高级经
济师， 曾就职于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任高级研究员，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
书。 其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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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
证券代码：００２３９３
证券简称：力生制药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４４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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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或“
本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日以书面
方式发出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９日在天津京基皇冠假
日酒店召开，会议由邵华先生主持。 会议应参加的监事３名，实际参加的监事３名，符合《
公
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３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
会主席的议案》；
自监事会审议通过之
本次会议选举邵华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
日起计算）。 邵华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９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ｃｎ）和中国证券报的《
特此公告。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９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