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15年2月10日 星期二

信息披露

isclosure

B009

D

证券代码：002016� � � �证券简称：世荣兆业 公告编号：2015-006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4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

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

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421,053,061.32 972,969,484.95 -56.72

营业利润 6,698,148.00 945,190,495.89 -99.29

利润总额 7,157,242.54 944,600,523.23 -99.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700,684.71 554,450,764.90 -97.3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228 0.8582 -97.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3% 39.91% -38.9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4,527,653,402.29 3,562,292,557.15 2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560,171,896.42 1,597,158,862.27 -2.32

股本 646,095,632.00 646,095,632.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2.41 2.47 -2.43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未发生经营方面的重大变化；公司财务状况良

好，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资产负债率61.66%，处于合理水平。 报告期公司净利

润较上期下降，主要是因为上期有大额的股权转让收益（非经常性损益），而

本报告期不存在。

（二）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

1、本报告期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56.72%，主要原因系可结转的商

品房销售收入减少。

2、本报告期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较上

年同期减少99.29%、99.24%和97.35%，主要原因系去年有股权转让收益，本年

则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2014年度业绩预告预计

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日

华富货币市场基金“春节”假期结束恢复

申购及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2月1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富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华富货币

基金主代码 410002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华富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和《华富货

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

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15年2月25日

恢复转换转入日 2015年2月25日

恢复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

原因说明

恢复基金的正常运行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敬请投资者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交易跨越假期带来不便。

如有疑问，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021-50619688，400-700-8001或登陆

网站www.hffund.com获取相关信息。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基金管理人。

特此公告。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2月10日

华富货币市场基金“春节”假期前暂停申购

及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2月1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富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华富货币

基金主代码 410002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华富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和《华富货币

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5年2月16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5年2月13日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

原因说明

为保护投资人的利益

注：在本基金暂停申购和转入期间，本基金作为转出方的转换业务、赎回

业务等其他业务仍照常办理。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敬请投资者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交易跨越假期带来不便。

如有疑问，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021-50619688，400-700-8001或登陆

网站www.hffund.com获取相关信息。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基金管理人。

特此公告。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2月10日

关于暂停国开泰富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申购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2月1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开泰富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开货币

基金主代码 000901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开泰富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

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

及 《国开泰富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国开泰富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招募

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5年2月16日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15年2月16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

暂停赎回起始日 -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暂停（大额）申购的原因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2015年部分节假日放

假和休市安排的通知》（证监办发〔2014〕94

号）及沪深证券交易所休市安排，为保护基金

份额持有人的利益,2015年2月16日至2月17日

暂停国开泰富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的申购

业务。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国开货币A 国开货币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0901 000902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

注：1、自2015年2月25日起，本基金恢复办理申购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

公告。

2、在此期间，本基金的赎回业务及其他业务仍照常办理。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应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交易不便造成的损失。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暂停申购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

基金的详细情况， 请登录公司网站（www.cdbsfund.com）仔细阅读本基金

的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或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热线（010-59363299）

进行查询。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

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开泰富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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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第一期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发行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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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发行不超过85亿元债券（其

中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即私募债券不超过50亿元） 事项， 已经公司于

2014年3月2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2014年5月22日召开的

201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批准， 并分别于2014年3月29日和2014年5月23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了相

关公告。

一、本次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注册情况

公司于2014年11月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

协会” ）下发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4]PPN570号），交易商协

会决定接受公司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注册。 《接受注册通知书》中明确：

公司本次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注册金额为50亿元， 注册额度自交易商协

会发出《接受注册通知书》之日起2年内有效，由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北

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可分期发行，首

期发行应在注册后6个月内完成。

二、本次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情况

根据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4]

PPN570号）文件，公司于2015年2月5日成功发行了2015年度第一期非公开定

向债务融资工具，发行结果如下：

发行要素

名称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第一期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

工具

简称 15金隅PPN001

代码 031569004 期限 3年

起息日 2015年2月6日 兑付日 2018年2月6日

计划发行总额 20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20亿元

发行利率

5.50%(发行日1年期SHIBOR+0.

7170%)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

申购情况

合规申购家数 2家 合规申购金额 20亿

最高申购价位 5.5% 最低申购价位 5.5%

有效申购家数 2家 有效申购金额 20亿

簿记管理人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如有）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日

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1.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

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

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1.2�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安信信托 600816 鞍山信托、G*ST安信、G安信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武国建

电话 021-63410710

传真 021-63410712

电子信箱 ax600816@126.com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4年末 2013年末

本期末比上年同期末增

减（%）

2012年末

总资产 2,953,944,097.71 1,600,461,535.85 84.57 951,142,639.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804,637,335.34 864,764,327.36 108.69 630,573,504.98

2014年 2013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2012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74,732,211.97 384,260,225.60 -54.53 152,209,207.72

营业收入 1,809,379,782.37 837,626,294.81 116.01 475,305,400.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023,527,923.64 279,601,800.18 266.07 107,683,360.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028,401,788.98 228,735,380.03 349.60 31,863,075.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76.89 37.40 增加39.49个百分点 18.67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元／股）

2.2539 0.6157 266.07 0.2371

稀 释 每 股 收 益

（元／股）

2.2539 0.6157 266.07 0.2371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

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3,22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五个交易日末的股东总数（户） 50,228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上海国之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96 149,670,672 无

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其他 0.806 3,659,997 无

重庆振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01 2,727,300 无

吴 滨 境内自然人 0.419 1,902,620 无

余晓平 境内自然人 0.329 1,494,767 无

顾立尔 境内自然人 0.317 1,439,442 无

张玉龙 境内自然人 0.303 1,377,764 无

寿 邹 境内自然人 0.299 1,356,439 无

刘树全 境内自然人 0.297 1,348,418 无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信成长2014-27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288 1,310,00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股东中上海国之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实际控制人高天国先生控制的企业，其余股东本公司

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的情况。

2.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报告期，公司完成了历时六年的重新登记（换发新的金融许可证）及更

名工作；启动了向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拟非公开发行2.5亿股新股，

该事项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已获银监会行政许可、监管意见书、中

国证监会正式受理；2014年7月实施了2013年度利润分配， 现金分红比例

32.48%。 董事会和管理层继续完善公司治理，规范运作，优化业务结构，加大业

务创新力度，进一步明确产融结合的盈利模式，精炼企业文化，提升品牌形象，

增加团队凝聚力。

公司2014年度共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80,938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02,353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180,464万元，实现每股收益2.25

元，取得了公司自成立以来的最好业绩。

2015年，公司将在巩固现有经营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对业务转型创新、风

险管控、营销能力、渠道拓展、人才建设等方面进行升级和完善。 公司力争实现

目标净利润12亿元。 公司将继推进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完成增资扩股；继续

增强营销和财富管理能力，全面拓展财富管理职能，为公司向现代化财富管理

机构的彻底转型夯实基础；继续加大业务转型创新的力度，筛选优质项目，升级

业务模式；继续严格落实风险防控，推进风险处置；做好信息披露，及时传达正

确信息，切实维护公司股东和客户的利益；继续引进优秀人才，完善激励机制。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

明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 不适用

4.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

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 不适用

4.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

出具体说明。

√ 不适用

4.4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

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说明。

√ 不适用

2014年度信托业务年度报告

（未经审计）

一、信托财务报表

1、信托项目资产负债汇总表

2、信托项目利润及利润分配汇总表

二、编制基础

公司以信托业务实际发生的交易和事项， 按财政部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

则》的规定进行确认和计量，在此基础上编制信托财务报表。

三、会计报表中重要项目的明细资料

1、信托资产

金额单位：万元

信托资产 期初数 期末数

集合 2,370,692.72 3,134,730.73

单一 9,119,703.80 11,756,419.47

财产权 91,065.17 223,966.04

合计 11,581,461.69 15,115,116.24

1.1�主动管理型信托业务的信托资产

金额单位：万元

主动管理型信托资产 期初数 期末数

证券投资类

其他投资类 1,740,162.88 2,686,150.59

融资类 1,846,140.63 1,324,511.54

事务管理类

合计 3,586,303.51 4,010,662.13

1.2�被动管理型信托业务的信托资产

金额单位：万元

被动管理型信托资产 期初数 期末数

证券投资类

其他投资类 94,002.84 52,232.49

融资类 357,500.17 333,279.25

事务管理类 7,543,655.17 10,718,942.37

合计 7,995,158.18 11,104,454.11

2、本年度已清算结束的信托项目

金额单位：万元

已清算结束信托项目 项目个数 实收信托合计金额 加权平均实际年化收益率

集合类 5 190,146.00 9.95%

单一类 142 3,396,347.00 7.61%

财产管理类 2 30,490.00 0.00%

2.1�本年度已清算结束的主动管理型信托项目

金额单位：万元

已清算结束信托项

目

项目个数 实收信托合计金额 加权平均实际年化信托报酬率 加权平均实际年化收益率

证券投资类 - - - -

其他投资类 5 210,000.00 0.27% 10.39%

融资类 35 759,291.00 2.66% 10.30%

事务管理类 - - - -

2.2�本年度已清算结束的被动管理型信托项目

金额单位：万元

已清算结束信托项

目

项目个数 实收信托合计金额 加权平均实际年化信托报酬率 加权平均实际年化收益率

证券投资类 - - - -

其他投资类 - - - -

融资类 6 152,000.00 0.45% 6.20%

事务管理类 103 2,495,692.00 0.64% 7.49%

3、本年度新增信托项目

金额单位：万元

新增信托项目 项目个数 实收信托合计金额

集合类 16 516,766.00

单一类 111 6,135,230.74

财产管理类 19 160,390.00

新增合计 146 6,812,386.74

其中：主动管理型 48 1,051,695.74

被动管理型 98 5,760,691.00

4、信托资产运用与分布表

金额单位：万元

资产运用 金额 占比（%） 资产分布 金额 占比（%）

货币资金 308,409.78 2.04% 基础产业 2,500,415.04 16.54%

贷款 9,827,077.55 65.01% 房地产 1,505,655.25 9.96%

交易性金融资产 0.00% 证券市场 -

可用出售金融资产 55,440.00 0.37% 实业 10,003,644.06 66.19%

持有至到期投资 736,715.14 4.87% 金融机构 0.00%

长期股权投资 986,481.20 6.53% 其他 1,105,401.89 7.31%

其他 3,200,992.57 21.18%

信托资产总计 15,115,116.24 100.00% 信托资产总计 15,115,116.24 100.00%

四、关联关系及其交易

1、信托与关联方交易情况

本期无信托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

2、信托公司自有资金运用于自已管理的信托项目、信托公司管理的信托项

目之间关联交易情况

本期无固有与信托财产之间的交易。

五、主要财务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值（％）

加权年化信托报酬率 1.02%

六、本公司履行受托人义务情况及因本公司自身责任而导致的信托资产损

失情况

近年来，部分信托业务受宏观经济面影响，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流动性风险。

对此，本公司已制定相应的风险管理策略，并建立了有效的危机处理机制。公司

根据《信托法》及《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信托文件的规定，在

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时，履行了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

没有发生任何损害受益人利益的情况，也无自身责任而导致信托财产损失的情

况。

七、信托赔偿准备金的提取、使用和管理情况

根据2008年11月18日召开的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修改后的公司章

程规定， 我公司从2008年度起按母公司税后净利润5%提取信托赔偿准备金。

本年度提取信托赔偿准备金5,117.64万元，信托赔偿准备金余额为8,854.00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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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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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15年2月9日在

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九名董事全部参加书面表决，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和《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通过如

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公司2014年度归属于母

公司净利润为102,352.79万元，母公司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104,412.43万元。

本年度拟以2014年末总股本454,109,778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7元（含税），共派发现金红利317,876,844.60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

转下一年度。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度经营管理工作总结及2015年度工作要点》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董事会风险控制与审计委员会2014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

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通过《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审议通过《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稽核审计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审议通过《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15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从公司审计工作的持续、完整的角度考虑，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为公司2015年度报告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15年

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企业内部

控制规范体系的要求，考虑公司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持续、完整，续聘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5年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专项说

明》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批准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相关决议》的议案

2014年度公司管理层勤勉尽职，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净利润与上年相比增

幅超过260%，公司治理水平稳步提升，实现了固有业务与信托业务的安全、有

效运行。未发现上述人员在履行职责时有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行为。

关联董事王少钦、杨晓波、赵宝英、高超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高超女士为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根据总裁提名，聘任高超女士为公司副总裁。

董事高超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董玉舸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根据总裁提名，聘任董玉舸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六、审议通过《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合规风险评估报告》的

议案

根据行业监管要求，公司对2014年度合规风险工作进行了自我评估。 本报

告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报送行业监管部门。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七、审议通过《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薪酬激励方案》的议案

为了推动经营业绩不断上升，更好地保留和吸引优秀人才，秉承内部公平

性、外部竞争性、成本合理性和激励有效性的宗旨，建立市场化的薪酬激励机制

方案，公司制定了《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薪酬激励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组织结构优化调整》的议案

为适应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积极应对市场的变化，构筑可持续发展的

经营环境，拟对公司的组织机构进行优化调整，成立金融市场部、品牌市场部

和资金运营部，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对公司组织结构根据需要及时优化调

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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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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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5年2月9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公司3名监事全部参加书面

表决。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监事审议，通过如下决

议：

1、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

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通过《监事会对2014年度公司有关事项的意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15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7、审议通过《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15年度内

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8、审议通过《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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