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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 -

四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 - -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86.14 -165.48 168.47

加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023.60 1,189.08 1,020.61

六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37.46 1,023.60 1,189.08

4、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度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

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

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10,026.00 6,5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1.12

小 计

10,004.88 6,500.00

减

：

所得税费用

（

所得税费用减少以

“

-

”

表示

）

2,501.22 1,625.00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7,503.66 4,875.00

2014年1-9月非经常性损益为滁州市人民政府给予的项目投资补助款和滁州市琅琊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给予的财政奖励款。

2013年非经常性损益为滁州市人民政府给予的项目投资补助款。

2013年、2014年1-9月，滁州创意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77.70万元、-296.38万元。

（二）上海天芮经贸有限公司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天芮经贸最近2年1期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审计报告》。

1、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9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

货币资金

8.20 15.99 30.95

应收账款

935.63 936.08 1,166.03

预付款项

55.43 59.79 12.19

其他应收款

178.83 166.06 181.21

存货

156.92 183.94 94.54

其他流动资产

0.06

流动资产合计

1,335.01 1,361.85 1,484.97

非流动资产

：

-

固定资产

0.17 0.25 0.53

递延所得税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0.17 0.25 0.53

资产总计

1,335.19 1,362.10 1,485.5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流动负债

：

- - -

应付账款

1,174.77 731.10 517.61

应付职工薪酬

3.83 3.53 2.87

应交税费

140.72 61.92 59.49

其他应付款

50.17 655.11 982.82

流动负债合计

1,369.49 1,451.66 1,562.79

负债合计

1,369.49 1,451.66 1,562.79

所有者权益

：

- - -

实收资本

50.00 50.00 50.00

资本公积

50.00 50.00

未分配利润

-84.30 -189.55 -177.2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34.30 -89.55 -77.29

所有者权益合计

-34.30 -89.55 -77.2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335.19 1,362.10 1,485.50

2014年9月30日货币资金余额较2013年降低48.69%，2013年12月31日货币资金余额较2012年12月31日降低48.34%， 主要系天芮经

贸运营资金需求增加导致。 2013年12月31日预付账款余额较2012年12月31日增加390.52%（绝对额增加47.60万元），主要系天芮经贸采

购合同预付事项增加所致。

2014年9月30日其他应收款余额为178.83万元，其中应收关联方洪永刚134.51万元。 该笔款项已于2014年10月收回。

2013年12月31日存货余额较2012年12月31日增加了94.56%，主要系天芮经贸根据2012年的销售情况，增加存货储备所致。

2014年9月30日应付账款余额较2013年12月31日增加60.69%，主要系东方国龙与主要合作的供应商一般在年底结算货款。

2014年9月30日应交税费较2013年12月31日增加了127.26%，主要系应交增值税和所得税增加。

2、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一

、

营业总收入

2,482.95 2,611.51 3,657.13

其中

：

营业收入

2,482.95 2,611.51 3,657.13

二

、

营业总成本

2346.61 2,619.22 3,768.42

其中

：

营业成本

2,041.80 2,264.82 3,148.91

营业税金及附加

9.44 3.46 6.95

销售费用

242.61 280.20 526.74

管理费用

56.80 63.72 56.14

财务费用

0.18 0.30 0.43

资产减值损失

-4.22 6.72 29.25

三

、

营业利润

（

亏损以

“

-

”

号填列

）

136.35 -7.72 -111.29

加

：

营业外收入

2.00 2.00 1.00

四

、

利润总额

（

亏损总额以

“

-

”

号填列

）

138.35 -5.72 -110.29

减

：

所得税费用

33.10 6.54 3.63

五

、

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

”

号填列

）

105.25 -12.26 -113.9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05.25 -12.26 -113.92

2012年、2013年和2014年1-9月天芮经贸营业收入分别为3,657.13万元、2,611.51万元和2,482.95万元。 天芮经贸最近两年及一期营

业收入有所下滑，主要是由于2012年主要客户沃尔玛向天芮经贸的采购下降。

2012年、2013年和2014年1-9月天芮经贸毛利率为13.90%、13.28%和17.77%。 2012年、2013年毛利率较低， 导致天芮经贸出现亏

损。 2014年以来，天芮经贸采取调整产品品类，增加高毛利玩具的销售，扭亏为盈。

2013年销售费用较2012年下降了46.81%，主要系2013年销售收入下降所致。

3、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

2012

年

一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905.31 3,287.86 3,871.65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10 11.48 830.17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907.40 3,299.34 4,701.82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912.80 2,600.05 4,110.49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51.18 58.79 47.35

支付的各项税费

39.79 39.75 43.78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911.42 615.70 547.8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915.19 3,314.29 4,749.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78 -14.96 -47.69

二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 - -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 -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 - 0.24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 - 0.2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 -0.24

三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 -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 -

四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 - -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78 -14.96 -47.93

加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5.99 30.95 78.87

六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20 15.99 30.95

4、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

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

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2.00 2.00 1.00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

日的当期净损益

22.12

小 计

24.12 2.00 1.00

减

：

所得税费用

（

所得税费用减少以

“

-

”

表示

）

0.50 0.50 0.25

少数股东损益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23.62 1.50 0.75

2012年、2013年和2014年1-9月，天芮经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114.67万元、-13.76万元和81.63万元。

（三）杭州宣诚科技有限公司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宣诚科技最近2年1期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审计报告》。

1、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9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

货币资金

160.54 64.43 29.46

应收账款

289.68 259.67 16.50

其他应收款

711.11 273.52 541.62

流动资产合计

1,161.33 597.62 587.58

非流动资产

：

固定资产

61.13 61.99 74.18

无形资产

123.38 262.08 0.34

非流动资产合计

184.51 324.06 74.52

资产总计

1,345.84 921.68 662.10

流动负债

：

短期借款

920.00 420.00 250.00

应付账款

20.00 20.12 -

应付职工薪酬

36.98 111.22 58.74

应交税费

28.74 28.17 1.82

应付利息

1.79 - -

其他应付款

247.08 182.36 273.17

流动负债合计

1,254.59 761.87 583.73

负债合计

1,254.59 761.87 583.73

所有者权益

：

实收资本

1,105.00 519.04 105.26

资本公积

- 30.96 144.74

未分配利润

-1,035.36 -413.13 -172.8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69.64 136.87 77.16

少数股东权益

21.62 22.94 1.21

所有者权益合计

91.25 159.81 78.3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345.84 921.68 662.10

上述主要科目波动较大的原因分析如下：

2014年9月末较2013年末，宣诚科技货币资金余额增加149.19%，绝对额增加96.12万元，这主要系公司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2014年9月末，宣诚科技应收账款余额前五名分别为杭州搬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杭州世坤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浙江精诚模具有限公

司，成都创游科技有限公司，黄岩模具行业协会，上述公司与宣诚科技不存在关联关系。

2014年9月末较2013年末，宣诚科技其他应收款余额增加437.59万元，这主要系新增股东宣剑波的借款233.16万元所致，截至本报告

书签署日，宣剑波已归还上述借款。

2013年末较2012年末，宣诚科技无形资产有大幅上升，这主要系2013年研发了包括《天伐》、《三国物语》、《横扫千军》等游戏，并在

满足会计准则规定的条件下转为无形资产所致。

2013年末较2012年末，宣诚科技应付职工薪酬余额有大幅上升，这主要系2012年部分年终奖金在2012年底之前发放，部分奖金在

2013年发放，而2013年终奖进全部在2014年发放所致。

报告期内，宣诚科技实收资本及资本公积科目余额发生较大变化，主要系新增注册资本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详细原因详见宣诚

科技历史沿革部分的相关叙述。

2、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

2012

年

一

、

营业收入

259.26 972.70 546.33

减

：

营业成本

495.20 468.84 232.92

营业税金及附加

1.22 3.13 21.75

销售费用

- - -

管理费用

274.29 671.31 379.05

财务费用

33.26 22.93 23.41

资产减值损失

9.85 -3.63 11.32

投资收益

- 7.50 -

二

、

营业利润

（

亏损以

“

-

”

号填列

）

-554.56 -182.20 -122.11

加

：

营业外收入

7.32 2.00 11.56

减

：

营业外支出

76.31 15.72 0.23

三

、

利润总额

（

亏损总额以

“

-

”

号填列

）

-623.56 -195.93 -110.79

所得税费用

- 24.93 -

四

、

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

”

号填列

）

-623.56 -220.86 -110.79

其中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22.24 -240.29 -104.09

上述主要科目波动较大的原因分析如下：

报告期内，宣诚科技营业收入变化较大。 其中，2013年度较2012年度增长78.04%，绝对额增加426.37万元，主要系2013年与杭州搬客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451万元的软件开发合同所致；2014年1-9月较2013年度减少73.35%，绝对额减少713.45万元，除了软件收入较

2013年度大幅减少外，主要系2014年主要游戏产品均处于研发过程中，没有新的游戏产品上线导致收入锐减所致。

2013年较2012年，宣诚科技管理费用大幅增长，主要系该期研发产品增加导致办公经费增加、相应的人员工资增加以及宣诚科技在

广告宣传方面的投入增加所致。

2014年1-9月较2013年，宣诚科技营业外支出增加较多，主要系本期内向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款项75万元所致。

3、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

2012

年

一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72.22 784.29 543.73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2.26 278.29 292.75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44.47 1,062.58 836.48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10.35 217.89 40.00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463.88 621.98 274.40

支付的各项税费

20.60 49.15 30.2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19.12 175.40 609.0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113.95 1,064.42 953.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69.48 -1.84 -117.16

二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

额

- -1.77 -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3.39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1.77 3.39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158.23 409.09 82.04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58.23 409.09 82.0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8.23 -410.86 -78.65

三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555.00 300.00 150.00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500.00 170.00 5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55.00 470.00 200.00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31.27 22.30 22.68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1.27 22.30 22.6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23.73 447.70 177.32

四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0.10 -0.04 -0.05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96.12 34.96 -18.53

加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4.43 29.46 47.99

六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60.54 64.43 29.46

4、非经常性损益情况及扣非净利润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公司正常经营

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

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

7.17 2.00 11.56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

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 - -4.14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

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

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 -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6.17 -15.55 -0.23

小计

-69.00 -13.55 7.19

减

：

所得税费用

（

所得税费用减少以

“

-

”

表

示

）

0.02 - 1.08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69.02 -13.55 6.11

其中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净

额

-69.03 -13.55 6.11

由上表可知，除2014年1-9月外，宣诚科技非经常性损益金额较小，2014年非经常性损益主要系其对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的捐赠款

项。

2012年、2013年和2014年1-9月宣诚科技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110.20万元、-226.74万元和

-553.21万元。

四川长城国际动漫游戏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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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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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会议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表决方式；

2、本次股东大会存在控股股东桑德集团有限公司提议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4年12月23日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12月22日15:00至2014年12月23日15:00； 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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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3日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2014年12月22日15:00至2014年12月23日15:00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金桥科技产业基地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投票与现场记名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文一波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89人， 代表股份440,618,619股， 占股份总数的

52.2297%。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7人，代表股份382,488,671股，占公司股本总数

的45.339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2人，代表股份58,129,948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6.8906%。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5%的股东）共88人，代表股份61,398,58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2780%。

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公司聘请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

所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出席人员资格等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股东桑德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其所代表的股份数379,

220,030股未计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同意61,332,2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20％；反对54,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881%；弃权12,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对本议案表决情

况为：同意61,332,2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20%；反对54,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1%；弃权12,22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9%。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二）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股东桑德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其所代表的股份数379,

220,030股未计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同意61,332,0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17％；反对54,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881%；弃权12,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对本议案表决情

况为：同意61,332,0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17%；反对54,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1%；弃权12,42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

2、发行价格与定价原则；

同意61,317,0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72％；反对69,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1125%；弃权12,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对本议案表决情

况为：同意61,317,0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72%；反对69,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5%；弃权12,42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

3、发行股票的数量及发行对象；

同意61,332,0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17％；反对54,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881%；弃权12,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对本议案表决情

况为：同意61,332,0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17%；反对54,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1%；弃权12,42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

4、认购方式；

同意61,332,0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17％；反对54,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881%；弃权12,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对本议案表决情

况为：同意61,332,0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17%；反对54,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1%；弃权12,42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

5、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同意61,332,0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17％；反对54,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881%；弃权12,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对本议案表决情

况为：同意61,332,0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17%；反对54,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1%；弃权12,42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

6、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同意61,332,0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17％；反对54,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881%；弃权12,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对本议案表决情

况为：同意61,332,0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17%；反对54,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1%；弃权12,42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

7、认购股份的限售期；

同意61,332,0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17％；反对54,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881%；弃权12,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对本议案表决情

况为：同意61,332,0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17%；反对54,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1%；弃权12,42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

8、上市地点；

同意61,332,0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17％；反对54,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881%；弃权12,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对本议案表决情

况为：同意61,332,0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17%；反对54,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1%；弃权12,42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

9、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安排；

同意61,317,0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72％；反对69,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1125%；弃权12,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对本议案表决情

况为：同意61,317,0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17%；反对54,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5%；弃权12,42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

10、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限；

同意61,332,0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17％；反对54,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881%；弃权12,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对本议案表决情

况为：同意61,332,0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17%；反对54,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1%；弃权12,42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股东桑德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其所代表的股份数379,

220,030股未计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同意61,331,8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13％；反对54,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881%；弃权12,6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对本议案表决情

况为：同意61,331,8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13%；反对54,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1%；弃权12,62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6%。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股东桑德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其所代表的股份数379,

220,030股未计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同意61,331,8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13％；反对54,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881%；弃权12,6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对本议案表决情

况为：同意61,331,8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13%；反对54,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1%；弃权12,62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6%。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订附生效条件之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股东桑德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其所代表的股份数379,

220,030股未计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同意61,331,8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13％；反对54,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881%；弃权12,6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对本议案表决情况

为：同意61,331,8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13%；反对54,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1%；弃权12,6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6%。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湖北一弘水务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股东桑德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其所代表的股份数379,

220,030股未计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同意61,331,8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13％；反对66,3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1080%；弃权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对本议案表决情

况为：同意61,331,8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13%；反对66,

3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0%；弃权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同意440,544,9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33％；反对54,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3%；弃权19,5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对本议案表决情

况为：同意613249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00%；反对54,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1%；弃权19,5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8%。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桑德集团有限公司需要有限公司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股东桑德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其所代表的股份数379,

220,030股未计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同意61,331,8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13％；反对54,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881%；弃权12,6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对本议案表决情

况为：同意61,331,8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13%；反对54,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1%；弃权12,62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6%。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股东桑德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其所代表的股份数379,

220,030股未计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同意61,331,8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13％；反对54,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881%；弃权12,6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对本议案表决情

况为：同意61,331,8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13%；反对54,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1%；弃权12,62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6%。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香港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440,551,8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49％；反对54,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3%；弃权12,6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对本议案表决情

况为：同意61,331,8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13%；反对54,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1%；弃权12,62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6%。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批准相关审计报告及评估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股东桑德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其所代表的股份数379,

220,030股未计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同意61,331,8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13％；反对54,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881%；弃权12,6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对本议案表决情

况为：同意61,331,8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13%；反对54,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1%；弃权12,62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6%。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

议案》；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股东桑德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其所代表的股份数379,

220,030股未计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同意61,331,8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13％；反对54,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881%；弃权12,6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对本议案表决情

况为：同意61,331,8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13%；反对54,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1%；弃权12,62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6%。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豁免桑德集团有限公司需要有限公司要约收购的议案》；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股东桑德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其所代表的股份数379,

220,030股未计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同意61,331,8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13％；反对54,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881%；弃权12,6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对本议案表决情

况为：同意61,331,8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13%；反对54,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1%；弃权12,62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6%。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440,561,8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1％；反对44,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0%；弃权12,6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对本议案表决情

况为：同意61,341,8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76%；反对44,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8%；弃权12,62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6%。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440,554,9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6％；反对44,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0%；弃权19,5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对本议案表决情

况为：同意61,334,9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63%；反对44,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8%；弃权19,554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8%。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成员的议案》；

同意440,539,5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1％；反对66,4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1%；弃权12,6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对本议案表决情

况为：同意61,319,5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713%；反对66,

4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2%；弃权12,62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6%。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桑德国际有限公司合资设立外商投资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暨关联交

易事项的议案》；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股东桑德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其所代表的股份数379,

220,030股未计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同意61,341,8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76％；反对44,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718%；弃权12,6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0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对本议案表决情

况为：同意61,341,8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76%；反对44,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8%；弃权12,62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6%。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十八）审议通过了《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同意434,852,4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913％；反对2,689,787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105%；弃权3,076,3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98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对本议案表决情

况为： 同意55,632,42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6086%； 反对2,

689,7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809%；弃权3,076,382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105%。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十九）审议通过了《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同意434,852,4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913％；反对2,689,787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105%；弃权3,076,3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98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对本议案表决情

况为： 同意55,632,42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6086%； 反对2,

689,7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809%；弃权3,076,382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105%。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二十）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434,852,4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913％；反对2,689,787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105%；弃权3,076,3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98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对本议案表决情

况为： 同意55,632,42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6086%； 反对2,

689,7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809%；弃权3,076,382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105%。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表决说明：

第1—14项议案、第17—20项议案事项属于需以特别决议方式通过的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第15、16项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

之一以上，前述议案获表决通过。

四、律师现场见证情况：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杜进律师、朱赞律师就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股东大会

出席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进行了审核、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及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决议内容等相关事项均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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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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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具体如下：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熊猫

平板”项目二次变更暨关联交易事宜的议案变更了2014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中关于冠捷投资与熊

猫液晶共同投资的项目发生变更暨关联交易事宜的议案所涉及的其他股东出资情况以及引入新合作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4-081号公告《关于熊猫平板项目二次变更暨关联交易事宜的公告》）。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14年12月23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的时间：2014年12月22日－2014年12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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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3日上午9:30－11:

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12月22日下午

15:00－2014年12月23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工业园长城电脑大厦5楼

3、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5、主 持 人：董事长杨军先生

6、会议通知情况：公司董事会于2014年12月6日、2014年12月1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14年度第五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2014-076）、《关于召开2014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2014-085），公告了2014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及投票表决的方式和方法。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8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750,760,71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56.721%。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5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713,897,501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的53.936%；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为23人，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36,863,21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785%。

2、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会议提案进行了投票表决， 具体表决情

况如下：

（一）特别决议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同意749,846,4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8%；反对686,90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 弃权227,4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

中小股东（即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6,

198,4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36%；反对68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1%； 弃权227,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3%。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逐项表决）

关联股东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票713,647,921股）、杜和平先生（控股股

东高管，持有公司股票41,800股）、周庚申先生（公司高管，持有公司股票31,680股）回避表决。

因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唯一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且其在该议案需回避表决，因此本

议案的总体表决情况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同意36,124,91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31%；反对724,700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7%；弃权189,7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51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2）发行方式

同意36,124,91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31%；反对724,700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7%；弃权189,7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51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同意36,124,91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31%；反对724,700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7%；弃权189,7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51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4）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同意36,124,91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31%；反对724,700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7%；弃权189,7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51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5）发行数量

同意36,124,91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31%；反对724,700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7%；弃权189,7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51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6）锁定期安排

同意36,124,91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31%；反对724,700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7%；弃权189,7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51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7）上市地点

同意36,124,91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31%；反对724,700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7%；弃权189,7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51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8）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同意36,124,91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31%；反对670,800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1%；弃权243,6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658%。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9）本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限

同意36,124,91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31%；反对724,700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7%；弃权189,7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51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10）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同意36,124,91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31%；反对724,700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7%；弃权189,7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512%。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杜和平先生、周庚申先生回避表决。

因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唯一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且其在该议案需回避表决，因此本

议案的总体表决情况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6,124,91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31%；反对676,900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8%；弃权237,5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641%。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4、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关联股东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杜和平先生、周庚申先生回避表决。

因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唯一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且其在该议案需回避表决，因此本

议案的总体表决情况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6,124,91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31%；反对676,900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8%；弃权237,5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641%。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公司与中国电子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关联股东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杜和平先生、周庚申先生回避表决。

因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唯一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且其在该议案需回避表决，因此本

议案的总体表决情况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6,124,91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31%；反对623,000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2%；弃权291,4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787%。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关联股东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杜和平先生、周庚申先生回避表决。

因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唯一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且其在该议案需回避表决，因此本

议案的总体表决情况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6,124,91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31%；反对623,000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2%；弃权291,4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787%。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中国电子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的议案

关联股东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杜和平先生、周庚申先生回避表决。

因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唯一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且其在该议案需回避表决，因此本

议案的总体表决情况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6,124,91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31%；反对676,900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8%；弃权237,5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641%。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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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关联股东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杜和平先生、周庚申先生回避表决。

因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唯一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且其在该议案需回避表决，因此本

议案的总体表决情况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6,124,91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31%；反对623,000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2%；弃权291,4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787%。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9、关于子公司长城能源投资建设光伏电站系列项目并设立配套项目公司的议案（逐项表决）

关联股东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杜和平先生、周庚申先生回避表决。

因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唯一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且其在该议案需回避表决，因此本

议案的总体表决情况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长城能源投资建设江西宜丰现代农业大棚光伏发电项目并配套设立全资项目公司

同意36,124,91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31%；反对854,900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8%；弃权59,5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61%。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2）长城能源投资建设江西上高生态光伏发电项目并配套设立全资项目公司

同意36,124,91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31%；反对801,000股，占

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3%；弃权113,4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306%。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3）长城能源投资建设江西分宜生态光伏发电项目并配套设立全资项目公司

同意36,124,91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31%；反对801,000股，占

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3%；弃权113,4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306%。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4）长城能源投资建设湖北仙桃生态光伏发电项目并配套设立全资项目公司

同意36,124,91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31%；反对801,000股，占

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3%；弃权113,4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306%。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1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749,847,9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8%；反对623,00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 弃权289,8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6,199,9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40%；反

对62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9%；弃权28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1%。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修订后

的全文详见同日登载于www.cninfo.com.cn的《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二）普通决议议案表决情况

11、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截止2014年9月30日）

同意749,846,3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8%；反对623,00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 弃权291,4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6,198,3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36%；反

对62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9%；弃权29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5%。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12、关于聘请信永中和为公司2014年度财务审计单位及内部控制审计单位的议案

同意749,846,3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8%；反对676,90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 弃权237,5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6,198,3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36%；反

对67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4%；弃权23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0%。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13、关于冠捷投资与桑菲通信订立主供应商协议暨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因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唯一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且其在该议案需回避表决，因此本

议案的总体表决情况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6,198,39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36%；反对623,000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9%；弃权291,4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785%。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14、关于冠捷投资与京华信息订立采购协议暨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因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唯一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且其在该议案需回避表决，因此本

议案的总体表决情况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6,198,39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36%；反对623,000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9%；弃权291,4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785%。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15、关于“熊猫平板”项目二次变更暨关联交易事宜的议案

关联股东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杜和平先生、周庚申先生回避表决。

因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唯一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且其在该议案需回避表决，因此本

议案的总体表决情况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6,124,91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31%；反对623,000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2%；弃权291,4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787%。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16、关于冠捷投资放弃熊猫平板股权之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事宜的议案

关联股东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杜和平先生、周庚申先生回避表决。

因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唯一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且其在该议案需回避表决，因此本

议案的总体表决情况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6,124,91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31%；反对623,000股，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2%；弃权291,4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787%。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17、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750,760,718股， 投票

表决情况如下：

候选人 获得的总选举票数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获得的中小股东选举

票数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表决结果

杨军 713,897,504 95.090% 249,583 0.672% 当选

杨林 713,897,502 95.090% 249,581 0.672% 当选

靳宏荣 713,897,502 95.090% 249,581 0.672% 当选

钟际民 713,897,502 95.090% 249,581 0.672% 当选

周庚申 713,897,504 95.090% 249,583 0.672% 当选

吴列平 713,897,502 95.090% 249,581 0.672% 当选

18、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750,760,718股， 投票

表决情况如下：

候选人 获得的总选举票数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获得的中小股东选举

票数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表决结果

虞世全 713,897,502 95.090% 249,581 0.672% 当选

冯科 713,897,502 95.090% 249,581 0.672% 当选

蓝庆新 713,897,502 95.090% 249,581 0.672% 当选

19、关于选举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750,760,718股， 投票

表决情况如下：

候选人 获得的总选举票数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获得的中小股东选举

票数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表决结果

马跃 713,897,502 95.090% 249,581 0.672% 当选

韩宗远 713,897,502 95.090% 249,581 0.672% 当选

20、关于第六届董事会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同意749,846,3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8%；反对676,90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 弃权237,5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6,198,3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36%；反

对67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4%；弃权23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0%。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21、关于第六届监事会监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同意749,846,3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8%；反对676,90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 弃权237,5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6,198,3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36%；反

对67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4%；弃权23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0%。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及律师姓名：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李瑮蛟律师、赫敏律师

2、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14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2、公司2014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3、公司2014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4、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