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35

■ 2014年8月8日 星期五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

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亚太实业 股票代码

00069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马世虎

电话

0898-68528293

传真

0898-68528695

电子信箱

msh000691@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

元

）

11,050,452.00 14,358,665.00 -23.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225,731.66 243,599.39 -7.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245,981.66 264,579.11 -7.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4,213,145.93 3,578,711.65 17.7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007 0.0008 -12.5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007 0.0008 -12.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4% 0.17% -0.0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

元

）

317,786,406.08 285,518,292.44 11.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49,680,997.61 149,270,265.95 0.28%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0,279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大市投资

有限公司

9.97% 32,220,200 0

冻结

32,220,200

质押

32,220,200

兰州亚太工贸

集团有限公司

8.49% 27,454,395 27,454,395

质押

27,454,000

兰州太华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6.81% 22,000,000 22,000,000

质押

22,000,000

中国国际金融

有限公司

2.54% 8,217,599 8,217,599

中融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

－

中

融信北二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2.20% 7,106,892 7,106,892

中融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

－

中

融信北一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2.18% 7,052,406 7,052,406

黄茂生

1.00% 3,224,496 3,224,496

中国对外经济

贸易信托有限

公司

－

尊嘉

ALPHA

证券

投资有限合伙

企业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0.94% 3,045,800 3,045,800

北京中金信远

资产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0.90% 2,904,631 2,904,631

蔡长林

0.83% 2,672,491 2,672,49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股东兰州亚太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是兰州太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北京大市投资有

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

未知公司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

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

（

如有

）

无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4年1至6月份，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105.05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23.04%；主营业务成本494.24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1.94%。 上半年度公司实

现净利润67.59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8.27万元，减幅为21.28%。净利润减少主

要系受房地产行业的宏观经济情况的不利影响，本期房地产销售较上期下降所

致。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

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新纳入合并范围子公司：兰州伟慈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及甘肃亚美

商贸有限公司。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 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代码：

000691

证券简称：亚太实业 公告编号：

2014-036

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

2014

年第八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4年第八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8月4日以电子邮件

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 会议于2014年8月6日下午3：00在甘肃省兰

州市阳光大酒店6楼百合厅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

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会议由董事长龚成辉先生主持。 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

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因公司董事会人员调整，为保证公司经营、管理和决策的科学民主，经研

究，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调整如下：

一、战略决策委员会

委员：龚成辉、陈罡、马世虎、刘钊、殷广智

召集人：龚成辉

二、审计委员会

委员：刘钊、郑金铸、殷广智

召集人：刘钊

三、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殷广智、刘钊、贾宏林

召集人：殷广智

四、提名委员会

委员：龚成辉、陈罡、马世虎、刘钊、殷广智

召集人：陈罡

上述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即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任期届满。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六日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

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泸州老窖 股票代码

000568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

（

如有

）

无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曾颖

电话

(0830)2398826

传真

(0830)2398864

电子信箱

dsb@lzlj.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

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3,637,050,521.08 5,255,761,162.90 -30.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958,400,714.61 1,816,139,974.03 -47.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950,610,385.01 1,812,834,367.06 -47.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1,176,644,771.75 686,778,620.18 71.3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684 1.295 -47.18%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684 1.295 -47.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31% 22.46% -12.1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13,988,013,454.06 13,734,290,010.46 1.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9,773,117,861.76 10,568,084,468.94 -7.52%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89,701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泸州老窖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25.72% 360,595,456

泸州市兴泸投

资集团有限公

司

23.67% 331,971,142

质押

165,980,000

泸州市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4.01% 56,200,250

质押

19,000,000

中国农业银

行

－

长城安心

回报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14% 16,000,121

中国人民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

分红

－

个险分红

1.00% 13,969,252

中国建设银

行

－

长城消费

增值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0.78% 10,927,925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零组合

0.68% 9,600,319

DEUTSCHE

BANK

AKTIENGE鄄

SELLSCHAFT

0.66% 9,237,914

铂金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0.65% 9,171,926

雅戈尔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0.63% 8,892,68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

、

泸州老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泸州市兴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均为泸州市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下辖国有独资公司

。

2

、

长城安心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长城消费增值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管理人均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3

、

除此之外

，

其余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未知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

（

如有

）

报告期内

，

泸州市兴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其所持我公司

57,000,000

股股份作为担保物

，

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参与融资业务

。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公司主营“国窖1573” 和“泸州老窖” 系列酒的生产和销售。

2014年，白酒行业仍处于深度调整期，公司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市场环境

的变化。

在生产上，科学规划基础酒生产，加强生产工艺精细化管理，在持续提高基

础酒质量的前提下，大力加强生产成本控制，较去年同比，能耗、粮耗、曲耗、糠

耗均下降，生产成本控制效果显著。

在质量管理上，进一步细化管控标准，加强生产过程质量控制，在全面落实

2014年食品安全监管计划的基础上，还进行了食品安全风险信息的收集与评

估，潜在食品安全风险预防等多方面的前瞻性工作，全面保证产品质量。

在市场营销上，加强对行业形势，市场变化的研究，对滞后于市场形势的市

场策略和营销方法进行改进，力争稳定高档、理顺中档、拓展低档。 对高档产品

国窖1573市场策略和营销方法进行了调整，使国窖1573在价格上，在推广方式

上更适应现有品牌地位、消费者需求和消费者心理地位；对中档次产品进行了

销售团队体制调整，引导商家成立了特曲公司和窖龄酒公司，增强中档次产品

渠道动力，理顺市场价格；对低档次产品主要采取“扩区域、增规格、下基层” 的

措施，进一步加强市场拓展力度。

通过以上措施，2014年上半年，利润快速下降趋势得到初步遏制。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

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 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代码：

000568

证券简称：泸州老窖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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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十七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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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十七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召

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4年8月1日发出； 截止会议表决截止时间8月7日上

午12时，共收回十一名董事的有效表决票十一张。 会议召开时间、方式及参与

表决人数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以十一票赞成审议通过了《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特此公告。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8月8日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

2014

年上半年控股股东及其他

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对外担

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

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等规章制度的要求，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本

着对公司、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就报告期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

资金、公司对外担保事项进行了调查和核实，发表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如下：

报告期内未发现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也没有发现

以前期间发生但延续到报告期的占用；未发现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

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公司当期无对外担保事项。

独立董事签名：

益智 张凌 王雪梅 姜玉梅

2014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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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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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十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4年8月1日发出； 截止会议表决截止时间8月7日上午

12时，共收回五名监事的有效表决票五张。 会议召开时间、方式及参与表决人

数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以五票赞成审议通过了《2014年半年度报告》。

监事会根据在对《2014年半年度报告》进行审核后认为：该报告真实地反

映了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2014年6月30日的财务状况以及2014年半年度的经

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报告所载资料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此公告。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4年8月8日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的规定， 将本公司

2014年度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2006年6月4日，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泸州老窖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06年7月13日， 公司取得了中国证监会上市

部下达的无异议函；2010年1月18日，根据四川省国资委的批复，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修订

稿）》；2010年2月9日，公司2010年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泸州老窖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2010年2月10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五次会议确定2010年2月10日为授权日，向143名激励对象一次性授予1344万

份期权；2012年6月6日，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二十六次会议将激励对象调整为

142人， 授予数量调整为1343万份股票期权， 并确定第一期股票期行权日为

2012年6月6日，行权数量为402.9万股，行权价格为《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确定的价格12.78元/股，没有发生调整情形而未调

整，行权募集资金51,490,620.00元，于2012年6月7日转入公司在招商银行泸

州分行开立的人民币验资户028900140410401账号内。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

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验证，并出具川华信验（2012）

25号《验资报告》。

2013年6月21日，公司股票股权激励计划第二期行权除张顺泽、刘淼先生

外，其余138名激励对象共计行权373.8万份股票期权；2013年11月20日，刘淼、

张顺泽先生共计行权24.6万份股票期权；本期两次实际行权股票合计398.40万

股，行权价格为《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确定的价

格12.78元/股，没有发生调整情形而未调整，行权募集资金合计50,915,520.01

元，于2013年7月5日和2013年11月20日转入公司在招商银行泸州分行营业部

开立的人民币验资账户028900140410401账号内。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四

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验证，并出具川华信验（2013）49号

《验资报告》。

2014年度上半年已使用专项募集资金8,309,018.00元， 截止2014年6月

30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87,449,505.10元。

（二）2014年度上半年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结余情况

截至 2014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发生额及余额如下（金额单位：人民币

元）：

项 目

2014

年度发生额

募集资金年初余额

95,160,132.40

加

：

募集资金到账金额

0.00

加

：

募集资金银行利息收入

598,712.46

减

：

募集资金使用金额

8,309,018.00

减

：

募集资金银行手续费支出

321.76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87,449,505.10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87,449,505.10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止2014年6月30日，本公司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金额单位：人

民币元）：

项目

/

开户银行 帐号

募集资金年末余额

活期存款 定期存单 合计

中国酒城老酒镇第一期项目

：

招商银行泸州分行

028900140410401 87,449,505.10 0.00 87,449,505.10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年度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均用于支付中国酒城老酒镇项目工程进度款，并

且都是从募集资金专户进行支付，一方面保障项目的顺利开展，另一方面保证

账户资金不被闲置，合理有效使用资金。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2014年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八日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

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顺威股份 股票代码

00267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曹惠娟 朱健伟

电话

0757-28385938 0757-28385938

传真

0757-28385305 0757-28385305

电子信箱

sw002676@vip.163.com sw002676@vip.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

计数据

□ 是 √ 否

股票简称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869,268,807.82 684,741,451.53 26.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33,082,966.69 41,485,646.70 -20.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31,293,056.89 41,045,359.55 -23.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61,474,783.43 8,083,194.16 -860.5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1 0.26 -19.23%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1 0.26 -19.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7% 4.05% -0.8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1,777,445,203.06 1,634,378,048.91 8.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051,795,905.81 1,029,700,555.82 2.15%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9,159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佛山市顺德区

祥得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6.56% 74,499,354 74,499,354

质押

56,105,462

顺威国际集团

控股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5.00% 39,996,000 39,996,000 -

新余顺耀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44% 5,504,646 2,752,324 -

谢虎刚 境内自然人

0.26% 421,980 - -

彭涛 境内自然人

0.23% 360,195 - -

邢洪波 境内自然人

0.18% 280,000 - -

王岗 境内自然人

0.16% 256,000 - -

何冰 境内自然人

0.15% 235,601 - -

刘子玄 境内自然人

0.12% 196,870 - -

钟微明 境内自然人

0.11% 168,500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佛山市顺德区祥得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顺威国际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均为麦仁钊

、

黎东成

、

杨国添

、

何曙华四位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

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

（

如有

）

无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4年上半年，全球经济持续复苏增长，呈现复苏向好态势。 虽受到国内

宏观经济，房地产、政策、产业等多重因素影响，但制冷行业除冰箱市场表现低

迷外，家用空调和商用空调均表现良好，产销水平均取得不同程度的增长。 随

着变频空调能效新标准《转速可控型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将效率

等级》的颁布实施，变频空调成为市场主流。

空调家电行业整个市场需求有所增长，公司依托市场，积极加快技改提升

产能，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86,926.88万元，同比增长26.95%。 但随

着近几年公司资产规模持续增长，折旧、摊销等固定费用明显增加、用工成本以

及管理成本的日益增长，公司成本压力不断上升，直接影响了公司的盈利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308.30万元，同比减少

20.25%。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

情况说明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与上年相比本年（期）新增合并单位1家，原因为：2014年新设全资子公司

广东顺威三月雨微灌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 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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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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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

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7月27日以邮件及书面送达等方式向公司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发出。 会议于2014年8月7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参与表决的董事9人。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会议。 本次会议由麦仁钊董事长主持，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时与本公告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披露。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登载于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 监事会对本报告发表了意见，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其分支机构负责人的议

案》；

（1）同意下列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

子公司名称 变更前法定代表人 变更后法定代表人

广东中科顺威新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黎东成 麦仁钊

芜湖顺威精密塑料有限公司 奚伟明 王世孝

（2）同意下列子公司的分支机构负责人变更：

分支机构名称 变更前负责人 变更后负责人

芜湖顺威精密塑料有限公司芜湖分公司 奚伟明 王世孝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选举章明秋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

员和提名委员会召集人的议案》；

同意选举章明秋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和提名委员会召集

人，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组织架构调整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需要，为了完善业务流程，有效整合资源，提高工作效

率，公司拟对组织架构进行调整，调整后的组织架构如下：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2014年半年报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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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四

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7月27日以邮件方式向公司监事发出。 会议于2014年8月

7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参与表决的监事3人。 本次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童贵云主持，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

反映了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报告全文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报告摘要登载于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情况：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经审核，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法定程序批准并披露募集资金的使用情

况。 监事会认为，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募集资金项目不存在重大风险，募集资金

使用

情况良好。 公司不存在超越权限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募集资金的使用均

合法、合规。

报告全文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情况：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8月7日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2676

证券简称：顺威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38

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0691

证券简称：亚太实业 公告编号：

2013-0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