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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出售公司持有部分长江证券股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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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经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９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经２００９年３月７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０９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授权董事会择机处置公司所持２０，１２７，４９３股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长江证券”）股票，占长江证券总股本的１．２０％。
２００９年，公司通过配股购买了３，２４９，０００股长江证券股票，具体详见公司于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０日在巨潮
资讯网（
中国证券报》上刊登的《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和《
截至本次公告前，公司已通过证券交易系统累计出售长江证券股票共计１４，２４７，４９３股并已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２００９年４月１４日、４月２８日、７月２日、７月３１日、１１月６日、１１月１０日
在《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关于出售公司持有部分长江证券股票的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刊登的《
公司２０１２年半年度报告》
公告》系列公告，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１日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刊登的《
中关于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的章节，２０１３年３月８日在《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关于出售公司持有部分长江证券股票的公告》。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刊登的《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４日至１２月６日，公司董事会通过证券交易系统累计出售本公司持有的部分长江证券股
票５，１７８，６８５股，交易均价为 １０．５１元／股，公司通过该交易在扣除成本及相关税费后产生的利润为约１，
６０８万元。 公司本次出售长江证券股票情况详见下表：

交易产生的利润（万
交易股数
留存股数（股） 交易均价（元 ／ 股）
元）
（股）
约 １，６０８
２０１３．１２．４－２０１３．１２．６
５，１７８，６８５
３，９５０，３１５
１０．５１
注：上述交易产生的利润已经扣除成本及相关税费。
日期

本次出售长江证券部分股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本次出售后留存的长江证券股票３，９５０，３１５
股（
占长江证券总股本的０．１７％），公司董事会将继续遵照股东大会授权，择机处置。
特此公告
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十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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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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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６日以电子邮件和电话方
式向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通知，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
星期二）上午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召开地址在湖北省仙桃市仙桃大道西端１９号万钜国际大厦１０楼会议室。 会议应
参加表决的董事７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７名。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曹雨云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和表决
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程序符合《
一、《
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湖北蓝鼎棉纺织有限公司１００％股权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蓝鼎棉纺织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蓝鼎棉纺”）主要经营色织（
棉纺）业务，色织
业务是公司近年来在主营业务中亏损较大的业务板块， 在综合考虑蓝鼎棉纺经营情况及后续发展潜
湖北）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蓝
力，公司拟将全资子公司蓝鼎棉纺１００％的股权转让给控股股东蓝鼎实业（
鼎实业”）。
本次转让的标的资产由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了评估。 根据湖北众
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鄂众联评报字［
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的
２０１３］第１６０号《
湖北蓝鼎棉纺织有限公司股权所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评估报告》， 截止评估基准日２０１３
年１１月３０日，公司拟转让全资子公司蓝鼎棉纺１００％股权的评估值为２，３４４．３１万元。
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本公司以上述评估值２，３４４．３１万元转让全资子公司蓝鼎棉纺１００％股权给
蓝鼎实业。
蓝鼎实业无需向公司支付现金，公司将转让股权所得款直接冲抵所欠蓝鼎实业此前向公司提供的
无息借款。 冲抵完毕上述无息借款后，公司尚欠蓝鼎实业无息借款余额为１，１５５．６９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后，有利于公司集中精力发展毛纺业务，有助于缓解公司的资金支付压力，有利于改
善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 公司本次交易增值部分２，０７５．３５万元将列入资本公积科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上述事项为关联交易事项。 仰智慧先生现任安
为本公司的间接股东，以下简称“
蓝鼎集团”）董事局主席、龚少祥先生现任
徽蓝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蓝鼎集团副总裁，上述两位董事均为关联董事，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上述事
项，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蓝鼎实业将放弃在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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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须经过有关部门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
批准。
以上议案５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二、《
关于召开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３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董事会审议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股东大会通知另行发出。
以上议案７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特此公告
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十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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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湖北蓝鼎棉纺织有限
公司股权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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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以下简称“
蓝鼎棉纺”）１００％的股
１、本次拟转让资产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蓝鼎棉纺织有限公司（
权，以下简称“
标的资产”。
具有证券、期货相关评估资格）进行评估，
２、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已经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于评估基准日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３０日的评估值为２，３４４．３１万元， 公司拟将标的资产以上述评估价转让予蓝鼎
实业（
湖北）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蓝鼎实业”）。 因蓝鼎实业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
３、本次交易尚须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能否通过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尚存在不确
定性。
４、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３０日，公司召开的２０１２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
通过了《
关于转让房地产业务资产及相关债务的议案》，公司不存在连续１２个月内与同一关联人（
蓝鼎集
团及其下属企业）购买、出售相关资产触及《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
的情况，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一、交易概述
经公司与蓝鼎实业友好协商，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签订了《
股权转让协议》，公司以人民币２，３４４．３１万
元将全资子公司蓝鼎棉纺１００％的股权出售给蓝鼎实业。
上述交易价格的确定依据为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鄂众联评报字［
湖北蓝鼎控
２０１３］第１６０号《
股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的湖北蓝鼎棉纺织有限公司股权所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评估
报告》（
基准日为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３０日）确定的评估值。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公司持有的蓝鼎棉纺１００％的股权。 该标的资产权属清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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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等情形。
该股权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３０日账面总资产为１５，２３５．７２万元，总负债为１４，９６６．７６万元，净资产为２６８．９６万
元。
三、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
棉纺）业务，色织业务是公司近年来在主营业务中亏损较
公司全资子公司蓝鼎棉纺主要经营色织（
大的业务板块，在综合考虑蓝鼎棉纺经营情况及后续发展潜力，公司决定将持有的蓝鼎棉纺１００％的股
权转让给蓝鼎实业。 本次交易也是公司控股股东支持公司生存、经营与发展的实质性措施，有利于减轻
公司负担，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后，有利于公司集中精力发展毛纺业务，有助于缓解公司的资金支付压力，有利于改
善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 本次交易完成后，对本公司当期损益无影响。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则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十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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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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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０９日下午在公
司外事会议室召开。 有关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０２日通过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
由专人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９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９人（
其中独立董事４名）。 会议
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詹灵芝女士主持。 与会
董事经过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通过了下面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４日任期届满，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和《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征求股东单位意见和董事
候选人本人意见，并经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董事会提名詹灵芝女士、王功著先
生、倪俊龙先生、左志鹏先生、戴黄清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杨
纪朝先生、张传明先生、徐卫林先生、陈结淼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董
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相关规定，独立董事候选人需经深圳证券
交易所备案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将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公示，公示期为三个交易日，公示期间，任何单位或个人对独立董
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有异议的， 均可通过深交所热线电话或邮箱等方式反馈意
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２０１３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
关于出售广发证券员工股权激励计划之股权储备集合财产信托之受
益权的议案》；
粤财信托？ 广发证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０日，本公司与其他１４家单位作为委托人，共同设立了“
券员工股权激励计划之股权储备集合财产信托”作为广发证券员工激励的储备，与广东粤
以下称“
粤财信托”）分别签署了《
粤财信托？ 广发证券员工股权激励计划
财信托有限公司（
之股权储备集合财产信托合同》，合同主要内容是：约定本公司将所持广发证券股份２，４９９，
并明确如果该部分股份因广发证券发生吸收合并、资产重组、分红等行为，则该部分
５００股（
股份以发生变更后的股份为准）委托粤财信托持有，待广发证券员工激励方案批准实施后，
将信托财产（
包括信托股份、分红等）以广发证券２００６年６月３０日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１．４２４
元／股作价（
合计为３，５５９，２８８．００元）转让给激励对象；若信托期满广发证券员工激励方案未
能实施， 则受托人粤财信托须将信托财产以信托期满时的现状按受益比例分配给本公司；
约定信托的委托人即为受益人；约定信托受益权不得转让。 广发证券于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２日在
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粤财信托持有广发证券股份的相应工商变更登记。 本公司
初始信托股份数量为２，４９９，５００ 股， 占总信托股份数量的比例为２．５０％（
信托股份总数量
为９９，９８０，０００ 股）。 截至目前，本公司信托股份数量为６，０２２，８９２股，占总信托股份数量比
例不变（
信托股份总数量为２４０，９１５，６６２股）。
为创造条件支持广发证券发展， 拟同意本公司将在上述信托中的全部受益权以３２，
７０４，３０３．５６元的价款转让给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委托信托公司设立的信托计
划，以激励广发证券的员工。 本次交易标的在公司财务报表的账面成本为２，４１７，０２６．８２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将增加公司利润总额约３，０２８．７３万元。 详见公司《
出售资产公告》（
公告编
号：２０１３－０２５）。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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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８日上午１０：００时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２０１３年度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以下议题：
（
一）《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二）《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关于召开２０１３年第一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的公告》
会议召开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公告 《
（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２６）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九日
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詹灵芝：女，１９５６年２月出生，大专学历，工程师，中共党员。 １９７５年参加工作，历任安庆
纺织厂车间团总支副书记、党支部书记，安庆纺织厂副厂长、党委委员，安徽华茂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总经理。 现任中国纺织企业家协会
副会长，中国纺织企业家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国棉纺织协会副会长，中国麻纺行业协会副理
事长，中共安庆市市委委员，安庆市女企业家协会会长，安徽华茂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
经理、党委书记，华茂股份董事长，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国泰君安投资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广发证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詹灵芝女士与本公司其他持股５％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持有本公司９５，５７５股、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王功著：男，１９５５年１２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经济师，中共党员。 １９７６年参加工作，历任安
庆纺织厂教育科教师、厂工会机关分会主席、厂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副厂长，安徽华茂纺织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现任安徽华茂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党委副书记、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王功著先生与本公司其他持股５％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１４７，５７５股、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
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倪俊龙：男，１９６５年５月出生，ＥＭＢＡ毕业，硕士，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１９８９年参加工
作，历任安徽省丰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安庆纺织厂技术处副处长、安徽华茂纺织
股份有限公司技术质量处副处长、处长、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现任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
纺纱器材应用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专家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安徽工程科
技学院客座教授，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倪俊龙先生与本公司其他持股５％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持有本公司９５，５７７股、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左志鹏：男，１９７０年１月出生，ＥＭＢＡ毕业，硕士，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
业会员，中共党员。 １９８９年参加工作，历任安庆纺织厂财务科科员、财务处处长助理、财务处
副处长、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处处长。 现任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左志鹏先生与本公司其他持股５％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持有本公司９５，５７７股、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戴黄清：男，１９６５年１０月出生，本科学历，工学学士，工程师，中共党员。 １９８８年参加工
作，历任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计划处销售员、处长助理、副处长、监事。 现任安徽
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经营计划处处长。
戴黄清先生与本公司其他持股５％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持有本公司３５，２８９股、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杨纪朝：男，１９５４ 年１０月出生，本科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１９７４ 年参加
工作，历任国家纺织部生产司干部、副处长，纺织产品开发中心副主任，中国纺织总会经济
贸易部处长，西藏自治区经贸体改委总工程师，国家纺织工业局规划发展司司长，中国纺织
信息中心主任，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信息部主任，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副秘书长、秘书长。 现任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党委常委，中国纺织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杨纪朝先生与本公司其他持股５％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
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徐卫林：男，１９６９年０４月出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党员。 曾任武汉
纺织大学（
原武汉纺织工学院） 纺织研究所所长、校长助理、副校长，美国德州大学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ｘａｓ ａｔ Ａｕｓｔｉｎ） 高级研究学者、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高级研究学者，湖
北省“
楚天学者”特聘教授，纺织新材料与先进加工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主任，教
育部“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教育部、省市科委的重大科研项
目２０ 余项，并且在与澳大利亚羊毛创新公司（
原国际羊毛局）进行国际合作项目。 现为武汉
纺织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专职科研人员，长江学者教授。？
徐卫林先生与本公司其他持股５％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
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张传明：男，１９５５年０３月出生，本科学历，会计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共党员。 曾在
安徽财贸学院会计学系、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安徽财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工作，先后任副
教授、教授，会计学系副主任，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院长、安徽财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
从事财务管理、财务分析、财务案例等课程的教学及公司理财理论与实务的研究；并兼任安
徽省司法会计学会副会长、蚌埠市财政会计学副会长，同时担任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
司、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张传明先生与本公司其他持股５％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
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陈结淼：男， １９６６年１月出生，法学硕士，安徽大学法学教授、法学院副院长，硕士生导
师，中共党员。 １９８８年６月毕业于上海理工大学，获工学学士学位；１９９３年６月，毕业于四川大
学法律系，获法学硕士学位；曾任芜湖光学仪器厂助理工程师；１９９３年７月至今，在安徽大学
法学院从事法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分别任讲师、副教授、教授。 现任安徽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硕士生导师，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陈结淼先生与本公司其他持股５％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
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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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出售公司委托粤财信托管理的广发证券员工股权激励计划之股权储
备集合财产信托之受益权，交易金额为人民币３２，７０４，３３．５６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交易经公司五届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 无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风险事项：公司本次出售资产为公司委托粤财信托管理的广发证券员工股权激励计
划之股权储备集合财产信托之受益权；本次出售存在信托受益人大会未通过修订信托主要
内容相关议案的可能性；存在没有获得所有委托人签署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的交易风险。
一、交易概述
１、交易相关背景
以下简称“
本公司”）作为广发证券股份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０日，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广发证券”）的股东之一， 与广发证券的其他１４家股东作为委托人，共
同设立了“
粤财信托·广发证券员工股权激励计划之股权储备集合财产信托”作为广发证券
员工激励的储备。
以下称“
粤财信托”）先后签署了以下系列文件：
本公司与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
（
粤财信托？ 广发证券员工股权激励计划之股权储备集合财产信托
１）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签署《
合同》，合同主要内容是：约定信托期限为２年；约定本公司将所持广发证券股份２，４９９，５００
股（
并明确如果该部分股份因广发证券发生吸收合并、资产重组、分红等行为，则该部分股
份以发生变更后的股份为准）委托粤财信托持有，待广发证券员工激励方案批准实施后，将
信托财产（
包括信托股份、分红等）以广发证券２００６年６月３０日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１．４２４元／
股作价（
合计为３，５５９，２８８．００元）转让给激励对象；若信托期满广发证券员工激励方案未能
实施， 则受托人粤财信托须将信托财产以信托期满时的现状按受益比例分配给本公司；约
定信托的委托人即为受益人；约定信托受益权不得转让。
广发证券于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２日在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粤财信托持有广发证
券股份的相应工商变更登记。
（
粤财信托·广发证券员工股权激励计划之股权储备集合财产信托
２）２００８年１２月签署《
合同补充协议》，合同主要内容是：约定信托期限由２年延长至４年，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０日到期；
在“
若信托期满广发证券员工激励方案未能实施，则受托人粤财信托须将信托财产以信托
期满时的现状按受益比例分配给受益人”前增加一句“
信托期间，如果证监会不同意广发证
券实施员工股权激励计划，则受托人在证监会相关文件出具后３０个工作日内、在委托人支
付信托费用后按信托财产现状进行分配，分配完成后，本信托提前终止”。
（
粤财信托·广发证券员工股权激励计划之股权储备集合财产信托
３）２００９年３月签署 《
合同补充协议（
二）》，合同主要内容是约定信托期间，如果广发证券实施现金分红，现金分
红归受益人所有， 受托人应在收到分红之日起３个工作日之内按收益分配比例分配给各受
益人。
（
粤财信托·广发证券员工股权激励计划之股权储备集合财产信托
４）２０１０年１２月签署《
合同补充协议（
三）》，约定信托期限由４年延长至７年，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０日到期，并就股权转
让价格重新进行了约定， 约定将以广发证券激励计划实施时的每股净资产为参考来确定；
并约定如果信托期满广发证券员工股权激励计划未能获准实施， 则由当事各方创造条件、
制订其他激励方案，并积极主动推动激励方案的实施。
２、本公司信托股份的演变过程
依据本公司与粤财信托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签署的 《
粤财信托·广发证券员工股权激励计划之
股权储备集合财产信托合同》，本公司初始信托股份数量为２，４９９，５００股，占总信托股份数
量的比例为２．５０％（
信托股份总数量为９９，９８０，０００股）。
关于核准延边公路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回购股份及以新
２０１０年２月，经中国证监会《
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１６４号文），延边公路
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延边公路”）吸收合并原广发证券。 换股比例为每０．８３股原广
发证券股份折换成１股延边公路股份。 吸收合并完成后，续存公司更名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本公司信托股份数量相应变化为３，０１１，４４６股，占总信托股份数量的比例不变（
信托
股份总数量为１２０，４５７，８３１股）。
２０１２年７月，广发证券实施以资本公积每１０股转增１０股的２０１１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
司信托股份数量相应变化为６，０２２，８９２股，占总信托股份数量比例不变（
信托股份总数量为
２４０，９１５，６６２股）。
截至目前，本公司信托股份数量及比例未发生变化。
３、本次交易事项概述
为创造条件支持广发证券发展而实施员工激励行为，并实现公司收益，本公司拟将在
上述信托中的全部受益权以３２，７０４，３０３．５６元的价款转让给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
员会委托信托公司设立的信托计划（
以下简称“
新信托计划”）。
为达成本次信托受益权转让的交易， 尚需要本公司及其他１４委托人与粤财信托签署
《
粤财信托·广发证券员工股权激励计划之股权储备集合财产信托合同补充协议 （
四）》，主
要内容包括：
（
信托受益权不得转让”条款。
１）删除“
（
２）修订信托财产归属与分配条款为：信托期间：受益人就信托利益分配的时间、形式
（
现金或股票）、数量等向受托人发出书面指示，受托人根据受益人的书面指示向受益人分
配信托利益。
本次出售资产事项已经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９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即可实施，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本次出售资产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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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次出售资产为委托粤财信托管理的广发证券员工股权激励计划之股权储备集
合财产信托之受益权； 本次出售存在信托受益人大会未通过修订信托主要内容相关议案
的可能性；存在没有获得所有委托人签署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的交易风险。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出售资产的交易对方为广发证券工会委托信托公司设立的信托计划，该信托计划
目前尚未设立。 新信托计划为他益信托，受益人为广发证券员工。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委托粤财信托管理的广发证券员工股权激励计划之股权储备集
合财产信托的全部受益权。 本次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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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形。
本次交易标的在公司财务报表的账面成本为２，４１７，０２６．８２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在上述信托中的全部受益权以３２，７０４，３０３．５６元的价款转让给广发证券工会委
托信托公司设立的信托计划。 按协议约定，公司将在２０１４年６月３０日前收到全部转让价款。
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是以广发证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为参考来确定的，转
让价款为每份信托单位价格５．４３元×持有的信托单位数量（
６，０２２，８９２份信托单位）。
粤财信托目前所持广发证券股份占广发证券总股本的４．０７％， 且均为已解除限售的流
通股。 本次信托受益权出售后，受让方将是“
粤财信托·广发证券员工股权激励计划之股权
储备集合财产信托”的唯一受益人。 据本公司了解，受让方计划通过粤财信托出售 广发证
券股份筹措本次购买信托受益权的价款。
五、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公司本次出售资产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不产生关联交易，出
售资产所得款项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拟将委托粤财信托管理的广发证券员工股权激励计划之股权储备集合财产
信托的全部受益权，转让给广发证券工会设立的信托计划，以激励广发证券的员工。
本次交易完成后，将增加公司利润总额约约３，０２８．７３万元。
七、其他相关事项
１、受让方新信托计划的委托人是广发证券工会。 广发证券工会未来将把新信托计划所
购买资产（
扣除买卖价款、税费、信托费用等交易成本以后的余额）分配给广发证券符合要
求的员工，用于对广发证券的员工进行激励，促进广发证券发展。 据本公司了解，广发证券
工会尚未就有关激励做出任何具体计划。
２、前条所述有关激励、分配的方案应在符合法律法规、监管部门政策及要求的前提下
粤财信托·广发证券员工股权激励计划之股权储备集合财产
实施。 因此，本次资产出售后，“
信托”可以出售所持广发证券股份并向新信托计划支付收益，如果本次资产出售协议生效
之日起期满１５年新信托计划的信托财产未能分配完毕， 则将把新信托计划的剩余信托财
粤财信托·广发证券员工股权激励计划之股权储备集合财产信
产， 按照各委托人出售在 “
托”中受益权的比例，返还给各相应委托人。
３、关于粤财信托·广发证券员工股权激励计划之股权储备集合财产信托的其他１４家委
托人的决议情况：本次受益权转让尚待全体受益人（
委托人）大会同意，目前各委托人分别
在履行内部的决策程序，受益人大会召开后本公司将公告说明有关情况。
八、备查文件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九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８５０
证券简称：华茂股份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２５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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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定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８日上午１０：００时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公
司２０１３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已审议通过关于召开本次会议的议案，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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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证券代码：２００９９２

证券简称：中鲁Ｂ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２４

山东省中鲁远洋渔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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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联合控股股东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国投公司”）、股东
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鲁信集团”）共同参与对公司所属山东中鲁
海延远洋渔业有限公司实施增资扩股。本次增资扩股计划融资４２４７５万元，其中国投公司现
金出资１２４００万元，鲁信集团现金出资１６０００万元，公司以生产经营用船舶及相关实物资产
出资１４０７５万元，不足部分现金补足。 现金出资部分主要用于中鲁海延实施建造２艘（
组）新
型金枪鱼围网渔船并派往中西太平洋岛国开展渔业合作项目。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８日，公司２０１２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山东中鲁海延远洋渔业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并实施建造２艘新
型围网船开展渔业合作项目的议案》。
董事会积极执行上述股东大会决议，督促管理层及相关部门按计划完成好项目的相关
运作。 但由于项目的国外合作方单方面且不断提高合作条件，导致公司将承受更大的投资
成本和风险。 在交涉无果且对方单方面表示终止合作的情况下，公司决定终止推进该项目
的各项工作。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
于终止山东中鲁海延远洋渔业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并实施建造２艘新型围网船开展渔业合作
项目的议案》（
关联方董事宋文健、张春幸回避表决）。
二、关联交易方介绍
公司控股股东）
１、公司名称：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国有独资
注册地点：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主要办公地点：济南市经十路９９９９号黄金时代广场Ｃ座
法定代表人：李广庆
注册资本：１６亿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３７０１０２１６３０７３１６７
经营范围：省国资委授权的国有产（
股）权经营管理，托管经营，重大产业项目的融资、
投资与经营管理，国有产权交易，不良资产处置等资产管理业务，资本运营，投融资服务，投
资咨询，省国资委授权或委托的其他业务。
目前，国投公司持有我公司３３．０７％的股份，是我公司控股股东。
公司股东）
２、公司名称：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国有独资
注册地点：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主要办公地点：济南市历下区解放路１６６号
法定代表人：汲斌昌
注册资本：３０亿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３７０１０２７３５７７３６７－Ｘ
经营范围：对外投资 （
不含法律法规限制行业）及管理，投资咨询（
不含证券、期货的咨
询），资产管理、托管经营、资本运营，担保；酒店管理，房屋出租，物业管理。
目前，鲁信集团持有我公司１４．１８％的股份。
三、终止关联交易的原因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在公司２０１２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山东中鲁海延远洋渔业有限公司增资扩股
并实施建造２艘新型围网船开展渔业合作项目的议案》后，董事会积极执行股东大会决议，
督促管理层及相关部门按计划完成好项目的相关运作。 但在筹备过程中，随着项目所涉及
外部政策环境的不断衍化，国外合作方单方改变原有共识，不断提高合作条件，致使项目投
资风险和成本迅速增加，超出了我方承受能力及可控范围。公司据理力争，但对方仍不接受
我方的反复交涉且单方面表示终止合作，导致本项目难以继续推进下去。有鉴于此，本公司
作为项目投资主体，为了确保项目投资安全，避免投资风险，经慎重考虑，决定终止推进该
项目的各项工作。
公司严格遵守风险管控各项规定，在项目筹备阶段及时发现问题并果断终止推进该项
目的各项工作，避免了因合作条件不断变化而导致各种投资风险的发生，没有对公司及投

星期六）上午１０：００时。
３．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８日（
４、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５、出席对象：
⑴、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⑵、截止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３日交易结束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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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合法委托的代理人。
⑶、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６．现场会议地点：安徽省安庆市纺织南路８０号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
一）审议《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关于提名詹灵芝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１、《
关于提名王功著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２、《
关于提名倪俊龙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３、《
关于提名左志鹏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４、《
关于提名戴黄清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５、《
关于提名杨纪朝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６、《
关于提名张传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７、《
关于提名徐卫林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８、《
关于提名陈结淼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９、《
（
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一）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杨纪朝、张传明、徐卫林、陈结淼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等有关部门
对其任职资格及独立性审核无异议方能提交本次股东大会表决。
（
二）审议《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关于提名刘春西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１、《
关于提名关辉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２、《
关于提名翟宜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３、《
（
监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二）
三、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登记方式：现场或信函、传真登记
上午９时—１２时，下午２时—５时）
２．登记时间：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４－２６日（
３．登记地点：安徽省安庆市纺织南路８０号公司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４．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法人股股东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本公司印章，单位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
证（
单位法定代表人出席的须携带法定代表人的证明文件）办理登记手续；社会公众股股东
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证券账户卡（
原件及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受托代理人持委托人证券
账户卡（
原件及复印件）、亲笔签名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受托人身份证复印
件办理登记手续。 （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三）
四、其他事项
１．会议联系方式：
（
１） 联系电话：０５５６－５９１９９７７；传真：０５５６－５９１９９７８。
（
２）联系地址：安徽省安庆市纺织南路８０号 邮政编码：２４６０１８。
（
３）联系人：罗朝晖、高柱生。
２．会议费用：
出席会议的股东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九日
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詹灵芝：女，１９５６年２月出生，大专学历，工程师，中共党员。 １９７５年参加工作，历任安庆
纺织厂车间团总支副书记、党支部书记，安庆纺织厂副厂长、党委委员，安徽华茂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总经理。 现任中国纺织企业家协会
副会长，中国纺织企业家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国棉纺织协会副会长，中国麻纺行业协会副理
事长，中共安庆市市委委员，安庆市女企业家协会会长，安徽华茂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
经理、党委书记，华茂股份董事长，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国泰君安投资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广发证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詹灵芝女士与本公司其他持股５％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持有本公司９５，５７５股、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王功著：男，１９５５年１２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经济师，中共党员。 １９７６年参加工作，历任安
庆纺织厂教育科教师、厂工会机关分会主席、厂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副厂长，安徽华茂纺织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现任安徽华茂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党委副书记、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王功著先生与本公司其他持股５％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１４７，５７５股、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倪俊龙：男，１９６５年５月出生，ＥＭＢＡ毕业，硕士，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１９８９年参加工
作，历任安徽省丰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安庆纺织厂技术处副处长、安徽华茂纺织
股份有限公司技术质量处副处长、处长、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现任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
纺纱器材应用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专家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安徽工程科
技学院客座教授，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倪俊龙先生与本公司其他持股５％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持有本公司９５，５７７股、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左志鹏：男，１９７０年１月出生，ＥＭＢＡ毕业，硕士，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
业会员，中共党员。 １９８９年参加工作，历任安庆纺织厂财务科科员、财务处处长助理、财务处
副处长、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处处长。 现任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左志鹏先生与本公司其他持股５％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持有本公司９５，５７７股、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戴黄清：男，１９６５年１０月出生，本科学历，工学学士，工程师，中共党员。 １９８８年参加工
作，历任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计划处销售员、处长助理、副处长、监事。 现任安徽
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经营计划处处长。
戴黄清先生与本公司其他持股５％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持有本公司３５，２８９股、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杨纪朝：男，１９５４ 年１０月出生，本科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１９７４ 年参加
工作，历任国家纺织部生产司干部、副处长，纺织产品开发中心副主任，中国纺织总会经济
贸易部处长，西藏自治区经贸体改委总工程师，国家纺织工业局规划发展司司长，中国纺织
信息中心主任，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信息部主任，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副秘书长、秘书长。 现任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党委常委，中国纺织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杨纪朝先生与本公司其他持股５％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
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徐卫林：男，１９６９年０４月出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党员。 曾任武汉
纺织大学（
原武汉纺织工学院） 纺织研究所所长、校长助理、副校长，美国德州大学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ｘａｓ ａｔ Ａｕｓｔｉｎ） 高级研究学者、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高级研究学者，湖
北省“
楚天学者”特聘教授，纺织新材料与先进加工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主任，教
育部“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教育部、省市科委的重大科研项
目２０ 余项，并且在与澳大利亚羊毛创新公司（
原国际羊毛局）进行国际合作项目。 现为武汉
纺织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专职科研人员，长江学者教授。？
徐卫林先生与本公司其他持股５％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
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张传明：男，１９５５年０３月出生，本科学历，会计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共党员。 曾在
安徽财贸学院会计学系、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安徽财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工作，先后任副
教授、教授，会计学系副主任，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院长、安徽财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
从事财务管理、财务分析、财务案例等课程的教学及公司理财理论与实务的研究；并兼任安
徽省司法会计学会副会长、蚌埠市财政会计学副会长，同时担任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
司、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张传明先生与本公司其他持股５％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
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陈结淼：男， １９６６年１月出生，法学硕士，安徽大学法学教授、法学院副院长，硕士生导
师，中共党员。 １９８８年６月毕业于上海理工大学，获工学学士学位；１９９３年６月，毕业于四川大
学法律系，获法学硕士学位；曾任芜湖光学仪器厂助理工程师；１９９３年７月至今，在安徽大学
法学院从事法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分别任讲师、副教授、教授。 现任安徽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硕士生导师，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陈结淼先生与本公司其他持股５％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
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附件二：监事候选人简历
刘春西：男，１９６２年２月出生，大专学历，政工师，中共党员。 １９８０年参加工作，历任安庆
纺织厂西前车间值班长、南方车间直属党支部副书记兼工会主席、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
公司一分厂党总支副书记兼工会主席、安徽华鹏纺织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直属支部书
记、工会分会主席。 现任安徽华茂集团有限公司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党委委员。
刘春西先生与本公司其他持股５％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持有本公司４４，０００股、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关 辉：女，１９６４年８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１９８５年参加工作，历任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试验室主任、二分厂副厂长、技术质量处副处长。 现任安徽华茂
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市场开发处处长。
关辉女士与本公司其他持股５％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持有本公司２５，２８９股、未

资者造成任何经济损失。
四、独立董事意见
由于项目的国外合作方不断提高合作条件，导致公司将承受更大的成本和风险，是公
司无法接受的。 在交涉无果且对方单方面表示终止合作的情况下，公司决定终止推进该项
目的各项工作，是基于确保项目投资安全、避免投资风险的考虑，也是为公司全体股东负
责，确保投资者利益的行为。因此，我们同意公司终止山东中鲁海延远洋渔业有限公司增资
扩股并实施建造２艘新型围网船开展渔业合作项目。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临时）会议决议；
１、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
２、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省中鲁远洋渔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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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中鲁远洋渔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
临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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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省中鲁远洋渔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
临时）会议，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６
日以电话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各位董事，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上午９时以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应出席董事５名，亲自出席董事５名。 本次会议符合《
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终止山东中鲁海延远洋渔业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并实施建造２艘
新型围网船开展渔业合作项目的议案》。
以下简称“
国投公司”）、股东
公司拟联合控股股东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鲁信集团”）共同参与对公司所属山东中鲁
海延远洋渔业有限公司实施增资扩股。本次增资扩股计划融资４２４７５万元，其中国投公司现
金出资１２４００万元，鲁信集团现金出资１６０００万元，公司以生产经营用船舶及相关实物资产
组）新
出资１４０７５万元，不足部分现金补足。 现金出资部分主要用于中鲁海延实施建造２艘（
型金枪鱼围网渔船并派往中西太平洋岛国开展渔业合作项目。
公司曾于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５日和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８日在《
中国证券报》、《
香港商报》和指定信息披
公告编号：
露网站巨潮资讯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分别披露了关联交易提示性公告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２） 以及关于增加２０１２年度股东大会临时议案并开通网络投票的公告 （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１４）、关联交易公告（
公告
２０１３－０１３）、关于召开２０１２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编号：２０１３－０１５），对上述事项进行了相关说明。
关于山东中鲁海延远洋渔业有限
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８日，公司２０１２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公司增资扩股并实施建造２艘新型围网船开展渔业合作项目的议案》。 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９
日在《
中国证券报》、《
香港商报》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
披露了２０１２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１８），对该关联交易进行了确认。
关于山东中鲁海延远洋渔业有限公司增资扩股
在公司２０１２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并实施建造２艘新型围网船开展渔业合作项目的议案》后，董事会积极执行股东大会决议，
督促管理层及相关部门按计划完成好项目的相关运作。 但在筹备过程中，随着项目所涉及
外部政策环境的不断衍化，国外合作方单方改变原有共识，不断提高合作条件，致使项目投
资风险和成本迅速增加，超出了我方承受能力及可控范围。公司据理力争，但对方仍不接受
我方的反复交涉且单方面表示终止合作，导致本项目难以继续推进下去。有鉴于此，本公司
作为项目投资主体，为了确保项目投资安全，避免投资风险，经慎重考虑，决定终止推进该
项目的各项工作。
由于本次会议审议事项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宋文健、张春幸回避表决。表决结果：３
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特此公告。
山东省中鲁远洋渔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
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翟宜城：男， １９６１年１２月出生，大专学历，工程师，中共党员。 １９８１年１２月参加工作，曾
任安庆纺织厂技术员、工段长、华茂股份五分厂副厂长、安徽华茂经纬新型纺织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现任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五分厂厂长、总支副书记，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
公司监事。
翟宜城先生与本公司其他持股５％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
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附件三：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
本单位）出席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
司２０１３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特授权如下：
一、代理人□有表决权／□无表决权
二、本人（
本单位）表决指示如下：
序号
（一）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二）

１
２
３

表决事项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关于提名詹灵芝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关于提名王功著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关于提名倪俊龙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关于提名左志鹏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关于提名戴黄清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关于提名杨纪朝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关于提名徐卫林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关于提名张传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关于提名陈结淼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关于提名刘春西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关于提名关辉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关于提名翟宜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三、本人（
本单位）对审议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代理人□有权／□无权按照自己的意思
表决。
签字盖章）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码：
委托人身份证件号码：
委托人持有本公司股票数量：
被委托人签字：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书有效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注：本授权委托书各项内容必须填写完整。 本授权委托书剪报或复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０００８５０
证券简称：华茂股份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２７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０９日下午在公
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４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４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公司法》
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过全体监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４日任期届满，为了促进公司规范、健康、稳定
发展，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
征求股东单位意见，公司第五届监事会提名刘春西先生、关辉女士、翟宜城先生为公司第六
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监事候选人简历附后）；上述监事候选人在股东大会选举后与公司职
工代表大会推选出的其他两名职工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２０１３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逐项审议。
表决结果：４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
关于出售广发证券员工股权激励计划之股权储备集合财产信托之受
益权的议案》；
粤财信托？ 广发证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０日，本公司与其他１４家单位作为委托人，共同设立了“
券员工股权激励计划之股权储备集合财产信托”作为广发证券员工激励的储备，与广东粤
财信托有限公司（
以下称“
粤财信托”）分别签署了《
粤财信托？ 广发证券员工股权激励计划
之股权储备集合财产信托合同》，合同主要内容是：约定本公司将所持广发证券股份２，４９９，
并明确如果该部分股份因广发证券发生吸收合并、资产重组、分红等行为，则该部分
５００股（
股份以发生变更后的股份为准）委托粤财信托持有，待广发证券员工激励方案批准实施后，
将信托财产（
包括信托股份、分红等）以广发证券２００６年６月３０日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１．４２４
元／股作价（
合计为３，５５９，２８８．００元）转让给激励对象；若信托期满广发证券员工激励方案未
能实施， 则受托人粤财信托须将信托财产以信托期满时的现状按受益比例分配给本公司；
约定信托的委托人即为受益人；约定信托受益权不得转让。 广发证券于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２日在
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粤财信托持有广发证券股份的相应工商变更登记。 本公司
初始信托股份数量为２，４９９，５００ 股， 占总信托股份数量的比例为２．５０％（
信托股份总数量
为９９，９８０，０００ 股）。 截至目前，本公司信托股份数量为６，０２２，８９２股，占总信托股份数量比
例不变（
信托股份总数量为２４０，９１５，６６２股）。
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创造条件支持广发证券发展，并实现公司收益，本公司拟将在上
述信托中的全部受益权以３２，７０４，３０３．５６元的价款转让给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
会委托信托公司设立的信托计划，以激励广发证券的员工。 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是以广发
证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为参考来确定的，转让价款为每份信托单位价格５．４３元×
持有的信托单位数量（
６，０２２，８９２份信托单位）。
本次交易标的在公司财务报表的账面成本为２，４１７，０２６．８２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将增加
公司利润总额约３，０２８．７３万元。
表决结果：４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特此公告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九日
附：监事候选人简历：
刘春西：男，１９６２年２月出生，大专学历，政工师，中共党员。 １９８０年参加工作，历任安庆
纺织厂西前车间值班长、南方车间直属党支部副书记兼工会主席、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
公司一分厂党总支副书记兼工会主席、安徽华鹏纺织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直属支部书
记、工会分会主席。 现任安徽华茂集团有限公司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党委委员。
刘春西先生与本公司其他持股５％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持有本公司４４，０００股、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关 辉：女，１９６４年８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１９８５年参加工作，历任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试验室主任、二分厂副厂长、技术质量处副处长。 现任安徽华茂
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市场开发处处长。
关辉女士与本公司其他持股５％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持有本公司２５，２８９股、未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
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翟宜城：男， １９６１年１２月出生，大专学历，工程师，中共党员。 １９８１年１２月参加工作，曾
任安庆纺织厂技术员、工段长、华茂股份五分厂副厂长、安徽华茂经纬新型纺织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现任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五分厂厂长、总支副书记，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
公司监事。
翟宜城先生与本公司其他持股５％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
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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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４日任期
届满。 为了促进公司规范、健康、稳定发展，保证监事会正常运作，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和《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９日上午在公司
会议室召开了公司第三届第三次职工代表大会第七次联席会议，讨论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
会职工代表监事人选。
经会议讨论决定，推选吴德庆、程志平二人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见附件）。 上述２名职工代表监事将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另外３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
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 《
公司法》、《
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关于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
件，并将按照《
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职权。
特此公告。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九日
附：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吴德庆：男，１９６６年１２月出生，本科学历，工程师，中共党员。 １９８９年参加工作，历任安徽
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间技术员、副主任、主任。 现任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第
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总经理助理。
吴德庆先生与本公司其他持股５％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股份３５，９６３
股、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程志平：男， １９６６年０９月出生，本科学历，工程师，中共党员。 １９８８年参加工作，历任安
徽安庆被单厂技术员、副科长、分厂副厂长，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二分厂工程师、工
段长、二分厂副厂长，安徽省丰华纺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安徽华泰纺织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 现任安徽华泰纺织有限公司党总支副书记、总经理。
程志平先生与本公司其他持股５％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
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