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票代码：

002063

证券简称：远光软件 公告编号：

2015-026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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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提议，公司定于

2015年5月12日（星期二）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15

年4月18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本次股东大会

将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对本次股东大会提示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5月12日(星期二)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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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12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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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11日(星期一)下午15:

00至2015年5月12日(星期二)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股权登记日：2015年5月6日（星期三）

4、现场会议地点：公司四楼会议室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

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

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

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二、出席会议对象

1、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5月6日，凡2015年5月6日(星期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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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自出席现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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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在网络投票时间参加网络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

3、列席人员：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聘请的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

宾。

三、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2、审议《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审议《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审议《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本议案需以特别决议案审议通过

6、审议《关于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7、审议《关于对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进行预计的议案》

8、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本议案需以特别决议案审议通过

注： 以上第1项到第7项议案经2015年4月17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情况详见2015年4月18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的公告； 第8项议案经2014年12月2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情况详见2014年12月27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的公告。 其中议案5、6、7项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

重大事项，公司将实行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将于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时同时公开披露。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作述职报告。

四、出席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15年5月11日上午9:00-11:30、下午14:00-17:00；

2、登记方式：

（1）自然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2）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

托、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3）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身份证、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4）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

3、登记地点：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及法律事务部

信函登记地址：证券及法律事务部，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 字样。

通讯地址：广东省珠海市科技创新海岸远光软件园证券及法律事务部

邮政编码：519085

传真号码：0756-3399666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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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 网络投票

程序如 下: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063

（2）投票简称：远光投票

（3）投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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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12

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

申购业务操作。

（4）投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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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对

表 决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投票代码 证券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362063

远光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5）具体投票程序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具体如下：

①输入买入指令；

②输入证券代码；

③在“买入价格” 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100.00元代表

总议案，1.00元代表议案1，2.00元代表议案2，以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

价格分别申报。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

可以只对“总议案” 进行投票。本次股东大会需表决的议案事项及对应申报价

格如下表所示：

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议案

1、

议案

2、

议案

3、

议案

4、

议案

5、

议案

6、

议案

7、

议案

8 100.00

议案

1

审议

《2014

年年度报告

》

及摘要

1.00

议案

2

审议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议案

3

审议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议案

4

审议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00

议案

5

审议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5.00

议案

6

审议

《

关于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 6.00

议案

7

审议

《

关于对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进行预计的议案

》 7.00

议案

8

审议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8.00

注： 对总议案100.00元进行投票视为对会议所有审议事项表达相同意见

的一次性表决。

④在“委托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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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申报股数

1

股

2

股

3

股

（6）投票规则

①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的有效投票为准。即如果

股东先对一项或多项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已先投票的一项

或多项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

果股东先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再对一项或多项议案进行表决，则以总议案

的表决为准。

②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

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③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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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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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5月11日15:00，结束时间

为2015年5月12日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圳证

券交易所数字证书” 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股东获取身份认

证的具体流程如下：

①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填写 “姓

名” 、“证券账户号” 、“身份证号” 等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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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数的

“

激活校验码

”

该服务密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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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股东根据获取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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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 。

②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选择“用户密码登陆” ，输入您的“证券账

号” 和“服务密码” ；已申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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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其他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

费用自理；

（2）会议咨询：公司证券及法律事务部

联系电话：0756-3399888-6202

联系人：周海霞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7日

附：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远光软件股份有

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单位）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

票。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形式方式做出具体指示，受托人可行使酌情裁量

权，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投票赞成或反对某议案或弃权。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1

审议

《2014

年年度报告

》

及摘要

2

审议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

审议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

审议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

审议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6

审议

《

关于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

7

审议

《

关于对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进行预计的议案

》

8

审议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会议审议通过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 � � � � � �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注：

1、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如欲投票反

对议案，请在“反对”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

权”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

公章。

股票代码：

002246

股票简称：北化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16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15年4月18日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2014年度股东大会

会议通知》， 定于2015年5月15日下午14:00—16:00召开公司2014年年度股

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现就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相关事宜提示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集人：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有关法律、 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5月15日（星期五）下午14:00—16: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5月14日—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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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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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14日下午15:00�至5月15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四）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工业园区三色路209号火炬

动力港A区8栋9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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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投票规则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不能重复

投票。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七）股权登记日：2015年5月7日（星期四）

（八）出席对象：

1、截止2015年5月7日下午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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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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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故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书面授权代理人

出席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可不必是公司的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议案名称

1、《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杨庆英女士、郭宝华先生、唐雪松先生向董事会提交了《独

立董事述职报告》并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

2、《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2014年度财务决算和2015年度财务预算》；

4、《2014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5、《2014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6、《关于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7、《关于聘任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8、《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14年度薪酬的议案》；

9、《关于增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上述议案中：

1、议案6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2、根据《公司章程》、《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 年修订）》及《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要求，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

票，单独计票结果将及时公开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第十一次董事会和第三届第八次监事会审议通

过并提请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4月18日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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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特别强调事项

公司股东既可参与现场投票， 也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

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2015年5月13日上午9:00—11:00，下午14:00—17:00。

（三）登记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工业园区三色路209号火炬动力港南

区8栋9楼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四）登记手续：

1、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持本

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和委托人身份证。

2、法人股股东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

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将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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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

并对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进行具体说明：

（一）采用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1、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5

月15日上午9:30� 至11:30，下午13:00� 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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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

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数量

362246

北化投票 买入 对应议案序号 对应表决意见

3、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1）整体与分拆表决

① 整体表决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362246

北化投票 总议案

（

议案

1

至议案

9） 100.00

元

② 分拆表决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1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1.00

元

2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2.00

元

3 《2014

年度财务决算和

2015

年度财务预算

》； 3.00

元

4 《2014

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 4.00

元

5 《2014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 5.00

元

6 《

关于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6.00

元

7 《

关于聘任

201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7.00

元

8 《

关于公司董事

、

监事

2014

年度薪酬的议案

》； 8.00

元

9 《

关于增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9.00

元

（2）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赞成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1

股

2

股

3

股

4、计票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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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

准；如果网络投票中重复投票，也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1、投票程序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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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

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1）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登陆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密

码服务” 专区注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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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通过深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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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5分钟后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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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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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

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①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 选择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投票” ；

②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选择“用户名密码登录” ，输入您的“证券账

户号” 和“服务密码” ；已申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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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14�

日下午15:00�至5月15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投票注意事项

（一）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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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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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1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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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六、其他事项

1、联系方式

联 系 人：李小燕、陈艳艳

联系电话：028-85925760、85925759

联系传真：028-85925759

联系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工业园区三色路209号火炬动力港南区8栋9

楼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邮 编：610063

2、会议费用：与会股东交通、食宿费自理。

特此公告。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八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在下述授权范围内代表本人/本公司

出席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 对以下议案以投票

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1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2014

年度财务决算和

2015

年度财务预算

》；

4 《2014

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

5 《2014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

6 《

关于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7 《

关于聘任

201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8 《

关于公司董事

、

监事

2014

年度薪酬的议案

》；

9 《

关于增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说明：在各“表决意见” 栏中，“赞成” 用“√” 表示；“反对” 用“×” 表

示；弃权用“○” 表示；不填表示弃权。

委托人盖章/签字： 受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注：1、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

结束。

2、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3、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

002274

证券简称：华昌化工 公告编号：

2015-022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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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15年4月16日在张家港市华昌东方广场四楼公司会议

室召开，会议决定于2015年5月12日召开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本次股东

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5月12日（星期二）下午：13:00—16:00。

网络投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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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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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11日15:00至2015年5月12

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股权登记日：2015年5月7日

6、现场会议地点：张家港市华昌东方广场四楼公司会议室（江苏省张家

港市人民东路11号）

7、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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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其中，网络投票包含证券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同一

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表决为准。

二、出席会议对象

（一）截止2015年5月7日下午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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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东。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书面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或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授权委托

书式样附后（见附件）。

（二）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三、会议议程及审议事项：

1、审议《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2、审议《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4、审议《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审议《关于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审议《关于2014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7、审议《关于2014年度独立董事津贴方案》；

8、审议《关于2014年度监事薪酬方案》；

9、审议《关于2015年度审计机构续聘的议案》；

10、审议《关于为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11、审议《关于2015年综合授信业务的议案》。

其中，议案5、议案6、议案9、议案10，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

票。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经2015年4月16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

过。 以上有关议案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会议登记事项

（一）登记时间：

2015年5月11日，上午8:00—11:30，下午13:00—16:30

（二）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张家港市人民东路11号华昌

东方广场四楼），信函请注明“股东大会” 字样；

（三）登记方法：

（1）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和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代理人持本人身份

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和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进行登记；

（2）法人股东代表持出席者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或法人授

权委托书、证券账户卡和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进行登记；

（3）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2015年

5月11日下午16：30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1）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5年5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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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代码：362274� �投票简称：华昌投票

（3）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

② 在“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申报价格：100.00元代表总

议案，1.00元代表议案一，以此类推；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如议案一中有多个

需表决的子议案，1.00元代表对议案的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1.01元代表议案

一中的子议案1.1，1.02元代表议案一中的子议案1.2，依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

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具体如下表：

序号 议案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100.00

1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1.00

2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2.00

3 《2014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3.00

4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00

5 《

关于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5.00

6 《

关于

2014

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 6.00

7 《

关于

2014

年度独立董事津贴方案

》 7.00

8 《

关于

2014

年度监事薪酬方案

》 8.00

9 《

关于

2015

年度审计机构续聘的议案

》 9.00

10 《

关于为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10.00

11 《

关于

2015

年综合授信业务的议案

》 11.00

③ 在“委托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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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申报股数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

理。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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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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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 的“密码服务” 专区注册，点击

“申请密码” ，填写“姓名” 、“证券帐户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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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激活服务密码：股东通过深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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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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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服务密码当日下午1：00即可使用；如

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11：30后发出的，则次日方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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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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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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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话：0755-83991880/25918485/25918486�申请数字

证书咨询电子邮件地址：xuningyan@p5w.net� 网络投票业务咨询电话：

0755-83991022/83990728/83991192（2）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

证书可登录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①

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 选择“江苏华

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投票” ； ②? 进入后点击 “投票登

录” ，选择“用户密码登录” ，输入您的“证券帐户号” 和“服务密码” ；已申领

数字证书的股东可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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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11

日15:00至2015年5月12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投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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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1、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2、联系人：蒋晓宁、费云辉

3、联系电话：(0512)� 58727158；传真：(0512)� 58727155

4、邮政编码：215600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7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于2015

年5月12日召开的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 并代表

本公司/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本公司/本人对本次会议表决事

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单

位（本人）承担。 有效期限：自本委托书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序号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总议案

1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2014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4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 《

关于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 《

关于

2014

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

7 《

关于

2014

年度独立董事津贴方案

》

8 《

关于

2014

年度监事薪酬方案

》

9 《

关于

2015

年度审计机构续聘的议案

》

10 《

关于为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11 《

关于

2015

年综合授信业务的议案

》

（说明：请在“表决事项” 栏目相对应的“同意” 或“反对” 或“弃权” 空格内

填上“√” 号。投票人只能表明“同意” 、“反对” 或“弃权” 一种意见，涂改、填

写其他符号、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效，按弃权处理。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被委托人签字：

委托人（签名或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委托日期：2015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

002519

证券简称：银河电子 公告编号：

2015-033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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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

方案已获2015年5月4日召开的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2015年5月

5日刊载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次权益分派

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及其调整原则是一致的， 且不存在

距离股东大会通过权益分派方案两个月以上实施的情形。 现将本次权益分派

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84,080,955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4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

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3.6元；持有

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3.8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

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a；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

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

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6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

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284,080,955股， 分红后总股本增至568,161,

910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5月13日，除权除息日为：2015年5月

14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5年5月1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转股于2015年5月14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转股过程中

产生的不足1�股的部分， 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

（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转股总数

与本次转股总数一致。

2、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5年5月

14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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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670

李育宜

2 01*****764

陈兵

3 01*****029

徐国富

4 01*****595

孔兵

5 01*****576

胡波

6 01*****172

胡海生

7 01*****595

罗四平

8 08*****006

张家港汇智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9 08*****535

安徽高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0 08*****159

安徽兴皖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1 01*****880

郭根法

12 01*****178

虞向东

13 01*****922

汪玲

14 01*****097

王文兵

15 01*****679

朱燕春

16 01*****133

黄万志

17 01*****181

陈新龙

18 01*****169

陈立文

19 01*****446

周国锋

20 01*****934

徐月珍

21 01*****785

蒋永峰

22 01*****872

祖振永

23 01*****850

董春

24 01*****575

徐海燕

25 01*****129

季汉涛

26 01*****045

崔恒斌

27 01*****291

马兰新

28 00*****693

陈明易

29 01*****236

汤国浩

30 01*****009

王双顶

31 01*****008

尹晶晶

32 01*****929

李春燕

33 01*****089

徐成

34 01*****280

熊巧玲

35 01*****784

徐鸽

36 01*****107

吴健伟

37 01*****432

陆春平

38 01*****229

钱建江

39 01*****071

殷建东

40 01*****586

钱德丰

41 01*****179

季利斌

42 01*****309

周学东

43 01*****121

吴伟清

44 00*****199

钱胜昔

45 01*****572

顾健

46 01*****931

汤栋良

47 01*****465

黄宇锋

48 01*****151

陆国兵

49 01*****169

彭冬梅

50 01*****547

王正兵

51 00*****161

钱金龙

52 01*****417

徐磊

53 01*****545

叶锋

54 01*****458

汤浩

55 00*****770

单俊华

56 01*****341

潘道君

57 01*****165

瞿莎莎

58 01*****792

吴惠芳

59 01*****492

钱卫红

60 01*****025

杨海红

61 01*****636

宋金龙

62 01*****848

高振英

63 01*****998

孙芝增

64 01*****986

金惠

65 01*****714

黄天宏

66 01*****994

陈学亮

67 00*****746

徐万里

68 01*****265

姚锋

69 01*****133

徐亚东

70 01*****987

顾益丰

71 01*****056

汤林春

72 01*****212

罗成立

73 01*****039

陈晓锋

74 01*****842

王希昌

75 01*****083

庞胜

76 01*****314

钱宇

77 00*****950

王东梅

78 01*****803

庞志远

4、若投资者在除权日办理了转托管，其股息在原托管证券商处领取。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15年5月14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

公积金转增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

一

、

限售流通股

（

或非流

通股

）

88,415,679 31.12 88,415,679 176,831,358 31.12

01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50,893,976 17.92 50,893,976 101,787,952 17.92

02

股权激励限售股

6,575,000 2.31 6,575,000 13,150,000 2.31

03

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

11,674,034 4.11 11,674,034 23,348,068 4.11

04

高管锁定股

19,272,669 6.78 19,272,669 38,545,338 6.78

二

、

无限售流通股

195,665,276 68.88 195,665,276 391,330,552 68.88

三

、

总股本

284,080,955 100 284,080,955 568,161,910 100

七、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效期

内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

项，公司应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公司股东大会

授权公司董事会， 当出现前述情况时由公司董事会决定调整限制性股票的数

量或回购价格。

公司 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 公司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

回购价格由 12.77�元/股调整为6.185元/股。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回购价格的调整， 尚待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后实施。

八、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568,161,910股摊薄计算，2014年年

度，每股净收益为0.265元。

九、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江苏省张家港市塘桥镇南环路188号

咨询联系人：吴刚、徐鸽

咨询电话：0512-58449138

传真电话：0512-58449267

十、备查文件

1、登记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7日

79 01*****149

陆赛峰

80 01*****282

钱维英

81 01*****489

田英杰

82 01*****413

钱正

83 01*****169

张浛

84 01*****331

张亮

85 01*****070

代大河

86 01*****582

张彦侠

87 01*****193

吉玉金

88 01*****040

马晓峰

89 01*****822

陈维荣

90 01*****573

李侠

91 01*****730

李明

92 01*****239

柏刚

93 01*****468

曾世飞

94 01*****995

李岩峰

95 01*****490

刘国亮

96 01*****117

蒋秀萍

97 01*****912

张彩虹

98 01*****062

陈磊

99 01*****763

许明玉

100 01*****139

张辉

101 01*****041

陈凤新

102 01*****586

张丽萍

103 01*****114

宋骏成

104 01*****433

王稼平

105 01*****890

陈辉

106 01*****028

陆海浪

107 01*****926

黄忠益

108 01*****310

顾琴芳

109 01*****587

易成

110 01*****557

陈永良

111 01*****662

计力

112 01*****457

唐志敏

113 01*****155

王兴渠

114 01*****404

杨帆

115 01*****510

张勇

116 01*****891

孙文彬

117 01*****090

李网军

118 01*****967

黄飞

119 01*****176

张伟

120 01*****564

赵国锋

121 01*****358

陈志伟

122 00*****212

徐明

123 01*****430

聂彪

124 01*****026

韩政委

125 01*****598

叶伟

126 08*****101

银河电子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127 00*****302

庞绍熙

128 01*****891

吴建明

129 01*****779

尹永祥

130 01*****046

周黎霞

131 01*****732

庞鹰

132 01*****262

庞可伟

133 00*****310

薛利军

134 01*****075

顾革新

135 01*****713

曹飞

136 01*****436

李欣

137 00*****527

徐正峰

138 01*****210

顾卫东

139 00*****460

钟献宗

140 00*****459

钱卫民

141 01*****663

钱叶飞

142 00*****659

徐敏

143 01*****462

孙东

144 01*****557

钱建军

145 00*****656

吴刚

146 00*****309

李平波

147 01*****902

陈柯伟

148 01*****228

姚立群

149 00*****078

张红

150 01*****896

张恕华

151 00*****172

彭松柏

152 01*****798

周文

153 00*****468

徐亮

154 00*****374

孙胜友

155 01*****947

马顶

156 00*****234

白晓旻

157 01*****727

孙龙宝

158 00*****992

曹桂芳

159 00*****707

刘启斌

160 00*****144

顾洪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