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272

■ 2014年10月24日 星期五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

002486

证券简称： 嘉麟杰 公告编号：

2014-095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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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14年10月11

日以现场、电话和邮件等方式发出通知，并于2014年10月23日9时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举行。 本

次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会议由董事长黄伟国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关于公司拟通过协议方式取得Masood� Textile� Mills� Limited� 24.36%普通股股份并签署相

关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出资27,926,633.00美元， 收购巴基斯坦Masood� Textile� Mills� Limited公司14,621,

274股普通股，占该公司普通股总数的24.36%，并就该交易事项签署相关协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关于拟通过协议方式取得Masood� Textile� Mills� Limited� 24.36%普通股股份的公告》、

《关于增加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登载于2014年10月24日

出版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

com.cn。 ）

特此公告。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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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通过协议方式取得

Masood Textile

Mills Limited 24.36%

普通股股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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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对外投资概述

1、本次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2014年10月23日，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麟杰” 或“公司” ）与巴基斯坦

Masood� Textile� Mills� Limited（以下简称“MTM” ）的股东Aizad� Corporation� (Pvt)� Limited、

Masood� impex� (Pvt)� Limited和Binyamin� Muhammad� Hussain（以下简称“上述股东” ）签署《股

份购买协议》，公司拟出资27,926,633.00美元，收购上述股东持有的合计14,621,274股MTM普通股，

占MTM普通股总数的24.36%。

2、本次对外投资的审议和报备情况

2014年10月23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拟通过协议方式取得

Masood� Textile� Mills� Limited� 24.36%普通股股份并签署相关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出资27,926,

633.00美元， 收购上述股东持有的MTM�合计14,621,274股普通股， 并同意就本次收购事宜签署相关

《股份购买协议》及其他法律文件。

本项交易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向相关政府部门（包括但不限于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上海市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进行审批或备案。

3、本项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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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本项交易的对手方为Aizad� Corporation� (Pvt) � Limited、Masood� impex� (Pvt) � Limited和

Binyamin� Muhammad� Hussain。 其基本情况如下：

1、Aizad� Corporation� (Pvt)� Limited

名称：Aizad� Corporation� (Pvt)� Limited

住所： Universal� House, � Tayab� Plaza, � Aizad� Floor� (3rd� Floor), � West� Canal� Road,�

Faisalabad,� Pakistan

企业类型：私人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Binyamin� Muhammad� Hussain

注册资本：50,000,000巴基斯坦卢比

实收资本：1,500,000巴基斯坦卢比

主营业务：客运服务

主要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普通股持股数

（

股

）

普通股持股比例

(%)

Binyamin Muhammad Hussain 8000 53.33%

Tanveer Hussain 7000 46.67%

普通股总股本

15000 100.00%

2、Masood� impex� (Pvt)� Limited

名称：Masood� impex� (Pvt)� Limited

住所 ：Tayyab� Plaza, � Impex� Floor� (4th� Floor), � West� Canal� Road, � Farooqabad, �

Faisalabad

企业类型：私人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Muhammad� Waseem

注册资本：2,500,000巴基斯坦卢比

主营业务：投资

主要股东情况及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普通股持股数

（

股

）

普通股持股比例

(%)

Muhammad Waseem 10,000 4.00%

Haider Ali Shah 210,500 84.20%

Muhammad Ashraf 29,500 11.80%

普通股总股本

250,000 100.00%

3、Binyamin� Muhammad� Hussain

姓名：Binyamin� Muhammad� Hussain

性别：男

国籍：巴基斯坦

当地身份证号：33100-7516****

住所：****， Mohalla� Ahata� Ghulab� Singh� Wala,� Faisalabad

现担任职务及近五年主要工作情况：Binyamin� Muhammad� Hussain�先生近五年一直担任Aizad�

Corporation� (Pvt)� Limited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职务。

三、本次对外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名称：Masood� Textile� Mills� Limited

（2） 注 册 地 址 ：UNIVERSAL� HOUSE, � WEST� CANAL� ROAD, � FAROOQABAD, �

FAISALABAD

（3）法定代表人： Shahid� Nazir� Ahmad

（4）经营范围：棉制品、合成纤维，针织、色织面料和服装的生产和销售。

（5）注册资本：截止公告日，MTM注册资本1,250,000,000巴基斯坦卢比，实收资本953,333,340�

巴基斯坦卢比。 实收资本中， 普通股股东出资600,000,000巴基斯坦卢比， 对应普通股股份总数为60,

000,000股； 无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出资353,333,340巴基斯坦卢比， 对应优先股股份总数为35,833,

334股。

（6）标的公司主要经营情况：

根据MTM提供的2013年度经审计年度报告 （注： 对应报告期间为2012年7月1日到2013年6月30

日）， 该公司截止2013年6月30日总资产为19,330,895,000巴基斯坦卢比 （折合人民币1,148,255,

163.00元），净资产为5,106,967,000巴基斯坦卢比（折合人民币303,353,839.80元），报告期间营业收

入22,744,589,000巴基斯坦卢比（折合人民币1,351,028,586.60元），净利润906,358,000巴基斯坦卢

比（折合人民币53,837,665.20元）。

根据MTM提供的最近一期未经审计财务报表（注：对应报告期间为2013年7月1日到2014年3月31

日）， 该公司截止2014年3月31日总资产为20,923,782,000巴基斯坦卢比 （折合人民币1,242,872,

650.80元），净资产为5,533,081,000巴基斯坦卢比（折合人民币31,665,011.40元），报告期间营业收入

19,147,179,000巴基斯坦卢比（折合人民币1,137,342,432.60元），净利润652,927,000巴基斯坦卢比

（折合人民币38,783,863.80元）。

注：以上折合人民币数据均为根据本次董事会召开及公告提交日（2014年10月23日）巴基斯坦卢比

兑人民币的汇率数据计算，即1巴基斯坦卢比=0.0594人民币。

2、本次股权转让前后,标的公司主要普通股股东及持股比例

（1）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前，MTM主要普通股股东及持股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普通股持股数

(

股

)

普通股持股比例

（

%

）

Nazia Nazir 18,100,000 30.20%

MASOOD IMPEX (PVT) LIMITED 5,940,300 9.90%

AIZAD CORPORATION (PVT) LTD. 5,780,974 9.60%

NATIONAL BANK 4,594,231 7.70%

SOFTWARE CREATIONS(PVT) LTD. 4,114,000 6.90%

其他普通股股东

21,470,495 35.80%

普通股总股本

60,000,000 100.00%

（2）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MTM主要普通股股东及持股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普通股持股数

（

股

）

普通股持股比例

（

%

）

Nazia Nazir 18,100,000 30.20%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14,621,274 24.40%

NATIONAL BANK 4,594,231 7.70%

SOFTWARE CREATIONS(PVT) LTD. 4,114,000 6.90%

KOHISTAN CORP. (PVT) LTD. 3,900,000 6.50%

其他普通股股东

14,670,495 24.50%

普通股总股本

60,000,000 100.00%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公司与MTM股权转让方签署的《股权购买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协议主体

买方：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卖方：（1）Aizad� Corporation� (Pvt) � Limited；（2）Masood� impex� (Pvt) � Limited；（3）

Binyamin� Muhammad� Hussain

2、交易标的

卖方拟将其持有的MTM� 合计14,621,274股普通股股权转让给买方， 占MTM普通股总数的

24.36%。 其中：Aizad� Corporation� (Pvt)� Limited拟转让5,780,974股普通股，占MTM普通股总数的

9.63%；Masood� impex� (Pvt) � Limited拟转让5,940,300股普通股， 占MTM普通股总数的9.90%；

Binyamin� Muhammad� Hussain拟转让2,900,000股普通股，占MTM普通股总数的4.83%。

3、交易对价

上述股份交易的对价合计27,926,633.00美元。

4、成交的先决条件

（1）协议各方取得其相应权力机构的审核同意；

（2）买方取得巴基斯坦竞争委员会根据其2010年颁布的《竞争法》的批准；

（3）买方取得中国国内相关政府部门的审批或备案。

5、支付方式

买方将在本协议各项交易条件全部达成后，按照卖方指定账号将上述价款汇款给卖家。

6、合同的生效、终止

（1）本协议自买卖双方签署在之日起生效。

（2）本协议在以下情况下终止：①基于双方的协商同意；②本协议的一方违反本协议下的契约规定

的任何义务、陈述、担保，在收到非违反方发给违反方的书面通知十日内没有纠正其违反的行为。

7、违约责任

（1）双方约定本次交易的最终交易期限为2014年12月5日。 如最终交易期限的延迟是由买方付款延

迟导致，或由于买方未取得中国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买方应支付给卖方5百万美金作为延迟费用。

（2）本协议如根据以上第6大点第（2）小点第②种情形终止的，违反方有义务在协议终止之日起15

日之内支付本协议总金额的20%给非违反方作为损害赔偿金。

五．本次对外投资的作价依据如下：

根据标的公司近年主要财务数据以及未来盈利预测，同时充分综合考虑公司未来整合和优化产业链

资源配置后的规模联动效应，本次收购按标的公司普通股每股估值1.91美元计算，即总价款为：14,621,

274股 *� 1.91美元/股 =� 27,926,633.00美元。

六、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拟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筹。

如本次对外投资最终完成，通过双方的合作，公司将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产品类型，促进公司产品升级

和完善，整合和优化产业链资源配置，并通过规模协同效应提升公司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符

合广大股东的利益；如本次股权转让最终完成，将不会导致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变更，但可能根据投资

标的的运营及分红等情况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带来一定影响。

七、存在的风险

本项投资可能因市场、技术、环保、财务、项目管理等因素引致相应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八、其他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披露本项对外投资的后续进展或变化情

况。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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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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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定于2014�年11月

3日下午14：00在上海市金山区亭林镇亭枫公路1918号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4-081）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2014年10月23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拟通过协议方式取得

Masood� Textile� Mills� Limited� 24.36%普通股股份并签署相关协议的议案》。 同日，公司控股股东上

海国骏投资有限公司向董事会提交书面文件，提请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

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

10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上述临提案属于公司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有明确议题和具体

决议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同意将该临时提案提交公

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4-095） 和 《关于拟通过协议方式取得Masood� Textile� Mills� Limited� 24.36%普通股股份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4-096）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除上述增加的提案外，公司于2014年10月18日公告的《关于召开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中列明的会议召开时间、地点、股权登记日等其他事项均未发生变更，现对该通知进行补充更新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11月3日下午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11月2日至2014年11月3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11月3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 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年 11�月 2日15：00至2014年11月3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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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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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股权登记日：2014�年10月29日。

（七）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凡2014年10月29日下午交易结束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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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

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员。

（八）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金山区亭林镇亭枫公路1918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2、《关于公司 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2.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2.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2.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2.4�定价基准日和定价原则

2.5�发行数量

2.6�限售期

2.7�募集资金金额和用途

2.8�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2.9�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限

2.10�上市地点

3、《关于公司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4、《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5、《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6、《关于公司签订<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7、《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8、《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9、《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0、《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4-2016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11、《关于公司拟通过协议方式取得Masood� Textile� Mills� Limited� 24.36%�普通股股份并签署

相关协议的议案》。

上述第1-9号议案需经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的方式进行审议。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细内容登载于2014年10月

18日、2014年10月24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公司将就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持股 5%（不含 5%）

以下的股东。

三、参与现场会议的股东的登记办法

（一）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

（二）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三）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证券账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

（四）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不接受电话登记；

（五）登记时间：自股权登记日的次日至2014�年10月30日（上午 9：00�至 11：30，下午 14：00�至

16：30）；

（六）登记地点：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邮寄地址： 上海市金山区亭林镇亭枫公路1918号三楼董事会秘书办公室（信函上请注明 “股东大

会”字样）

邮编：201504

传真：021-57381100-1998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投票程序如下：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11月3日上午9：30—11：30，下午13：

00—15：00；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2、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该证券

相关信息如下：

投票证券代码 投票证券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362486 � � � � � � � � � �嘉杰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3、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1）输入买入指令；

（2）输入证券代码 362486；

（3）在“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00元代表总议案，1.00�元代表议案1，2.00�元

代表议案2，依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

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议案序号” 、“表决事项”与“申报价格” 的对应情况如下：

议案序号 表决事项 对应申报价格

（

元

）

总议案

100.00

1

《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

1.00

2

《

关于公司

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2.00

2.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2.01

2.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2.02

2.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2.03

2.4

定价基准日和定价原则

2.04

2.5

发行数量

2.05

2.6

限售期

2.06

2.7

募集资金金额和用途

2.07

2.8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2.08

2.9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限

2.09

2.10

上市地点

2.10

3

《

关于公司

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

3.00

4

《

关于公司

<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

的议案

》

4.00

5

《

关于公司

<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

的议案

》

5.00

6

《

关于公司签订

<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

的议

案

》

6.00

7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

7.00

8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

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的议案

》

8.00

9

《

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

9.00

10

《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

（

2014-2016

年

）

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

10.00

11

《

关于公司拟通过协议方式取得

Masood Textile Mills Limited 24.36%

普通股股份并

签署相关协议的议案

》

11.00

（4）输入委托书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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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意见” 对应

“委托数量” 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5）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4、计票规则：

（1）在计票时，同一表决只能选择现场和网络投票中的任意一种表决方式，如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

投票结果为有效表决票进行统计。

（2）在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如果股东先对一项或多项投票表决，然后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则以先投票的一项或多项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未投票表决的议案，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如

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然后对一项或多项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5、注意事项

（1）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2）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3）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4）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18:00� 以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

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1、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2014�年 9�月修订）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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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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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369999 1.00

元

4

位数字的

“

激活校验码

”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11:30�前发出的，当日下午13:

00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11:30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

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

与激活方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的，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咨询电话：

0755－83239016。

2、 股东可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

（1）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 选择“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

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2）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 ，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 和“服务密码” ；已

申请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CA�证书登录；

（3）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4）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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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2日15:00�

时至 2014年11月3日15:00�时的任意时间。

五、其他事项

1、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2、会议咨询：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人：凌云、王传雄

联系电话：021-37330000-1996

五、备查文件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六、附件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0月24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代为行使表决权。 如无作明确指示，则由本公司（本人）之代表酌情决定投票。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营业执照注册（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2014�年 月 日

委托书有效日期：2014�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序号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总议案

1

《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

2

《

关于公司

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2.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2.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2.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2.4

定价基准日和定价原则

2.5

发行数量

2.6

限售期

2.7

募集资金金额和用

2.8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2.9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限

2.10

上市地点

3

《

关于公司

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

4

《

关于公司

<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使用的可行性分

析报告

>

的议案

》

5

《

关于公司

<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

的议案

》

6

《

关于公司签订

<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

股份认购协议

>

的议案

》

7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

8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

2014

年度非

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

9

《

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

10

《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

（

2014-2016

年

）

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

11

《

关于公司拟通过协议方式取得

Masood Textile Mills Limited

24.36%

普通股股份并签署相关协议的议案

》

注：请委托股东对上述审议议案选择“同意、反对、弃权”意见，并在相应表格内打“√” ；每项均为单

选，不选或多选均视为委托股东未作明确指示。

证券代码：

002486

证券简称： 嘉麟杰 公告编号：

2014-098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通过协议方式取得

Masood Textile

Mills Limited 24.36%

普通股股份的

更正和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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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0月24日发布了《关于拟通过协议

方式取得Masood� Textile� Mills� Limited� 24.36%普通股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96）， 现对

该公告的部分内容进行补充和更正如下：

一、对原公告第三大点“本次对外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进行补充说明，开头部分增加表述如下：“公

司本次对外投资的标的公司Masood� Textile� Mills� Limited成立于1992年，是巴基斯坦最大的一体化

针织供应商和最大的成衣出口企业，多次获得巴基斯坦“总统奖” 和“最佳出口企业奖” ，拥有全套先进

的纺织品（特别是棉纺织品） 生产设备、 良好的管理体系和大批优质的客户资源， 其股票在巴基斯坦

Karachi、Lahore和Islamabad三地上市交易。 ”

二、因公司工作人员疏忽，原公告第三大点“本次对外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第1小点“标的公司基

本情况”里的“（6）标的公司主要经营情况”中，关于标的公司最近一期净资产折算成人民币的数据计算

错误：其截止2014年3月31日的净资产折算成人民币应为328,665,011.00元。

三、对原公告第六大点“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可行性、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进行了重述，更新后的

表述如下：

“1、本次拟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筹。

2、本次对外投资的可行性和意义

本次拟收购的标的公司MTM作为巴基斯坦最大的一体化针织供应商和最大的成衣出口企业， 其产

品主要面向大众运动品牌，与公司目前主业所面向的专业功能性户外品牌，在未来的市场开拓中可望形

成良性互补。

巴基斯坦政府对纺织行业实行鼓励性政策，积极鼓励其国内纺织企业引进外资扩大规模。 在其新的

民选政府组阁后，多次与中国政府洽谈招商引资事宜，并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目前该国对在当地投资

的出口外向型企业免征企业所得税，企业整体税负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同时对新聘用员工，国家也给予

企业一定的用工补贴。此外，欧盟目前已经对巴基斯坦出口的纺织品免征关税，而公司通过收购MTM，并

通过资源整合，新增的订单将主要面向欧盟地区。因此，此次收购既有助于公司未来在巴基斯坦充分享受

关税优惠以及劳动力价格低的成本效益，也有利于公司整合和优化产业链资源配置，进一步通过规模协

同效应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3、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如本次对外投资最终完成，通过双方的合作，公司将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产品类型，促进公司产品升级

和完善，整合和优化产业链资源配置，并通过规模协同效应提升公司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符

合广大股东的利益；如本次股权转让最终完成，将不会导致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变更，但可能根据投资

标的的运营及分红等情况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带来一定影响。 ”

四、原公告第七大点“存在的风险” 部分，增加关于项目审批的表述，补充后的表述如下：“本项投资

可能因项目审批、市场、技术、环保、财务、管理等因素引致相应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

公司对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

002480

证券简称：新筑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62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背景介绍

根据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乙方” ）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与长

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共同出资设立成都北车有限公司（筹）（以下简称“成都

北车” ）。

上述对外投资事项，已经公司于2014年10月22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内

容详见公司于2014年10月23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 《关于拟参与投资设立成都北车有限公司 （筹）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061）

二、进展情况

2014年10月23日，公司与甲方正式签订了《关于设立成都北车有限公司的协议》（以下简称“协

议” ），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一）成都北车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成都北车有限公司（暂定）

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0万元

注册地址：成都市新津县普兴材料工业园区（暂定，以工商登记为准）

经营范围：轨道交通车辆及配件制造、修理、日常保养、销售及运营服务，技术开发与咨询服务，轨道

交通装备备品、备件、低值易耗品和主要零部件的采购和销售等。 （暂定，以工商管理机关核准的经营范

围为准）

（二）出资比例、出资方式、出资期限

成都北车注册资本为15,000�万元，根据经营需要，成都北车注册资本可逐步增加到人民币30,000�

万元。

成都北车15,000�万元注册资本的出资比例和出资方式：双方以货币方式出资，其中：甲方出资12,

000�万元，出资比例80%，乙方出资3,000�万元，出资比例20%。 双方同意，成都北车在适当的时候引入

其他战略投资者，但仍保持甲方控股。

出资期限：股东可分期出资，首期出资不低于注册资本的20%，在成都北车注册后三个月内缴足。 后

续出资时间，根据实际需要，由成都北车股东会根据战略投资者引入情况及成都北车经营情况决定。

三、其他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投资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关于设立成都北车有限公司的协议》 。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0月23日

证券简称：新筑股份 证券代码：

002480

公告编号：

2014-063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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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属于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意向性约定，协议相关约定付

诸实施和实施过程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

2、本次战略合作协议的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

3、本次协议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一、合作意向概述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乙方” ） 于2014年10月23日与宜宾市人

民政府（以下简称“甲方” ）签署了《现代有轨电车项目战略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 )。 甲乙双

方拟在宜宾市建城区开展有轨电车项目的建设及运营。

二、合作方介绍

合作方为宜宾市人民政府。

三、合作协议主要内容

（一）甲乙双方拟在宜宾市建城区开展有轨电车项目的建设及运营，首条示范线约20公里，总投资

30亿元左右。

（二）甲方委托宜宾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宾市国资公司）与乙方合作，共同组建

宜宾现代有轨电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轨电车公司），注册资本金1000万元，甲方持有轨电车公司

70%股权，乙方持有轨电车公司30%股权。 今后视情况由双方协商进行增资扩股,具体项目和金额按双

方有关程序确定。

（三）乙方在宜宾投资建设有轨电车总装及维修基地，销售辐射到长江下游城市的产品在宜宾港出

港、报关。

（四）项目实施依照有关规定办理。

四、合作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宜宾市人民政府达成现代有轨电车项目战略合作， 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整体实力和市场竞争

优势，符合公司在轨道交通产业领域的发展战略和股东的利益。

五、风险提示

本合作协议为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意向性约定，协议相关约定付诸实施和实施过程

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 具体合作项目的合作模式双方尚处于商议筹划阶段，其对公司本年及以后年度

的经营成果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合作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密切关注。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

002624

证券简称：金磊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59

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112,500,000股；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56.25%;

3．本次解除限售股东为：陈根财、陈连庆、姚锦海；

4．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4年10月28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1469号文核准，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 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500万股，发行后总股本为10,000万股。

公司股票于2011年10月2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挂牌上市。

公司于2012年6月1日实施了201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00,000,0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5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 方案实施后公

司总股本由100,000,000股增至200,000,000股。

截至本次申请出具日， 公司股份总额为200,000,000股， 其中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112,500,

000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

1. 陈连庆、陈根财、姚锦海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对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不进行任何形式的划转、转让或授权经营，并不会委托他人管理上述股份，也不由公司回

购上述股份。 同时，陈连庆、姚锦海作为公司的董事，陈根财作为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在公司任职期

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额的25%。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

2. 《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与《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一致。

3. 股东没有在公司收购和权益变动过程中做出承诺。

4. 股东无后续追加的承诺。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上述股东严格履行了做出的上述各项承诺。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上述股东均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况，公司也不存

在对该限售股份持有人的违规担保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14�年10月28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112,500,0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56.25%。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3人。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处于质押冻 结状

态的股份数量

备注

1

陈根财

33,750,000 33,750,000 22,000,000

注

1

2

陈连庆

67,500,000 67,500,000 7,050,000

注

2

3

姚锦海

11,250,000 11,250,000 -

注

3

合 计

112,500,000 112,500,000 29,050,000 -

注1：陈根财先生现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直接持有公司 16.875%的股份，陈根财先生承诺在公司

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且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

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并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

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50%。

注2：陈连庆先生曾在2010年2月6日至2013年3月28日期间担任公司董事，离职生效日期为2013年3

月28日，离职已满一年半，本次限售股解除后，陈连庆先生所持股份全部为无限售流通股。

注3：姚锦海先生现任公司董事，直接持有公司 5.625%的股份，姚锦海先生承诺在公司任职期间每

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且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 并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50%。

四、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10月24日

公司简称：博瑞传播 证券代码：

600880

编号：临

2014-040

号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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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70,851,174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4年10月29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为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二）经2013年9月23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1206号）核准，本公司于2013年10月向包括成都博瑞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在内的7家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55,352,480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9.15元

/股。 2013年10月29日，前述A股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托管

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其中成都博瑞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认购的股份11,

070,496股自2013年10月29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他股东认购的股份44,281,984股自2013年10月

29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627,980,077股增加至683,332,557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向成都博瑞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外的其他6家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的限售股。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2014年3月11日，公司召开了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

积转增预案》（详见公司2014年3月12日《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4年3月31日，公司以

2014年3月28日为股权登记日，向全体股东实施每10股派2元转增6股的利润分配及资本转增方案（详见

2014年3月25日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由683,332,557股增至1,093,332,092股，各

发行对象所持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保持不变，非公开发行的股份由原来的55,352,

480股增至88,563,968股，其中成都博瑞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非公开发行的股份由11,070,

496股增至17,712,794股，其他股东持有的非公开发行的股份由44,281,984股增至70,851,174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持有人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招商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承诺

认购的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6家投资者均严格

履行了承诺，除此之外，上述限售股持有人无上市特别承诺。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公司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的保荐机构， 就本公司此次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事项发表了《关于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流通之核查意见》，主要内

容如下：

“经核查，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的股东已严格履行相关承诺；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本次实际

可流通股份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对上述内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

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70,851,174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4年10月29日；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

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

股

）

持 有 限 售 股 占 公

司总股本比例

（

%

）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

（

股

）

剩余限售

股数量

1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600,000 0.878 9,600,000 0

2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9,600,000 0.878 9,600,000 0

3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200,000 1.756 19,200,000 0

4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400,000 0.951 10,400,000 0

5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600,000 0.878 9,600,000 0

6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2,451,174 1.139 12,451,174 0

合计

70,851,174 6.480 70,851,174 0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

：

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1

、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359,665,060 0 359,665,060

2

、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71,153,091 -70,851,174 301,917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430,818,151 -70,851,174 359,966,977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A

股

662,513,941 70,851,174 733,365,115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662,513,941 70,851,174 733,365,115

股份总额

1,093,332,092 0 1,093,332,092

七、上网公告附件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流通之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

002605

证券简称：姚记扑克 公告编号：

2014-069

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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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2014年9月3日召开的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4年度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公司201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公司

2014年半年度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10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37,400

万股。 因此，公司注册资本相应变更为37,400万元。 同时，公司已于2014年8月13日召开的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2014年9月3日召开的公司2014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对公司章程做了相应修改。

近日，公司已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了相关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换发后的

《营业执照》，具体信息如下：

名称：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嘉定区黄渡镇曹安路4218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姚文琛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资本：人民币37400.0000万元整

成立日期：1989年9月13日

营业期限：1989年9月13日至2032年11月12日

经营范围：扑克牌,�包装装潢印刷,�零件印刷,�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

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经营进料加工及“三来一

补”业务，设计、制作各类广告，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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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

002354

证券简称：科冕木业 公告编号：

2014-066

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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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14年10月23日接到公司股东Newest�

Wise� Limited�为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新公司” ）通知，为新公司将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票与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 ）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以下简称“股票质押回

购”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为新公司将其持有公司的426万无限售流通股（占持有公司股本8.04%，占公司总股本1.91%）

质押给东吴证券用于股票质押回购业务，期限为2年。

2、为新公司于2014年10月22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股票质押回购业务，股份质押期限自该

日起，至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为止，质押期间该股份予以

冻结不能转让。

截止本公告日，为新公司持有公司5,3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23.77%，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2,65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11.89%）,本次股权质押后为新公司累计质押4,656万股（其中：无限售流

通股：2,351万，占公司总股本10.55%，限售流通股2,30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10.34%）占公司总股本

20.89%。

特此公告。

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

002601

证券简称：佰利联 公告编号：

2014-087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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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 2014�年10�月 20�日收到总经理

韩健华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韩健华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

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韩健华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其辞职不会影响公

司相关工作的正常开展。

公司董事会对韩健华先生在任期内勤勉尽责的工作精神和对公司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

002374

证券简称：丽鹏股份 公告编号：

2014-53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

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员会审核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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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0月2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通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员会将于近日召开工作会议，审核

公司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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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已于2014年10月23

日开市时起停牌，待公司公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员会审核结果后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

002669

证券简称：康达新材 公告编号：

2014-036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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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康达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于2014年10月23

日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发的《发明专利证书》一项。 具体情况如下：

发明名称 一种环氧胶膜

发明人 刘龙江

；

栾猛

；

宋燕燕

；

邱磊

专利号

ZL 2013 1 0338415.5

专利申请日

2013

年

08

月

05

日

授权公告日

2014

年

10

月

15

日

发明专利证书号 第

1498809

号

本专利的专利权期限 二十年

（

自申请日起算

）

上述发明专利的专利权人为上海康达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上述发明专利的获得有利于公司进

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发挥本公司自主知识产权优势，保持技术领先地位，提升本公司的核心

竞争力。

特此公告。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 年 十 月 二十三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