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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523

证券简称：天桥起重 公告编号：

2014-057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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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14年9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披露了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的相关公告。 经核对，其中《杭州华新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和《公司审计报告及备考财务报表》

后附的财务报表附注营业收入前五名披露因工作疏忽存在遗漏和粘贴错误，现予以更正如下：

一、关于对《杭州华新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后附的财务报表附注营业收入前五名披露的更

正

1、审计报告后附的财务报表附注“五、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二十七）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

4、公司前五名客户的营业收入”情况。

（1）更正前：

2014年1-6月

客户名称 营业收入总额 占公司全部营业收入的比例

(%)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56,051,282.28 18.27

TecGatesEngineeringSdnBhd 48,495,851.15 15.81

华能

（

福建

）

海港有限公司

28,666,666.67 9.35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22,266,463.86 7.26

神华国华

（

舟山

）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0,928,461.56 6.82

合计

176,408,725.52 57.51

2013年度

客户名称 营业收入总额 占公司全部营业收入的比例

(%)

华润电力

(

温州

)

有限公司

58,547,008.68 9.02

江苏南通发电有限公司

52,615,384.54 8.11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92,051,282.05 14.18

国电物资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30,821,239.37 4.75

中基日造柴油机有限公司

22,523,076.82 3.47

合计

256,557,991.46 39.53

2012年度

客户名称 营业收入总额 占公司全部营业收入的比例

(%)

江苏常熟发电有限公司

58,478,874.24 9.25

江苏国信秦港港务有限公司

56,136,752.00 8.88

中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53,793,504.06 8.51

东方电气集团国际合作有限公司

29,504,273.58 4.67

张家港扬子江冷轧板有限公司

21,324,786.32 3.37

合计

219,238,190.20 34.68

（2）更正后：

2014年1-6月

客户名称 营业收入总额 占公司全部营业收入的比例

(%)

华能太仓港务有限责任公司

56,051,282.28 18.27

TecGatesEngineeringSdnBhd 48,495,851.15 15.81

华能

（

福建

）

海港有限公司

28,666,666.67 9.35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22,266,463.86 7.26

神华国华

（

舟山

）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0,928,461.56 6.82

合计

176,408,725.52 57.51

2013年度

客户名称 营业收入总额 占公司全部营业收入的比例

(%)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92,051,282.05 14.18

扬州泰富港务有限公司

62,393,162.33 9.61

华润电力

(

温州

)

有限公司

58,547,008.68 9.02

江苏南通发电有限公司

52,615,384.54 8.11

国电物资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30,821,239.37 4.75

合计

296,428,076.97 45.67

2012年度

客户名称 营业收入总额 占公司全部营业收入的比例

(%)

江苏常熟发电有限公司

58,478,874.24 9.25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56,684,734.96 8.97

江苏国信秦港港务有限公司

56,136,752.00 8.88

中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54,134,559.06 8.57

东方电气集团国际合作有限公司

29,504,273.58 4.67

合计

254,939,193.84 40.34

2、审计报告后附的财务报表附注“十二、母公司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四）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

4、公司前五名客户的营业收入”情况。

（1）更正前：

2014年1-6月

客户名称 营业收入总额 占公司全部营业收入的比例

(%)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56,051,282.28 18.96

TecGatesEngineeringSdnBhd 48,495,851.15 16.40

华能

（

福建

）

海港有限公司

28,666,666.67 9.70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22,266,463.86 7.53

神华国华

（

舟山

）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0,928,461.56 7.08

合计

176,408,725.52 59.67

2013年度

客户名称 营业收入总额 占公司全部营业收入的比例

(%)

华润电力

(

温州

)

有限公司

58,547,008.68 9.17

江苏南通发电有限公司

52,615,384.54 8.24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92,051,282.05 14.42

国电物资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30,821,239.37 4.83

中基日造柴油机有限公司

22,523,076.82 3.53

合计

256,557,991.46 40.19

2012年度

客户名称 营业收入总额 占公司全部营业收入的比例

(%)

江苏常熟发电有限公司

58,478,874.24 9.81

江苏国信秦港港务有限公司

56,136,752.00 9.41

中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53,793,504.06 9.02

东方电气集团国际合作有限公司

29,504,273.58 4.95

张家港扬子江冷轧板有限公司

21,324,786.32 3.58

合计

219,238,190.20 36.77

（2）更正后：

2014年1-6月

客户名称 营业收入总额 占公司全部营业收入的比例

(%)

华能太仓港务有限责任公司

56,051,282.28 18.96

TecGatesEngineeringSdnBhd 48,495,851.15 16.40

华能

（

福建

）

海港有限公司

28,666,666.67 9.70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22,266,463.86 7.53

神华国华

（

舟山

）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0,928,461.56 7.08

合计

176,408,725.52 59.67

2013年度

客户名称 营业收入总额 占公司全部营业收入的比例

(%)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92,051,282.05 14.42

扬州泰富港务有限公司

62,393,162.33 9.77

华润电力

(

温州

)

有限公司

58,547,008.68 9.17

江苏南通发电有限公司

52,615,384.54 8.24

国电物资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30,821,239.37 4.83

合计

296,428,076.97 46.43

2012年度

客户名称 营业收入总额 占公司全部营业收入的比例

(%)

江苏常熟发电有限公司

58,478,874.24 9.81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56,684,734.96 9.51

江苏国信秦港港务有限公司

56,136,752.00 9.41

中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54,134,559.06 9.08

东方电气集团国际合作有限公司

29,504,273.58 4.95

合计

254,939,193.84 42.76

二、关于对《公司审计报告及备考财务报表》后附的财务报表附注营业收入前五名披露的更正

《公司审计报告及备考财务报表》后附的财务报表附注“附注六、备考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二十八）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4、公司前五名客户的营业收入”情况。

1、更正前：

2014年1-6月

客户名称 营业收入总额 占公司全部营业收入的比例

(%)

华能太仓港务有限责任公司

56,051,282.28 10.62

TecGatesEngineeringSdnBhd 48,495,851.15 9.19

华能

（

福建

）

海港有限公司

28,666,666.67 5.43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22,266,463.86 4.22

包头铝业有限公司

22,051,282.08 4.18

合计

177,531,546.04 33.64

2013年度

客户名称 营业收入总额 占公司全部营业收入的比例

(%)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92,051,282.05 8.30

华润电力

(

温州

)

有限公司

58,547,008.68 5.28

江苏南通发电有限公司

52,615,384.54 4.74

华菱安赛乐米塔尔汽车板有限公司

47,801,281.96 4.31

中铝国际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45,897,435.78 4.14

合计

296,912,393.01 26.77

更正后：

2014年1-6月

客户名称 营业收入总额 占公司全部营业收入的比例

(%)

华能太仓港务有限责任公司

56,051,282.28 10.62

TecGatesEngineeringSdnBhd 48,495,851.15 9.19

华能

（

福建

）

海港有限公司

28,666,666.67 5.43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22,266,463.86 4.22

包头铝业有限公司

22,051,282.08 4.18

合计

177,531,546.04 33.64

2013年度

客户名称 营业收入总额 占公司全部营业收入的比例

(%)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92,051,282.05 8.30

扬州泰富港务有限公司

62,393,162.33 5.62

华润电力

(

温州

)

有限公司

58,547,008.68 5.28

江苏南通发电有限公司

52,615,384.54 4.74

华菱安赛乐米塔尔汽车板有限公司

47,801,281.96 4.31

合计

313,408,119.56 28.25

三、更正后的《杭州华新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和《公司审计报告及备考财务报表》刊登在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因上述报告的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四、补充说明

财务报表附注中杭州华新机电工程有限公司营业收入的前五名客户系按照法人主体口径披露，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草案）》及《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中杭州华新机电工程有限公司的前五名客户营业收入系

按照集团公司汇总口径披露，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等相关规定。 两者存在口径差异，敬请投资

者比较阅读。

特此公告!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0月22日

股票简称：中海发展 股票代码：

600026

公告编号：临

2014-069

债券简称：

12

中海

03

债券代码：

122195

债券简称：

12

中海

04

债券代码：

122196

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2014

年付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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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债权登记日：2014年10月28日

●债券付息日：2014年10月29日

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本公司” ）于2012年10月29日发行

的本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第二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将于2014年10月29日支付自

2013年10月29日至2014年10月28日期间(以下简称“本年度” )的利息。 根据《中海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2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及《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公司债券（第二期）上市公告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本期债券按不同期限分为两个品种。 7年期固定利率品种为“12中

海03” (122195)；10年期固定利率品种为“12中海04”（122196）。

3、发行主体：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4、发行规模、期限与利率：本期债券7年期品种票面利率5.00%，发行规模人民币15亿

元； 10年期品种票面利率5.18%，发行规模人民币10亿元。

5、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2]924号文核准。

6、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7、计息期限：本期债券品种一“12中海03” 的计息期限为2012年10月29日到2019年

10月28日；本期债券品种二“12中海04” 的计息期限为2012年10月29日到2022年10月28

日。

8、付息日：本期债券品种一“12中海03” 的付息日为2013年至2019年每年的10月29

日；本期债券品种二“12中海04” 的付息日为2013年到2022年每年的10月29日。 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9、信用等级：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本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A，本

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A级。

10、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2012年11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1、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

二、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第二期）票面利率公告》，本期债券7

年期品种的票面利率为5.05%，10年期品种票面利率为5.18%。 每手“12中海03”面值人民

币1,000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50.50元（含税），每手“12中海04” 面值人民币1,000元派发

利息为人民币51.80元（含税）。

三、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付息日

1、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2014年10月28日。

2、本次付息日：2014年10月29日。

四、本期债券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14年10月28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证登上海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12中海03” 和“12中海04” 的持有人。

五、本次付息办法

1、本公司已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证登

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如本公司未依据兑付兑息协议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

资金划入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

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

司的公告为准。 本公司将在本年度兑息日2个交易日前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

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2、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

机构（证券公司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向投资者征收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

债券个人投资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由各兑

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

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20%征收；

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

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机构；

本期债券利息税的征管部门：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

持有本期债券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3、 对于持有 “12中海03” 和 “12中海04” 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以下简称

“QFII”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国家税务总局《非居民企

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 [2009]3号）、《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

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等规定，

QFII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当缴纳10%的企业所得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按10%的税率

代扣相关QFII上述企业所得税，再向QFII派发债券税后利息，将税款返还本公司，然后由

本公司向上海税务部门缴纳。

请QFII收到税后利息后7个工作日内向本公司提交《“12中海03” 、“12中海04” 付息

兑付事宜之QFII情况表》（见附件）同证券账户卡复印件、QFII/RQFII证券投资业务许可

证复印件等签章后一并传真至本公司，签章后的原件寄送至本公司处。

邮寄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670号7楼

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室

邮编：200080

信封上请注明“QFII所得税资料”

本公司在收到上述材料后向当地税务部门代缴QFII所得税。 如QFII未履行债券利息

企业所得税的纳税或纳税申报义务导致发行人无法完成代扣代缴，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

各QFII自行承担。

七、 本期债券付息的相关机构

1、发行人：

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业盛路188号A-1015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670号7楼

联系人：马国强

联系电话：021-65967165

传真：021-65966160

2、债券受托管理人（联席主承销商）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618号

项目主办人： 刘龙、孙兴涛

项目组成员： 黄央、孙逸然

电话：021-38676666

传真：021-38670543

3、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及28层

项目主办人： 张昊、许滢

项目组成员： 刘晴川、朱超、刘森林、屠建宗、陈恪舟

电话：010-65051166

传真：010-65051156

4、托管人：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3层

联系人：徐瑛

联系电话：021-38874800-8209

邮政编码：200120

特此公告。

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附表：“12中海03” 、“12中海04” 付息兑付事宜之QFII情况表

债券代码：122195、122196，债券简称：12中海03、12中海04

中文 英文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地址

国

（

地区

）

别

持有债券代码和简称

122195

（

12

中海

03

）

122196

（

12

中海

04

）

付息债券登记日收市后持债张数

（

张

）

债券利息

（

税前

，

人民币元

）

债券利息所得应纳税款

（

人民币元

）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邮箱：

公司名称及签章：

日期：

请于2014年11月7日前（含）填写上述表格连同证券账户卡复印件、QFII/RQFII证券

投资业务许可证复印件等签章后一并传真至021-65966160， 并请将原件签章后寄送至本

公司。

证券代码：

600998

证券简称：九州通 公告编号：临

2014-058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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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福建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安徽元初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广东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深圳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上海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四川九州通科创医药有限公司、北京九州通

医药有限公司、广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安徽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 本次担保金额合计83,285万元。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 无

●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截止2014年9月30日，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总额为560,830.40万元，全部为

对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度公司及

下属企业申请银行综合授信计划的议案》及《关于2014年度公司及下属企业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

保的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临时公告：临2013-048、临2014-001。 ）

根据通过的《关于2014年度公司及下属企业申请银行综合授信计划的议案》，同意2014年公司及

下属企业可以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向各家银行（包括其他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184.72亿元等值人

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并授权各公司根据自身业务需要在以上计划额度内与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协

商后确定关于综合授信额度具体事项，包括：1.授信银行的选择、申请额度与期限、授信方式等；2.各公司

法定代表人在前述额度内分别代表其所在公司签署相关授信文件等。

根据通过的《关于2014年度公司及下属企业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

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为集团各公司申请经股东大会批准的2014年度计划授信额度内的银行综合授

信分别或共同提供担保，并授权各担保公司与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及被担保方协商后确定关于担保

的具体事项。 包括：1.担保形式、担保金额、担保期限；2.各公司法定代表人分别代表其所在公司签署相关

担保文件等。

2014年第三季度，公司为以下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具体如

下：

1、福建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授信6,700万

元，期限10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2、福建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金城支行申请授

信3,6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3、福建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授信8,

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4、福建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授信4,000万

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5、安徽元初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申请授信1,000

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6、广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申请授信10,

000万元，期限24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7、广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申请授信15,000

万元，期限24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8、深圳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授

信4,285万元，期限8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9、上海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授信3,500万

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10、四川九州通科创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申请授信7,

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11、 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 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授信

10,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12、广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申请授信4,

2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13、广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申请授信3,000

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14、 安徽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 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申请授信3,

000万元，期限12个月，由公司提供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福建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福州开发区快安科技园区五号地

2、注册资本：10,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龚翼华

4、经营范围：中药材的收购，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原料药及其制

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的批发；三类注射穿刺器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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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治疗及

康复设备、医用磁共振设备、医用X射线设备、临床检验分析仪器、体外循环及血液处设备、植入材料和人

工器官、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三类医用冷疗低温冷藏设备及器具、口腔科材料、医用高分

子材料及制品，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介入器材、二类手术器械、普通诊察器械、

中医器械、医用X射线附属设备及部件、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口腔科设备及器具、病房护理设备及

器具、消毒与灭菌设备的批发；经营保健食品；普通货运;批发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

粉）。 仓储、货物运输代理；经济信息咨询（金融、期货、劳务、房地产等需要另行审批的除外）；国内各类

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企业管理策划；自有物业租赁、会议场地出租；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

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福建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福建九州通医药有限公

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4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58,535.34万元、净资产11,646.62万元；2014年

1-6月实现销售收入78,482.72万元、净利润692.61万元。

（二）安徽元初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安徽省芜湖市环城西路6号环城西路小学综合办公楼

2、注册资本：1,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王劲松

4、经营范围：药品（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零售（有效期至

2016年3月1日止），保健食品经营（零售）（食品卫生许可证有效期至2015年6月19日止）；预包装食品

兼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零售（食品流通许可证有效期止2017年3月9日止）；三类医疗

器械销售；注射穿刺器械，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医用电子仪器设备；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物

理治疗及康复设备；中医器械；临床检验分析仪器，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医

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有效期至2018年9月16日）；类、二类无需申请许可证的

医疗器械产品销售、食用农产品、化妆品、日用品、洗化用品、婴幼儿及孕妇用品销售。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安徽元初药房连锁有限公司65%的股权，安徽元初药房连锁有限

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4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5034.47万元、净资产1,290万元；2014年1-6月

实现不含税销售收入5,578.74万元、净利润195.86万元。

（三）广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沿江东二路11号之一

2、注册资本：22,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张映波

4、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批发：中药材、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原料

药、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除疫苗）、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预

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奶粉）、保健食品；二类、三类医疗器械（按粤481018《医疗企业经营企

业许可证》许可项目经营）；普通货物运输;

一般经营项目：销售：化妆品、环境监测设备、仪表仪器设备；五金、交电、家用电器、计算机、软件及

辅助设备、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洗涤用品、消毒产品（不含消毒器械类）、护肤用品、健身器材、日

用百货、办公家具、办公设备、文体用品、文化办公用品、纸制品、包装材料、电线电缆；农副产品；货物和

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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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信息咨询（不含金融、期货、证券、保险、劳务、认证、出国留学咨询）；医药企业管理策划；工业用房出

租、会议场地出租；会议及展览服务；生产、销售：纸箱（不含印刷）；普通货物的搬运、装卸、仓储；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广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广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

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4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151,272.88万元、净资产31,911.74万元；2014

年1-6月实现销售收入209,493.80万元、净利润2,573.35万元。

（四）深圳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深圳市坪山新区坪山石井社区坪葵路22号厂房

2、注册资本：1,5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 张映波

4、经营范围：中药材（收购）、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

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除疫苗）、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的批发（凭有效的《药品经营许可证》经

营）；保健食品批发（具体品种按《保健食品经营企业卫生许可证》经营）；医疗器械经营（具体品种按

《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经营）；普通货运（凭有效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经营）；信息咨询、企

业投资策划（以上不含人才中介服务及其他国家禁止、限制项目）；纺织品、服装、化妆品、日用品、五金

交电、家用电器、计算机、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电子产品的购销；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

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定型包装食品的批发；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深圳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深圳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4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7,180.32万元、净资产1,708.30万元；2014年

1-6月实现销售收入19,009.09万元、净利润44.53万元。

（五）上海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上海市普陀区常和路666号

2、注册资本：20,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龚翼华

4、经营范围：批发中药材、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

品、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酒类；销售医疗器械（按许可证经营）、避孕套避

孕帽、早孕检验试纸、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监控化

学品）、日用百货，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会务服务，商务信息咨询（除经纪），仓储（除专项），货运代理；批

发预包装食品（不含熟食卤味、冷藏冷冻）、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冷

藏保鲜）。

5、与上市公司关系：本公司持有上海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上海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4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105,529.79万元、净资产24,897.51万元；2014

年1-6月实现销售收入77,739.65万元、净利润397.58万元。

（六）四川九州通科创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成都市温江区成都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开发园新华大道二段728号

2、注册资本：13,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何俊明

4、经营范围：医药技术开发；农副产品收购、销售（粮、棉、油及需要行政许可的除外）；消毒品、化妆

品、日用百货；仪器仪表设备、环境检测设备、五金交电、家用电器、计算机、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普通

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的批发；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场

地租赁，广告的制作、设计、发布；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经济信息咨询（金融、

期货、劳务、房地产等另行审批的除外）、销售：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

剂、生化药品、中成药、生物制品（不含预防性生物制品）、第二类精神药品、化学原料药（按药品经营许

可证经营，有效期至2015年2月1日止）；销售二类、三类医疗器械（按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经营范围

经营有效期至2015年11月22日；批发、零售：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有效期至2016

年10月21日）。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四川九州通科创医药有限公司51%的股权，四川九州通科创医药

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4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55,967.69万元、净资产12,647.96万元；2014年

1-6月实现销售收入67,412.98万元、净利润421.31万元。

（七）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大兴经济开发区广平大街9号

2、注册资本：21,980万元

3、法定代表人：龚力

4、经营范围：批发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

品、第二类精神药品、体外诊断试剂、蛋白同化制剂和肽类激素（药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8年5月8

日）；兽用原料药（兽药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7年02月28日）、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

粉）（食品流通许可证有效期至2015年03月28日）、白酒、啤酒、葡萄酒、黄酒、果露酒、进口酒、其他酒、

销售保健食品、医疗器械Ⅱ、Ⅲ类（以《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核定的经营范围为准） （医疗器械经

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8年03月20日）；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利

用www.jzteyao.com.cn网站发布网络广告。 销售日用百货、日用品、卫生用品、避孕套、避孕帽、早孕检

测试纸、早孕检测试笔、早孕检测盒、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化妆品、医疗器械（Ⅰ类）、化工原料（不含

危险化学品和一类易制毒化学品）；零售海马、玳瑁制品；设计、制作网络广告；医药技术咨询（不含中

介）；仓储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公

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4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221,036.90万元、净资产36,042.52万元；2014

年1-6月实现销售收入256,886.35万元、净利润1,889.83万元。

（八）广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南宁市（高新区）振兴路88号

2、注册资本：10,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张映波

4、经营范围：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生化药

品、生物制品；二类精神药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体外诊断试剂（有效期至2016年11月1日）；Ⅱ、

Ⅲ类医疗器械：注射穿刺器械；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医用激光仪器设备；医用高频仪器设

备；医用磁共振设备；体外诊断试剂；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手术室、急救室、

诊疗室设备及器具；口腔科材料；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

品；介入器材； Ⅱ类医疗器械：基础外科手术器械；神经外科手术器械；胸腔心血管外科手术器械；腹部

外科手术器械；泌尿肛肠外科手术器械；矫形外科（骨科）手术器械；普通诊察器械；医用电子仪器设备；

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中医器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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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科设备及器具；病房护理设备及器具；消毒和灭菌设备及器具；医用

冷疗、低温、冷藏设备及器具；软件（有效期至2017年1月9日）。 医药企业管理策划；环境监测设备、仪表

仪器设备；五金交电、家用电器、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除国家专控产品）；化妆

品销售；工业用房出租、会议场地出租；会议及展览服务；洗涤用品、护肤用品、健身器材、日用百货、办公

家具、办公设备、文体用品、文化办公用品、纸制品、包装材料（除一次性发泡塑料及超薄塑料袋）、预包

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有效期至2016年10月24日），农副产品（仅限初级农产品）；普通

货运，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有效期至2016年12月19日）；普通货物搬运、装卸、仓储（除危险品）；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以

上各项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定为准）

5、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持有广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广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4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31,628.82万元、净资产10,960.71万元；2014年

1-6月实现销售收入38,103.25万元、净利润467.74万元。

（九）安徽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芙蓉路368号

2、注册资本：10,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龚翼华

4、经营范围：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蛋

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许可证有效期至2017年4月27日）、医疗器械二、三类（凭许可证核定范围至

2017年8月9日）销售；保健食品（凭许可证核定范围至2014年11月26日）、白酒、啤酒、葡萄酒、黄酒、果

露酒、进口酒、其他酒（凭许可证核定范围经营）、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许可证有

效期至2015年5月29日）销售；医药咨询、研发；医药物流技术研发、信息咨询与服务；日用百货销售；会

务、仓储服务；房屋租赁；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许可证有效期至2016年6月

17日）。

5、与上市公司关系：本公司持有安徽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安徽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6、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4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46,212.82万元、净资产9,670.40万元；2014年

1-6月实现销售收入41,044.79万元、净利润189.97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信用担保

担保期限： 8个月， 10个月， 12个月， 24个月

担保金额：合计83,285.00万元。

四、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止2014年9月30日，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总额合计560,830.40万元，全部为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或控

股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的担保，对外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截止2014年6月30日）未经审计净资产

的74.80%� 、总资产的25.25� %。

公司无逾期担保金额。

五、备查文件

1、被担保人2014年6月30日的财务报表；

2、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123

证券简称：荣信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21

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云南电网与南网主网鲁西背靠背直流异步联网工程柔性直流换流阀

及阀冷却系统》设备买卖合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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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主要内容

近日，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卖方）与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超高压输电公司（买方）

签订了《云南电网与南网主网鲁西背靠背直流异步联网工程柔性直流换流阀及阀冷却系统》设备买卖

合同。 合同金额为人民币：35,942.03万元。

1、合同生效条件及有效期：

本合同由买卖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合同生效日期

以双方中最后一方签署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的日期为准。

2、交货时间：

暂定2015年8月

3、合同价款和付款方式

本合同价款为人民币35,942.03万元，本合同价款分预付款、入卖方成品库款、到货款和质保金四次

支付，支付比例为1:4:4:1。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中国南方电网超高压输电公司是南方电网公司的分公司，负责管理、运营、维护和建设南方电网跨

省区骨干网架及重要联络线，是实施国家西电东送战略的骨干企业，履约能力强，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

关系。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本合同的签订对公司2014年度业绩不存在重大影响， 但对公司未来年度的经营业绩将产生积极影

响，本合同金额（含税）约占公司2013年销售收入24%，合同履行不影响公司独立性。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合同履行存在违约及赔偿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合同文本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

002515

证券简称：金字火腿 公告编号：

2014-056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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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年 10�月 22�日，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公司股东施文女士的通知，

施文女士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9,75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6.80%） 中的 2,878,000�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2.01%）质押给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其向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融资

提供质押担保。上述股份质押登记相关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质押

期限自质押登记之日起至双方办理质押解除之日止。

施文女士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9,7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8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施文女士

累计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9,7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80%。

特此公告。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0月 23�日

证券代码：

002515

证券简称：金字火腿 公告编号：

2014-057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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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年 10�月 22�日，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公司股东施雄飚先生的通

知，施雄飚先生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9,75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6.80%）中的 2,878,000�股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01%）质押给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其向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融资提供质押担保。 上述股份质押登记相关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质押期限自质押登记之日起至双方办理质押解除之日止。

施雄飚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9,7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8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施雄飚

先生累计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9,7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80%。

特此公告。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0月 23�日

证券代码：

002144

股票简称：宏达高科 公告编号：

2014-067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海宁宏达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关联交易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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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8月5日，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

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海宁宏达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部

分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28,000万元收购宏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宏达小额贷

款股份有限公司134,025,986股，占宏达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6.8052%的股权。 2014年8月

25日，本公司召开了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以上详细内容请查阅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14-05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4-053）、

《公司关于收购海宁宏达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2014-054）、

《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暨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14-058）。

近日，公司收到了浙江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省金融办” ）于2014年10月17日印

发的 《浙江省金融办关于海宁宏达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主发起人股权转让的批复》（浙金融办核

[2014]77号）。 该批复称，经省金融办审核，转让程序和条件符合《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暂行管理办

法》（浙金融办[2008]21号）规定，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符合《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暂行管理办

法》（浙金融办[2008]21号）关于主发起人资格的规定。 省金融办同意宏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海宁

宏达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

公司将按与宏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置的《股权转让协议》履行权利与义务，督促宏达小额贷款股

份有限公司尽快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备案工作。

备查文件:

浙江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关于海宁宏达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主发起人股权转让的批复。

特此公告！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231

证券简称：奥维通信 公告编号：

2014-030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投资者联系方式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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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更好地服务广大投资者和股东，自2014年10月23日起，奥维

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电子邮箱由原 “pub@syallwin.com” 变更为

“pub@allwintelecom.com” ，其他联系方式列示如下：

1、公司办公地址：沈阳市浑南新区高歌路6号

2、联系电话：024-83782200

3、联系传真：024-83782200

4、电子邮箱：pub@allwintelecom.com

特此公告。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249

证券简称： 大洋电机 公告编号：

2014-063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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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自2014年10月23日开市起停牌，待公司刊登相关公告后复牌。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拟披露重大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大洋电机，股票代码：002249）自2014�年10月23日开市起停牌，待公司通

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相关公告后申请股票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10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