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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０００７３６

证券简称：中房地产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５４

中房重实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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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６日，公司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了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的通知，２０１３
年１２月１０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９人，实到董事９人。 本次
会议由董事长沈东进先生主持。 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全体董事审议，
形成了如下决议：
关于向关联方借款的议案》。
一、以７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本议案详细情况见本公司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在《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上披露的《
中房重实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５５）。
关联董事沈东进、孙卫东回避表决本项议案；本项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关于召开２０１３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本议案详细情况见本公司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在《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上披露的《
关于召开２０１３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５６）。
中房重实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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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房重实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向关联方
借款的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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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保证中房重实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我公司”）土地竞拍及项目建设所需资金，我公司
（
包括下属控股子公司）拟向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公司（
以下简称“
中房集团”）借款不超过１５亿元人民
币，利息为同期银行基准利率上浮４０％，借款期限为１－３年。
由于中房集团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交集团”）的下属企
业， 因此上述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我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项关联交易议案，
关联董事沈东进、孙卫东对此项关联交易议案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
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向关联方借款事项中，预计借款总利息将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５％，
因此本次关联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
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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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中房集团是我公司第一大股东中住地产开发公司的母公司，其实际控制人为中交集团。 中房集团
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３８号创景大厦８层，法定代表人甄少华，注册资本１３８，０８６．５０万元，
含土地开发）与经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民用与工业建筑（
含高层
经营范围：国内外房地产综合开发（
建筑）总承包，建筑装修等中房集团在２０１２年末总资产４１３，９６９．４３万元，净资产３７，２４９．１２万元，２０１２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６９，３５３．３７万元，净利润－５，１１７．３７万元；２０１３年６月３０日总资产４６５，３５８．８２万元，净资产
３８，２１１．９４万元，实现净利润９６２．８２万元。
上述关联方与我公司关联关系图示如下：

中房重实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２０１３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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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股东大会届次：２０１３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
二）召集人：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股东大会。
（
三）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公司《
章程》及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等的规定。
（
四）召开时间
星期四）１４：３０。
１、现场会议召开时间：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６日（
２、网络投票时间：
（
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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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四）上午９：３０～１１：３０，下午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２６日（
（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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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方式
１、现场方式：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
人出席现场会议进行表决。
２、网络投票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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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
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六）参加会议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
的一种表决方式，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七）出席对象：
（
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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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截止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９日（
在册的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东或其授权委托的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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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
八）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２２号海赋国际大厦Ｂ座１１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
关于向关联方借款议案》
关联方中住地产开发公司将回避表决本项议案。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
本项议案详细情况见本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在《
资讯网上披露的《
中房重实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５５号）
三、参加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
一）登记方法：
１、法人股东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有效营业执照复印件、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股东代码
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有效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复印件、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股东代码卡；
２、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票帐户卡出席，如委托代理人出席，则应提供个人股东身份证复印
件、授权人股票帐户卡、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
（
二）登记时间：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４日和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５日上午９：００至下午４：００。
（
三）登记地点：重庆市渝北区洪湖东路９号财富大厦Ｂ座９楼
中房重实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证券
部。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投票代码：３６０７３６．
２、投票简称：中房投票
３、投票时间：本次临时股东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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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中房投票”在“
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４、在投票当日，“
５、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买入”。
１）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
（
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代表议案１，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进行申报。 具
２）在“
体如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委托价格
议案 １
审议《关于向关联方借款的议案》
１．００
（
委托数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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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如下表：
３）在“

议案序号

委托数量
同意
反对
弃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公司向中房集团借款总额度不超过１５亿元，期限１－３年，借入方为我公司及下属控股公司，具
体情况见“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近期，随着房地产调控的持续，房地产信贷政策持续收紧，公司曾多方考察银行贷款、信托等融资
方式，公司在融资额度及融资利率方面均不具备明显的行业优势，融资难度较大，融资成本也较高。 在
多方比较各种融资方式及成本之后，参考市场情况及中房集团取得资金的成本，本次向中房集团借款
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基准贷款利率上浮４０％（
按２０１３年银行三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４０％计算，
约为８．９６％），属于合理范围。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
一）借款金额与期限
在借款合同签订后的一年内，由中房集团向我公司或我公司指定的子公司出借总金额最高不超过
人民币１５亿元人民币，借款期限为１－３年，每笔资金的借款期限根据其实际到账日分别起算。
（
二）借款用途
我公司将借入的资金用于房地产开发项目投资以及弥补流动资金不足。
（
三）利率与利息
本次借款利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基准贷款利率上浮４０％确定，期间如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
款基准利率调整，则自调整日起按调整后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４０％，利息从资金到账次日开始计
算。
（
四）还款方式
我公司可以在借款到期一次性偿还本息，也可以提前分期或全部偿还本息。
五）借款的担保
（
无担保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无。
七、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我公司自主营业务变更为房地产开发以来，经过近几年的稳步发展，夯实了房地产开发主业的发
展基础， 公司房地产开发业务逐渐步入良性循环状态。 为保证公司房地产主营业务持续健康发展，应
对市场激烈的竞争，公司须在土地、资金等方面做好充分准备。 本次向关联方借款有利于保障公司参
加土地竞拍、项目建设过程中对资金的需求，缓解公司资金紧张的状况，体现了关联方对上市公司主营
业务发展的支持。
八、最近十二个月内与该交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最近十二个月内，我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中交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发生关联交易如下：
（
一）与关联方共同投资
交易金额：累计１０４，４００万元；
审批情况：前述关联交易已经公司２０１３年第二次、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并披露。
（
二）与关联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
交易金额：１３０００万元
审批情况：已经公司２０１３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披露。
九、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刘红宇、李树、刘洪跃对此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我们认为前述事项有利于保障中房地产参加土地竞拍、项目建设过程中对资金的需求，缓解公司资金
紧张的状况，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持续健康发展，借款利率合理。 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
关联董事对相关的关联交易议案实施回避表决，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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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章程》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中房重实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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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５）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请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
二）采用互联网系统投票的操作流程
１、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４日１５：００
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５日１５：００期间的任意时间。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
２、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按照《
的规定，股东可以采取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
密码服务专区”；填写“
姓名”、“
证券账户号”、“
身份证号”等
资料，设置６－８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４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
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３、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登陆网址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进行互联网系统投票。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
中房重实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１）登录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在“
２０１３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投票登陆”，选择“
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
证券账号”和“
服务密码”。
２）进入后点击“
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３）进入后点击“
（
４）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
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
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五、其它事项
（
一）通讯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洪湖东路９号财富大厦Ｂ座９楼
中房重实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证券
部。
邮政编码：４０１１４７
电话号码：０２３－６７５３００１６
传真号码：０２３－６７５３００１６
联系人：王婷、容瑜
（
二）会议费用：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中房重实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十日
附：
授权委托书
本人（
本单位）作为中房重实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
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
本单位）出席公司２０１３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特授权如下：
一、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
本单位）出席公司２０１３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
二、该代理人有表决权
；
／无表决权
三、该表决权具体指示如下：
赞成
、反对
、弃权
）票
（
一）审议《
关于向关联方借款的议案》（
四、本人（
本单位）对上述审议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代理人有权
按照自己的意思表
／无权
决。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生效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注１：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的相应空格内划“
√”，其他空格内划“
×”；
２、本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公章。

证券简称：杭齿前进

编号：临２０１３－０３４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１１４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龙陵县邦腊掌温泉建设项目主题
酒店室外景观绿化工程施工合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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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签署概况
以下简称“
公司”、“
承包人”或
１、２０１３年９月３０日，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承包方”）收到龙陵县邦腊掌温泉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龙陵公司”或“
发包人”）的《
中
标通知书》，中标价：人民币１６，４６４，６０４．９８元，并于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８日在《
证券时报》、《
中国证
券报》、《
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工程中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刊登了《
标公告》。
龙陵县邦腊掌温泉建设项目主题酒店室外景
２、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９日，公司与龙陵公司签订《
观绿化工程施工合同》。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关联方名称：龙陵县邦腊掌温泉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２日；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５３０５２３００００００９２１；
注册资本：壹亿元正；
法定代表人：王伴江；
住所：龙陵县龙山镇香柏河村邦腊掌；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旅游项目开发及经营；旅游基础设施；旅游精品工程以及相关配套产业的投
资建设和经营管理；洗浴服务；住宿餐饮；娱乐；其他商务服务；零售业（
不含卷烟）；房地产
开发及经营。
截至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３０日， 龙陵县邦腊掌温泉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为６９４，３７１，８４４．６７元，
净资产为９９，０７０，７６８．９１元；营业收入为６，７７８，３８０．３９元，净利润为－７，０１７，１５２．７９元。
龙陵县邦腊掌温泉有限责任公司为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省
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按照深交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该项目构
成关联交易。因公司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中标该项目，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１０．２．１４规定，上
市公司因公开招标、公开拍卖等行为导致公司与关联人的关联交易时，上市公司可以向深
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豁免履行关联交易相关审议程序。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豁免履
行本次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工程名称：龙陵县邦腊掌温泉建设项目主题酒店室外景观绿化工程施工
２、工程地点：云南省龙陵县邦腊掌。
３、工程内容：设计图示范围内园林、绿化、建筑、小品及水电安装等全部工作内容。
人民币），最终合同结算价款按实际完成工程量
４、暂定合同总价为：１６４６．４６０４９８万元（
及投标综合单价进行结算。
５、合同工期：
工程开工日期：以监理书面开工令为准
工程竣工日期：自开工令签发之日起１２０日历天
城市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进行检查验收，园
６、质量标准：绿化部分按国家现行《
建工程按《
建设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ＧＢ５０３００－２００２）验收，其他相关工程按国家
及政府相关部门现行验收规范或标准验收， 所有工程质量必须达到国家质量评定合格标
准，一次性验收合格。
７、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双方约定签字、盖章，承包人提交合同总金额８％的履约保函
后生效。
８、工程预付款
（
１）发包人向承包人预付工程款的时间和金额占合同价款总额的比例：本合同签定并
经备案后二十天内支付合同价款１０％的预付款［
预付款额度＝（
合同价－预留金－专业工程暂
估价等）×１０％］，预付款的８０％必须用于材料采购及订货。
（
２）预付款的扣回
扣回工程预付款的时间、比例：待工程款总额（
含预付款）支付到合同价款的４０％开始
起扣，发包人将分三次扣回预付款（
第一次扣回预付款总额的４０％；第二次、三次每次扣回
预付款总额的３０％）。
进度款）支付
９、工程款（
工程进度款以银行转帐方式拨款。
（
１）工程进度款按经发包人批准的，监理人签发的支付证书，经造价咨询公司审核，发
包人批准后的８０％作为合同规定应付款。
（
２）工程验收、场地移交、资料归档完成后７天内，发包人支付至造价公司累计审计金额
的８０％（
含工程预付款）。
（
３）本合同的工程结算以发包人委托的有资质的造价公司出具的审核结算报告并经发
包人上级审计部门最终审计为准，结算审计报告出具后二十天内，发包人支付至审核结算
二年）无息付清。
价的９５％；剩余５％作为质量保修金，待管养期满后（
１０、违约责任：
发包人不按时支付工程预付款；发包人不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导致施工无法进行；
发包人无正当理由不支付工程竣工结算价款属于发包人违约，发包人承担违约责任，赔偿
因其违约给承包人造成的经济损失，顺延误的工期。
承包人原因不能按照协议书约定的竣工日期或工程师同意顺延的工期竣工；因承包人
原因工程质量达不到协议书约定的质量标准；承包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不按合同约定履行
义务的其他情况的，承包人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因其违约给发包人造成的损失。
四、该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该项目金额占公司２０１２年度营业总收入的４．７９％。 ２０１３年度实际能实现的收入以实际
完工进度确认。 项目的实施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五、风险提示
合同风险及不确定性：合同价款为暂定价款，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因各种因素的影
响，导致最终结算金额高于或低于合同价款。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备查文件：《
龙陵县邦腊掌温泉建设项目主题酒店室外景观绿化工程施工合同》
证券代码：００２２００
证券简称：＊ＳＴ大地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１１５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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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关联交易进展情况
以下简称“
公司”或“
承包人”）
１、２０１３年３月３日，经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参与龙陵
县邦腊掌温泉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龙陵公司”或“
发包人”）关于邦腊掌温泉建设项目
景区南北大门工程施工、邦腊掌温泉建设项目新增综合楼前庭广场土建工程施工、邦腊掌
温泉建设项目新增综合楼前庭广场景观绿化工程施工、邦腊掌温泉建设项目温泉水设备机
房水池及旅游公厕改造四个项目的竞争性谈判。 详细内容见２０１３年３月５日公司刊登在《
中
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
的《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处于筹划阶段的提示性公告》及《
公告》。
２、２０１３年６月５日， 公司收到龙陵公司关于邦腊掌温泉建设项目景区南北大门工程施
工、邦腊掌温泉建设项目新增综合楼前庭广场土建工程施工、邦腊掌温泉建设项目新增综
合楼前庭广场景观绿化工程施工、邦腊掌温泉建设项目温泉水设备机房水池及旅游公厕改
造四个项目的《
成交通知书》，详细内容见２０１３年６月７日公司在《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日常关联交易
《
证券日报》、《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刊登的《
进展公告》。
邦腊掌温泉建设项目新增综合楼前庭广场土
３、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９日，公司与龙陵公司签订《
建工程施工合同》、《
邦腊掌温泉建设项目温泉水设备机房水池及旅游公厕改造合同》、《
邦
腊掌温泉建设项目景区南北大门工程施工合同》、《
邦腊掌温泉建设项目新增综合楼前庭广
场景观绿化工程》。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关联方名称：龙陵县邦腊掌温泉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２日；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５３０５２３００００００９２１；
注册资本：壹亿元正；
法定代表人：王伴江；
住所：龙陵县龙山镇香柏河村邦腊掌；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旅游项目开发及经营；旅游基础设施；旅游精品工程以及相关配套产业的投
资建设和经营管理；洗浴服务；住宿餐饮；娱乐；其他商务服务；零售业（
不含卷烟）；房地产
开发及经营。
截至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３０日， 龙陵县邦腊掌温泉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为６９４，３７１，８４４．６７元，
净资产为９９，０７０，７６８．９１元；营业收入为６，７７８，３８０．３９元，净利润为－７，０１７，１５２．７９元。
龙陵县邦腊掌温泉有限责任公司为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省
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按照深交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该项目构
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本次四个项目的交易价格为：预计总投资额不超过１０００万元，其中邦腊掌温泉建设
项目新增综合楼前庭广场土建工程施工项目、邦腊掌温泉建设项目温泉水设备机房水池及
旅游公厕改造、邦腊掌温泉建设项目景区南北大门工程施工根据发包人提供的施工图纸以
及国家、地方相关计价规则按实际工程量以定额计价方式计算出结算价款后按谈判承诺的
优惠下浮比例确定最终结算总价下浮５％。 邦腊掌温泉建设项目新增综合楼前庭广场景观
绿化工程，根据发包人提供的施工图纸以及国家、地方相关计价规则按实际工程量以定额
计价方式计算出结算价款后按谈判承诺的优惠下浮比例确定最终结算总价下浮１０％。
２、本次四个项目合同签署时间：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９日。
３、本次四个项目合同生效条件：本次四个项目的合同经双方约定签字、盖章后生效。
４、本次四个项目工程款项支付方式：全部工程价款累计支付到累计审计金额的８０％时
（
包括工程预付款）停止支付，留２０％尾款，待工程整体验收通过并达到质量标准、移交全部
档案资料（
档案部门签收书）、完成交接工作、结算报告审核（
时限按通用条款执行）并经发
包人审批通过后３０天内， 支付至审定结算总价的９５％。 承包人在申请支付至审定总价的
９５％时，必须要同时提交保修期质量保修单，出具审计报告并经审核批准后２８ 天内支付。
质量保证金（
审定总价的５％）在验收合格日满两年且无承包人责任后返还３％（
不计利息），
剩余２％在质保期满五年（
验收合格日满五年）并经复检合格后返还（
不计利息）。
５、履行期限：
（
１）邦腊掌温泉建设项目景区南北大门
工程开工日期：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１日（
以监理书面开工令为准）；
工程竣工日期：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
自开工令签发之日起３０日历天）。
（
２）邦腊掌温泉建设项目温泉水设备机房水池及旅游公厕改造
工程开工日期：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１日（
以监理书面开工令为准）；
工程竣工日期：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１日（
自开工令签发之日起６０日历天）。
（
３）邦腊掌温泉建设项目新增综合楼前庭广场土建景观绿化工程
工程开工日期：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１日（
以监理书面开工令为准）；
工程竣工日期：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５日（
自开工令签发之日起３０日历天）。
（
４）邦腊掌温泉建设项目新增综合楼前庭广场土建工程施工项目
工程开工日期：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１日（
以监理书面开工令为准）；
工程竣工日期：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５日（
自开工令签发之日起３０日历天）。
６、违约责任：
发包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不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的其他情况。 发包人承担违约责任，
赔偿因其违约给承包人造成的经济损失，顺延延误的工期。
承包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不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的其他情况。 承包人承担违约责任，
赔偿因其违约给发包人造成的损失。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四个项目预计总投资额不超过１０００万元，最终金额需由承包人根据发包人提供的
施工图纸以及国家、地方相关计价规则按实际工程量以定额计价方式计算出结算价款后按
谈判承诺的优惠下浮比例确定最终结算总价下浮５％（
１０％）， 合同的顺利实施将对公司
２０１３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本合同不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
会因履行合同而对业主形成依赖。
五、备查文件
公司与龙陵公司签订的《
邦腊掌温泉建设项目新增综合楼前庭广场土建工程施工合同》、
《
邦腊掌温泉建设项目温泉水设备机房水池及旅游公厕改造合同》、《
邦腊掌温泉建设项目景
邦腊掌温泉建设项目新增综合楼前庭广场景观绿化工程》。
区南北大门工程施工合同》、《
特此公告。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４６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监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职工监事范江燕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范江
燕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职工监事职务，根据《
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范江燕女士的辞职导致公司第二届监事会成员中职工监事的人
数达不到法定比例，其监事职务需履行至新的职工代表监事选举产生之日。
公司对范江燕女士在担任公司职工监事期间勤勉尽责的工作表示感谢。
公司监事会将督促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尽快
推选新任职工监事。
特此公告。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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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吉林草还丹药业有限公司 （
称：草还丹药业）取得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草还丹药业《
药品生
药品生产许可证》生产地址和生产
产许可证》新增车间的许可。草还丹药业《
范围：敦化市经济开发区工业区９号：合剂、软胶囊剂、酒剂、糖浆剂、煎膏剂
＊＊＊
本次草还丹药业《
药品生产许可证》新增车间生产地址及生产范围：吉
林省敦化经济开发区宏大路９９９号：合剂、软胶囊剂、酒剂、糖浆剂、煎膏剂。
该车间系人参产品系列化项目（
敦化厂区）地址。 草还丹药业新增车间
取得药品ＧＭＰ认证证书后方可生产销售药品。
特此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４８１

证券简称：双塔食品

编号：２０１３－０５０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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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责任。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或“
本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以下简称“
君兴投资”）的函
１０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招远市君兴投资管理中心（
告，原质押给中原信托有限公司的本公司股份８１，８１３，４００股已解除质押，仍有
４０，９０６，６００股继续质押，解除质押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办理了相关解除质押登记手续，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部分解除质押登记证明》。
分公司出具了《
截止本公告日， 君兴投资持有公司股份１６６，４６４，０００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本次解除质押后其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数为８４，６５０，６００股，占公司总股
３８．５％。
本的１９．６％。
特此公告。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３８９

证券代码：００２４８３

证券简称：润邦股份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４９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暂缓发行短期融资券的公告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所持公司
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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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流动
资金的需求和降低融资成本，公司拟按照《
短期融资券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在中
国境内发行总额不超过７亿元人民币的短期融资券。 具体内容详见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６日和２０１１
年４月２０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第一届董事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的《
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１－０２１）和《
公告
２０１０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编号：２０１１－０３１）。
接受注册通知书》（
中市协注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２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下发 《
［
２０１３］ＣＰ３９９号），同意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 具体内容详见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７日刊登在
《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上的《
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获准注册的公告》（
公
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３８）。
现经综合考虑市场利率和公司资金状况等因素，并与主承销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公司决定暂缓发行短期融资券。 如有新的进展，公
司将及时进行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

证券简称：南洋科技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７３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３日开市起临时
停牌。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９日，上述重大事项确定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经公司申
请，公司股票自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０日开市时起继续停牌。 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０日在
《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ｗｗｗ．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发布了 《
２０１３－０６９）。
关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０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于公司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事项。

证券代码：０００７２２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
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７日和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４日分别在 《
报》、《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发布了《
关于
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７１、２０１３－０７２），公
司股票继续停牌。
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按照拟定的时间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目前，对标的
资产的尽职调查和审计、评估工作仍在继续，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
另行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相关的议案。 公司股
票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周发
布一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
该事项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十日

证券简称：湖南发展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３７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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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由董事长杨国平先生提议召开， 并以书面方式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５日通知
相关与会人员。 会议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
事７人，实际表决董事７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
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关于参股公司湖南芷江蟒塘溪水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减少注册
资本的议案：
公司收到参股公司湖南芷江蟒塘溪水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
称“
蟒电公司”）寄达的相关文件，因蟒电公司现有实收资本规模已超过其日
常生产经营所需，为理顺蟒电公司各方关系，促进蟒电公司经营管理的规范
运行，蟒电公司拟将注册资本２６１，７９７，２７１．５５元调整为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减少

证券代码：０００５８７

股票简称：金叶珠宝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５６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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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简称：＊ＳＴ大地

证券简称：紫鑫药业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
子公司药品生产许可证新增车间的公告

漏。

证券代码：００２２００

证券代码：００２１１８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监事辞职公告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８日发出通知， 会议于２０１３年１２
月１０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公司８名董事成员中有８名董事参与表决，符合《
公司法》、《
公司章程》有
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以签字表决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一、《
关于选举何小敏为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根据《
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经控股股东深圳九五投资有限公司提名，公司董事会选举何小敏为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何小敏简历如下：
何小敏，女，１９８４年４月出生，２００７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本科学历，法学学士。 曾任新百丽鞋业（
深
圳）有限公司福田分公司法务、深圳安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信贷审核、深圳市证大速贷小额贷款股
份有限公司风控专员，２０１２年８月就职于深圳九五投资有限公司至今。
何小敏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
公司法》、《
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到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该议案需提交２０１３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此议案８名董事同意，０名董事反对，０名董事弃权。
二、《
２０１４年度预计公司综合授信总额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生产经营规模的增长及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２０１４年度预计新增及原授信到期后续展的敞口授信
总额度为３５亿元。 公司与各级子公司之间、各级子公司之间可对３５亿元额度内的敞口授信相互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该议案需提交２０１３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的《
２０１４年度预计公司综合
授信总额及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５７。
表决情况：此议案８名董事同意，０名董事反对，０名董事弃权。
三、《
关于召开２０１３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拟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６日（
周四）上午１０：００在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２号南银大厦１９层公
司总部会议室召开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３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如下议案：
关于选举何小敏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１、审议《
２、审议《
２０１４年度预计公司综合授信总额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此议案８名董事同意，０名董事反对，０名董事弃权。
特此公告。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５８７

证券简称：金叶珠宝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５７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４年度预计公司
综合授信总额及提供担保的公告
一、担保情况概述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因生产经营规模的增长及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及各级子
公司２０１４年度预计新增及原授信到期后续展的敞口授信总额度为３５亿元。
根据《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有
关规定，公司为规范对外担保行为，同时为方便公司经营管理层的决策效率，提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一）公司及各级子公司２０１４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新增及原
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授信到期后续展的敞口授信总额度为 ３５亿元；（
二）公司可在额度内分次申请用信形式包括但不限于贷
款、黄金租赁、银行票据等业务；（
三）公司与各级子公司之间、各级子公司之间在３５亿元额度内的敞口授
信可相互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四） 在２０１５年度公司综合授信计划及提供担保方案未经下一年度
（
２０１４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前，本议案事项跨年度继续有效。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
一）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５５７，１３０，０００元
注册地址：黑龙江省伊春省伊春区青山西路１１８号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贵金属首饰、珠宝玉器、工艺美术品加工、销售；金银回
收；货物进出口；股权投资、矿山建设投资、黄金投资与咨询服务；黄金租赁服务；选矿（
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应经行政许可的，未获得许可前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
截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资产总额１９４，８１８．９７万元，净资产１０４，５５９．３７万元，２０１２年营业收入６４２，
６８２．２２万元，实现净利润１７，７４１．９１万元。 以上数据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截至２０１３年９月３０日，公司资产总额２４０，３９７．６３万元，总负债１２２，７６７．３８万元，２０１３年前三季度营业
总收入６２４，７８４．８２ 万元，实现净利润１２，７４０．６０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
二）东莞市金叶珠宝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２５０，０００，０００元
注册地址：东莞市厚街镇河田村高新科技开发工业园金叶大厦
经营范围： 加工、销售：金银首饰、珠宝玉器、工艺美术品；金银首饰回收；货物进出口（
法律、行政法
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有关珠宝产品信息的咨询服
务。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东莞市金叶珠宝有限公司资产总额１７３，６４３．８１万元，净资产８１，０３０．９５万元，
２０１２年营业收入４４８，５０６．９８万元，实现净利润１５，４１４．４９万元。 以上数据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截至２０１３年９月３０日，东莞市金叶珠宝有限公司资产总额２０４，７３７．１４万元，总负债１１６，１６９．２４万元，
２０１３年前三季度营业总收入３１９，４０２．５４万元，实现净利润７，５３６．９６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
三）深圳金叶珠宝品牌运营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路水贝工业区３栋２楼东南面
经营范围：金银饰品、铂金饰品、镶嵌饰品、玉器珠宝首饰、工艺礼品的销售（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
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信息咨询（
不含证券咨询、人才中介服务、其他限制类项目）。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深圳金叶珠宝品牌运营有限公司资产总额２３，６７５．２２万元，净资产１８，１０８．９２
万元，２０１２年营业收入１，０１２．１３万元，实现净利润－１，８５３．２６万元。 以上数据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截至２０１３年９月３０日，深圳金叶珠宝品牌运营有限公司资产总额３２，６２６．９２万元，总负债１６，６２７．０１万
元，营业收入１６，３３３．８１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
四）金叶珠宝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６０，０００，０００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２号１９层１９０９室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销售珠宝首饰、工艺品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金叶珠宝矿业投资有限公司资产总额５，９１４．３万元，净资产５，７６８．４３万元。
截至２０１３年９月３０日，金叶珠宝矿业投资有限公司资产总额５，９１０．２６万元，净资产５，５４５．９８万元。 以
上数据未经审计。
（
五）重庆金叶珠宝加工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
注册地址：酉阳县小坝全民创业园二期工地
经营范围：加工、销售：金银首饰、珠宝玉器、黄金、黄金饰品、工艺美术品；仓储服务。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东莞市金叶珠宝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东莞市金叶珠宝有限公
司持有重庆金叶９９％的股权，重庆鼎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持有重庆金叶１％的股权。
截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重庆金叶珠宝加工销售有限公司资产总额２６，９３９．８８万元，净资产１６，０７９．９４
万元，２０１２年营业收入１９５，３８０．７万元，实现净利润６，０７９．９４万元。 以上数据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截至２０１３年９月３０日，重庆金叶珠宝加工销售有限公司资产总额３６，６９１．４５万元，总负债１１，９３８．７８万
元，２０１３年前三季度营业总收入２３６，９１５．８９万元，实现净利润８，６７２．７３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
六）深圳市金叶珠宝有限公司

的注册资本１６１，７９７，２７１．５５元，由公司和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
湘投控股”）同比例减资，其中公司减少出资８１，８８０，５２６．５５元，湘投控股减
少出资７９，９１６，７４５．００元。 若此次减资完成，蟒电公司新的股权结构如下：公司
４１．４９％、湘投控股４０．５１％、芷江侗族自治县水利水电开发公司１０％、湖南怀化
恒光电力集团有限公司８％。
本次减资尚需蟒电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并经蟒电公司注册地的工商管
理部门的批准。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及时对相关后
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７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特此公告。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十日

注册资本：１０，０００，０００元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路水贝工业区３栋２楼东南面０１、０２房
经营范围：金银饰品、铂金饰品、镶嵌饰品、玉器珠宝首饰、工艺礼品的销售；有关珠宝产品的信息咨
不含人才中介服务、证券及其他限制项目）。
询（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东莞市金叶珠宝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深圳市金叶珠宝有限公司资产总额１９，７４５．７７万元，净资产９０６．５２万元，２０１２
年营业收入１０８．９８万元，实现净利润－９３．４８万元。 以上数据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截至２０１３年９月３０日， 深圳市金叶珠宝有限公司资产总额１６，１７７．６０万元， 总负债１４，８２５．２３万元，
２０１３年前三季度营业总收入５４，０９２．３３万元，实现净利润４４５．８４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
七）重庆两江金叶珠宝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１０，０００，０００元
注册地址：重庆市江北区鱼嘴镇东风路１４６号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加工、批发、零售：金银饰品、珠宝玉器、工艺美术品；金
不含危险品）；利用互联网销售金银饰品、珠宝玉器、工
银饰品回收；珠宝产品信息咨询服务；仓储服务（
艺美术品。
成立日期：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５日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东莞市金叶珠宝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为公司与各级子公司之间、 各级子公司之间在３５亿元额度内的敞口授信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将严格审查相应合同，控制风险。
四、董事会意见
２０１４年度预计新增及原授信到期后续展的敞口授信总额为３５亿元的综合授信， 是公司生产经营和
资金使用的合理需要。 为敞口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有助于公司高效、顺畅地筹集资金，进一步提高经营效
益，符合公司的利益，亦不会损害股东的利益。 对公司全年敞口的综合授信担保额度做出预计，并按相关
审议程序进行审议，既满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要求，又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的发展需要。
为控制担保风险，做到与下属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共同承担担保责任，公司为上述非全资子公司提
供担保时，将要求少数股东按其持股比例提供相应的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１９２，８００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８４．３９％，全部为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综合授信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
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
六、其他说明
公司将依据本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５８７

股票简称：金叶珠宝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５８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２０１３年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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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星期四）上午１０：００
１．召开时间：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６日（
２．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２号南银大厦１９层公司总部会议室
３．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４．表决方式：现场投票
５．出席对象：
（
１）截止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４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股东本人不
能出席的，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
一）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何小敏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１．《
２．《
２０１４年度预计公司综合授信总额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
二）披露情况：
详见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的公司《
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５６）。
三、出席股东大会登记方法
１．登记方式：现场、信函或传真方式
２．登记时间：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５日上午９：００－１２：００；下午１：００－５：００
３．登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２号南银大厦１９层
４．出席会议股东登记和表决时的要求：
（
１）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持法人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本人身份证出席会议；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由代理人持法人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营业执照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和授权
委托书（
加盖公章）参会。
（
２）自然人股东持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身份证出席会议；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由代理人持委托
人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委托人身份证、代理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签名）参会。
授权委托书格式详见附件。
四、其他事项
１．会议联系方式：
（
１）会议联系人：赵国文 韩雪
（
２）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４１００３３８
（
３）传 真：０１０－６４１０６９９１
（
４）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２７
２．会议费用：出席会议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十日
附件：２０１３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２０１３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女士）代表我单位（
个人），出席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３年第五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形式方式做出具体指示，
受托人可行使酌情裁量权，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投票赞成或反对某议案或弃权。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选举何小敏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１
《２０１４年度预计公司综合授信总额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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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
月
日
附注：
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反对”栏内相
１．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
应地方填上“
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
√”。
２．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