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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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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14年11月24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2014年12月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董事会共有董事12人，全部出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通知、出席及表决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王东升先生主持。

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收购北京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本议案已由公司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核查并出具了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北京京东方显示技术公司部

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及《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

事项的核查意见》。

本议案已获得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关联董事宋杰先生回避表决本议案，本

议案有效表决票数为11票。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于参股深圳云英谷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深圳云英谷科技有限公

司的公告》。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董事意见；

3、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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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北京

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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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根据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京东方” ）战略发展目标，在经过充分

调研和论证的基础上，公司拟收购北京经济技术投资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经开总公司” ）及北京亦庄

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亦庄国际” ）所持北京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方

显示” ）合计0.991%股权（其中，经开总公司持有0.029%，亦庄国际持有0.962%）。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

有京东方显示100%股权。 由于经开总公司、亦庄国际均为公司股东，在过去十二个月内存在持股5%以上

的情形，公司本次收购京东方显示股权构成关联交易。

2、公司于2014年12月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北京京东

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宋杰先生回避表决本议案。

3、公司独立董事已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并发表了同意意见。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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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经开总公司

公司名称：北京经济技术投资开发总公司

公司住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9号院1号楼

法定代表人：白文

注册资本：1,612,476万元

公司类型：全民所有制

主要股东：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经营范围：组织实施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投资、开发、房地产开发及商品房销售；销售副食品、其他

食品、百货、五金交电、民用建材、制冷空调设备、工艺美术品、通讯器材（无线电发射设备除外）、电子产

品；技术、工程、信息咨询服务；电子计算机软硬件、电讯电子产品的开发、制计、制作国内和外商来华广

告；代理自制广告；无线电寻呼服务；负责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热力工程审查、建设、报装、供热、供汽、

供冷、维护；提供仓储、园林绿化、房屋出租、物业管理、公共保洁、电器维修、管道疏通服务；室内外装饰、

装修服务；服装制造；住宿；洗染服务；房地产经纪；零售卷烟、雪茄烟（限分公司经营）；制售中餐、西餐

（含冷荤凉菜、含沙拉）、销售酒、饮料（限分支机构经营）。

主要业务的发展状况和经营成果：经开总公司设立于1992年3月21日，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

主体。

经开总公司为公司股东，在过去十二个月内存在持股5%以上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方。

经开总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

年年度

? 2014

年前三季度

营业收入

571,937.34 233,799.13

利润总额

78,573.09 -54,362.19

净利润

41,149.39 -56,381.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3,679.59 267,751.33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09

月

30

日

总资产

5,590,644.43 6,364,312.27

总负债

3,752,773.17 4,508,128.71

净资产

1,837,871.26 1,856,183.56

应收账款总额

154,355.02 142,865.47

注：2013年数据经审计，2014年数据未经审计。

2、亦庄国际

公司名称：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景园北街2号56幢

法定代表人：芦永忠

注册资本：811,502.98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股东：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自有办公用房出租。

主要业务的发展状况和经营成果：亦庄国际成立于2009年2月6日，是亦庄开发区工委、管委会推动

亦庄发展的国有投融资平台。

亦庄国际为公司股东，在过去十二个月内存在持股5%以上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方。

亦庄国际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

年年度

2014

年前三季度

营业收入

9,471.84 11,690.32

利润总额

25,838.27 -4,626.98

净利润

23,749.53 -4,543.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678.98 29,456.83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09

月

30

日

总资产

1,040,005.31 1,081,053.53

总负债

207,410.22 191,924.42

净资产

832,595.09 889,129.10

应收账款总额

3,266.66 3,166.78

注：2013年数据经审计，2014年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一路118号

法定代表人：王东升

注册资本：1,737,719.93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彩色滤光片玻璃基板、阵列玻璃基板、液晶显示器及零配

件、液晶电视及零配件、公共信息显示终端及配套设备、背光源；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薄膜晶体

管液晶显示器件、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用彩色滤光片、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用部件、材料、液晶

显示器及零配件、液晶电视及零配件、公共信息显示终端及配套设备、背光源的研发；销售液晶显示器及

零配件、液晶电视及零配件、电子产品、公共信息显示终端及配套设备、背光源；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代理进出口。

股权结构：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京东方显示99.009%股权；经开总公司持有京东方显

示0.029%股权；亦庄国际持有京东方显示0.962%股权。

京东方显示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

年度

2014

年

1

月至

9

月

营业收入

1,276,109 1,088,355

利润总额

78,019 98,119

净利润

71,555 84,6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4,311 156,271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9

月

30

日

总资产

3,051,031 2,985,325

总负债

1,286,344 1,136,015

净资产

1,764,687 1,849,310

注：2013年数据经审计，2014年数据未经审计。

四、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北京科之源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京东方显示评估情况（评估基准日为：2014年5月31日），

京东方显示净资产评估值为1,823,547.58万元。 由此，经开总公司所持京东方显示0.029%股权对应净资

产值为528.83万元，亦庄国际所持京东方显示0.962%股权对应净资产值为17,542.53万元。

本次交易采取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的方式进行。交易对价参照上述评估值，即：经开总公司所持

股权对价为528.83万元、亦庄国际所持股权对价为17,542.53万元。 交易完成后，京东方显示将成为公司

全资子公司。

本次收购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五、交易前后的股权对比

公司收购京东方显示股权后,京东方显示注册资本金额不变，股东及股权结构发生相应变更。收购前

后的股权结构变化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人民币

）

持股比例

转让前 转让后 转让前 转让后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720,500 1,737,719.93 99.009% 100%

北京经济技术投资开发总公司

500 0 0.029% 0

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6,719.93 0 0.962% 0

六、交易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京东方显示为公司8.5代线运营平台，自2012年满产以来，产线运营良好，为公司经营业绩作出积极

贡献，随着京东方显示中小尺寸产品结构调整完成，京东方显示目前在产产品已覆盖平板电脑、笔记本电

脑、电脑显示器、电视等各尺寸显示器件，市场广阔；公司拟收购上述股权，将减少少数股东权益对公司业

绩的影响，对公司未来整体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本次交易外，公司本年度尚未与该关联人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在董事会审议时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该项交易定价公平合理。 该等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和公司利益的情形。 交

易的必要性、定价的公允性等方面均符合相关要求，我们同意《关于收购北京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部

分股权的议案》。

九、董事会意见

1、同意公司以不高于17,542.53万元收购亦庄国际所持京东方显示0.962%股权，以不高于528.83万

元收购经开总公司所持京东方显示0.029%股权。

2、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十、中介机构意见结论

经核查，中信建投认为：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资产经评估后在公开市场挂牌转让，交易资产定价方式公平、合理，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二）京东方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独立董事已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明确发表

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中信建投对京东

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十一、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董事意见；

3、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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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深圳云英谷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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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概述

1、根据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战略发展需要，在经过充分调研和论证的

基础上，公司拟通过增资和收购的方式参股深圳云英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英谷” ）。 其中，通过

增资5,000万元获得云英谷25%股权及出资1,000万元收购上海乾洋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所持云英谷

5%股权；上述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云英谷30%股权。

2、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股深圳云英谷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该

议案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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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乾洋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沪南路3371号301室62号

法定代表人：林飞

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营业执照注册号：310115001535004

主营业务：投资管理及咨询

主要股东：林飞（自然人）、薛文祥（自然人）、薛林阳（自然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云英谷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科发路8号金融服务技术创新基地1栋2B2—1单元

法定代表人：薛文祥

注册资本：1,250万元人民币

设立时间：2012年5月30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外资比例低于25%）

主营业务：显示器件算法排布、算法IC研发

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顾晶

24.8%

王天龙

4.4%

北京嘉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6.8%

上海乾洋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4%

Vertex Asia Fund Pte. Ltd. 9.2238%

White Cloud Valley (HK) Investment Limited 9.2238%

Enspire Capital Pte. Ltd. 1.5524%

合计

100%

注：数据截至2014年11月24日

云英谷最近一年及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3

年度

2014

年

1

月至

5

月

营业收入

29,759.44 2,842,039.76

利润总额

-11,746,733.04 -4,134,015.53

净利润

-11,746,733.04 -4,134,015.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

，

378

，

273.63 -12

，

897

，

607.03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5

月

31

日

总资产

15,237,247.91 11,367,362.55

总负债

-715,473.50 -453,640.83

净资产

15,952,721.41 11,821,003.38

四、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标的为云英谷30%股权。 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拟收购深圳云英谷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14）第0652号），截

止2014年5月31日，云英谷净资产评估价值为15,297.71万元，其中，增资股权对应的价值为5,074.43万

元，收购股权对应的价值为1,014.89万元。

本次增资及股权收购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五、交易后各方持股比例

公司参股云英谷后,云英谷注册资本将增加至16,666,666元，股东及股权结构发生相应变更。 参股

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

元

）

持股比例

增资前 增资后 增资前 增资后

顾晶

3,100,000 3,100,000 24.8% 18.6%

王天龙

550,000 550,000 4.4% 3.3%

北京嘉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350,000 3,350,000 26.8% 20.1%

上海乾洋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3,000,000 2,166,666.67 24% 13%

Vertex Asia Fund Pte. Ltd. 1,152,975 1,152,975 9.2238% 6.9178%

White Cloud Valley (HK)Investment Limited 1,152,975 1,152,975 9.2238% 6.9178%

Enspire Capital Pte. Ltd. 194,050 194,050 1.5524% 1.1644%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 4,999,999.33 0 30%

合计

12,500,000 16,666,666 100% 100%

六、交易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目前，高分辨率移动显示产品已成为市场发展主流，高分辨率引起的工艺复杂度提升、产品良率下降

是显示器件厂商遇到的主要问题。 云英谷算法技术可以在不提高工艺复杂度的前提下提升显示效果，保

证产品良率，有助于公司提升技术价值及产品竞争力。 云英谷算法技术在AM-OLED产品应用方面具有

良好的前瞻性，可以为公司发展新一代显示产品提供有力技术支持，参股云英谷可以进一步促进云英谷

技术提升，加强云英谷研发对公司技术规划的匹配性。

云英谷技术团队具有优秀的软件及IC设计能力，参股云英谷可以为公司延伸上游产业、培养相关人

才提供平台和契机。

采用参股云英谷的投资模式既可以保证公司与云英谷技术合作的深化，又保持云英谷运营的相对独

立，对双方合作具有积极意义。

七、董事会意见

1、同意公司使用6,000万元以前述方案参股云英谷；

2、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八、备查文件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12月1日

证券代码：

000725

证券简称：京东方

A

公告编号：

2014-068

证券代码：

200725

证券简称：京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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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

2014-068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事项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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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漏。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自2014年9月26日起正式实施回购部分社会公

众股份方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的相关规定，公司应当

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回购时间：2014年9月26日至2014年11月30日；

回购股份种类：非限售B股；

累计回购B股数量：97,391,377股；

累计回购B股数量占公司总股份的比例约：0.28%；

累计回购B股数量占公司B股股份的比例约：7.28%；

购买最高价：2.60港币/股；

购买最低价：2.42港币/股；

支付总金额：249,989,367.28港币（含佣金等其它固定费用）。

特此公告。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12月1日

证券代码：

002439

证券简称：启明星辰 公告编号：

2014-070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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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概述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4月

25日召开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

财事宜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其下属全资子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为5亿元人民币

的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事宜，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同时授

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实施上述理财事项，授权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根据上述股东大会决议，近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

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全公司” ）、北京网御星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网御星云” ）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了理财产品。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二、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一）2014年7月9日，安全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友谊支行签订

《北京银行机构理财产品合约》，于2014年10月22日追加使用自有资金1,000

万元购买了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稳健系列人民币“机构天天金3000”保本浮动收益理财产品

（M011111006）

2、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3、理财币种：人民币

4、认购总额：1,000万元

5、预期年化收益率：2.10%

6、产品期限：无固定期

7、起息日：2014年10月22日

8、到期日：已于2014年11月21日全部赎回

9、本金及理财收益支付：收益每月结算，本金于赎回日当天结算支付

10、投资方向和范围：银行间债券市场、现金、银行存款

11、资金来源：安全公司自有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也不向银行贷款

12、关联关系说明：安全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友谊支行无关联关

系

13、安全公司本次出资1,000万元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总金额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合并净资产的0.75%

（二）2014年10月24日，网御星云与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签订《飞越理财人民币“步步为赢” 结构性存款产品合同》，使用自有资金6,

500万元购买了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飞越理财人民币“步步为赢” 产品141623期

2、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结构性存款产品

3、理财币种：人民币

4、认购总额：6,500万元

5、预期年化收益率：4.90%

6、产品期限：31天

7、起息日：2014年10月24日

8、到期日：2014年11月24日

9、本金及理财收益支付：到期一次性结算支付

10、投资方向和范围：本产品客户将理财本金100%存放银行，由银行综合

运用，运用于金融债券、同业代付和同业拆借、国内代付等低风险资产投资

11、资金来源：网御星云自有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也不向银行贷款

12、关联关系说明：网御星云与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无关

联关系

13、网御星云本次出资6,500万元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总金额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合并净资产的4.87%

（三）2014年11月28日，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友谊支行签订《北

京银行机构理财产品合约》，使用自有资金8,500万元购买了理财产品，具体情

况如下：

1、产品名称：稳健系列人民币“机构天天金3000” 保本浮动收益理财产品

（M011111006）

2、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3、理财币种：人民币

4、认购总额：8,500万元

5、预期年化收益率：2.10%

6、产品期限：无固定期

7、起息日：2014年11月28日

8、到期日：无固定期

9、本金及理财收益支付：收益每月结算，本金于赎回日当天结算支付

10、投资方向和范围：银行间债券市场、现金、银行存款

11、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也不向银行贷款

12、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友谊支行无关联关系

13、公司本次出资8,500万元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总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合并净资产的6.37%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在确保不影响日常经营及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及其下属全资子公司使

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流动性较高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有利于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股

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公告日， 公司及其下属全资子公司12个月内购买的尚未到期的理财

产品金额235,000,000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净资产的比例17.62%。

五、备查文件

1、 安全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友谊支行于2014年7月9日签订的

《北京银行机构理财产品合约》及于2014年10月22日追加买入的凭证；

2、网御星云与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于2014年10月24日签

订的《飞越理财人民币“步步为赢” 结构性存款产品合同》；

3、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友谊支行于2014年11月28日签订的《北

京银行机构理财产品合约》。

特此公告。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

600598

证券简称：

*ST

大荒 公告编号：

2014-081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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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14年

11月23日以专人送达、传真和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14年11

月28日在哈尔滨市南岗区汉水路263号本公司4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9人。 出席会议人数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

监事会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刘长友先生主持，与会董事审

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租北大荒龙健绿源饮品有限

公司资产的议案。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3年 10� 月

7�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临时）通过了《关于黑龙江北大

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与烟台欧王葡萄酒业有限公司成立合资公司的议案》，

由于市场变化等原因，烟台欧王葡萄酒业有限公司终止了此项合作，合资公司

并未成立。为提高资产利用率，公司拟将已停产的北大荒龙健绿源饮品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龙健公司” ）生产设备租赁给黑龙江昌信啤酒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昌信公司” ），租赁期为3年。 本次交易标的为龙健公司的厂房、啤酒生

产线及办公设施等资产。 该部分资产原值23,114,284.25元，年折旧额为863,

494.92元，净值21,048,231.16元。租赁费为86万元/年，租期三年，分年度收取

租赁费，每年度提前收取。本次交易将有利于公司盘活资产，降低损失，对公司

本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 关于实施浩良河化肥分公司自备电站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环保治理

改造项目的议案。

拟对2台蒸发量75t/h的煤粉锅炉和1台蒸发量130t/h循环流化床锅炉进

行脱硫、脱硝改造，满足生产过程中环保要求。主要建设内容：对5#和6#煤粉锅

炉及新1#循环流化床锅炉， 每台锅炉分别建设一套脱硫系统及配套电气、仪

控、监测设施；5#、6#煤粉锅炉和新1#循环流化床锅炉建设一套脱硝系统，供三

台锅炉使用。 主要设备及设施包括：3座脱硫塔、4台罗茨风机、3台氢氧化钠喷

淋泵、3台氢氧化钙喷淋泵等，脱硫泵房、脱硫池及电控室等土建和设备安装。

该项目估算总投资1200万元，资金来源为公司投资。 项目建设完成时间2014

年底。 该项目建成投运后， 二氧化硫排放量从项目实施前的2047�吨/年减至

205吨/年，减少了1842吨/年；氮氧化物排放量从项目实施前的511吨/年减至

359吨/年， 减少了152吨/年。 可达到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23-2011）规定的排放标准，大大改善当地的环境空气质量，给当地

带来良好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

同意8票，反对1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金建对此议案投反对票，理由为：关于浩良河化肥分公司议案没

有提供招标方案，价格确定不明确，招标对象不明确，故无法同意。建议补交所

有招标程序及资料。

三、关于解散黑龙江北大荒禾丰肥业有限公司的议案。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8月13日

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鹤岗市京港选煤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合资公司及以浩良河化肥分公

司部分资产出租给合资公司的议案》（以下简称“《议案》” ）。 按照《议案》

要求，公司与鹤岗市京港选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港公司” ）共同设立合

资公司，合资公司起名为黑龙江北大荒禾丰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禾丰公

司” ），并于2014年8月18日办理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由于京港公司应投入

的注册资金未有实际到位， 且双方就禾丰公司租赁公司浩良河化肥分公司部

分资产的租赁费等事宜未达成一致，因此，禾丰公司并未实际开始运营生产。

鉴于上述原因，禾丰公司并无继续存在的必要，拟解散、清算、注销禾丰公司。

此事项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修改《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经营业绩

考核与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

600736

股票简称：苏州高新 公告编号：

2014-037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持有的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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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以公开挂牌的方式转让控股子公司苏州新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苏州市天

澜物业有限公司100%股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股权转让须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并按照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

程序进场交易。

一、交易概述

公司拟以公开挂牌的方式转让控股子公司苏州新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

港建设” ）持有的苏州市天澜物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澜物业” ）100%股权，并以评估

价115,326.56万元为作价依据、以不低于115,000万元的价格在苏州产权交易所进行公开

挂牌一次性转让。

2014年11月28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

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出让子公司新港建设公司持有的苏州市天澜物业有限公司100%

股权的议案》。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公开挂牌转让的标的为苏州市天澜物业有限公司100%股权。

1、天澜物业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15,100万元，住所为苏州高新区天都商业广场1

幢101室，法定代表人为戴志强，成立日期为2014年10月16日。

2、股权结构：天澜物业系新港建设的全资子公司。

3、经营范围：物业管理；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4、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提供的审计报告，审

计基准日为2014年11月25日， 天澜物业账面净资产115,315.78万元；2014年10月16日至

2014年11月25日，营业收入为0元，净利润为-61.44万元。

5、拟转让交易标的产权清晰，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

在涉及诉讼、仲裁事项，也没有被采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

情况。

三、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1、本次股权交易拟以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价值为作价依据，

以不低于115,000万元的价格进行公开挂牌。

2、评估事务所：江苏银信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3、评估基准日：2014年11月25日

4、评估结论：本评估报告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具体结论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减率

%

资产总计

115,365.78 115,376.56 10.78 0.01

其中

：

流动资产

30.92 30.92 0.00 0.00

投资性房地产

115,334.86 115,345.64 10.78 0.01

负债总计

50.00 50.00 0.00 0.00

其中

：

流动负债

50.00 50.00 0.00 0.00

所有者权益

115,315.78 115,326.56 10.78 0.01

四、涉及出售股权的其他安排

股权转让交易价格须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根据国有资产转让相关规定，本

次股权转让须经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竞价转让，最终受让方按照买方报价孰高原则确定。

五、出售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转让天澜物业公司股权，有利于盘活存量商业资产，优化资产结构，进一步加快资

产周转速度，更好地支持新港建设在住宅地产上的专业化发展，也符合公司目前整体发展

战略方向。 天澜物业是以天都商贸中心资产增值评估价值出资设立(详见2014年10月28公

司在上交所网站披露的《苏州高新关于控股子公司新港公司成立项目公司的公告》)，此次

天澜物业股权出让将对上市公司形成8000多万元的收益。

出售天澜物业公司股权将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截止目前，公司不存在为

该子公司提供担保、委托该子公司理财，以及该子公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二）《苏州市天澜物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专项审计报告》（瑞华专审字 [2014]

92010005号）；

（三）《苏州新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苏州市天澜物业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苏银信评报字【2014】第148号）。

特此公告。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1月28日

股票代码：

600704

股票简称：物产中大 编号：

2014-082

物产中大关于

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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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9月22日，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对最

高额度不超过4亿元（含4亿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其中，非

公开发行股票项目实施主体浙江中大元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大元通融资租赁” ）对最高额度不超过3亿元（含3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 浙江中大元通汽车云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大元通云服

务” ）对最高额度不超过1亿元（含1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

资结构性存款以及安全性高、有保本约定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国债产品等，使

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详见公司于2014年9月23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物产中大关于使用部份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根据上述决议， 近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实施主体中大元通融资租

赁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平海支行签订了相关理财协议， 现将相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购买理财产品基本情况

1、2014年11月27日，中大元通融资租赁以人民币4500万元整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购买了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稳健系列人民币‘机构天天金3000’

保本浮动收益理财产品” ，预期年化收益率2.10%，产品类型为保本浮动收益

型，起息日为2014年11月27日，本产品可在存续期内每个工作日的9：00－15：

30办理申购或者赎回。

2、2014年11月28日，中大元通融资租赁以人民币5000万元整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购买了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稳健系列人民币37天期限银行间保证

收益理财产品” ，预期年化收益率4.2%，产品类型为保本保证收益型，起止期

限为2014年11月28日至2015年01月04日。

二、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1、前期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4亿元[详见公司于2014

年9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物产中大关于使用

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4－062）]，

其中3.5亿元已到期并收回本息，余额为5000万元。

2、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累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5.95亿元（含上述购

买9500万元）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余额为2.45亿元。

三、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本次购买标的为结构性存款以及投资安全性高、 有保本约定的保证

收益型理财产品等，未用于证券投资，也未用于购买以股票、利率、汇率及其衍

生品为主要投资标的的投资产品，风险可控。 在投资产品存续期间，公司将与

相关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跟踪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严

格控制资金安全。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是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进度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 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建设和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利用上述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

特此公告。

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2月1日

证券代码：

601118

证券简称：海南橡胶 公告编号：

2014-050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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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未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2

月1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海南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垦集团” ）

通知，农垦集团于2014年11月18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公

司股份25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4%；于2014年11月28日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公司股份24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1%，以上两

次合计减持公司股份49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5%。

减持前， 农垦集团持有公司股份2,801,012,024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71.25%，本次减持后，农垦集团持有公司股份2,752,012,024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70.00%。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不涉及信息披

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摘要、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等后续

工作。

特此公告。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

600068

股票简称：葛洲坝 编号：临

2014-060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暨对外投资公告的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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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1月28日,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关于控股子公司签

订合作协议暨对外投资的公告》（临2014-059）。 现对湖北钟厦水泥有限责

任公司基本财务数据补充说明如下：

截至2014年10月31日， 湖北钟厦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资产总计885,070,

050.81元，所有者权益合计174,723,330.82元，负债合计710,346,719.99元，

主营业务收入439,162,813.12元，净利润74,723,330.82元。

本次合作协议暨对外投资中， 湖北钟厦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拟转让的资产

按照《葛洲坝集团水泥有限公司拟收购湖北钟厦水泥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资产

及相关业务项目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4）第3598号]为基础，经甲乙

双方协商后定价。 该评估报告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特此公告。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2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