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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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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6月9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并于2015年6月15日上午在厦门思明区观音山台南路77号汇金国际大厦17楼会

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亲自出席董事9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周少雄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通

过认真审议，采取记名投票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议案表决情况

1、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决定聘任陈平女士

（简历见附件）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从董事会通过之日起到本届董事会任期满为止。

2、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决定聘任陈平

女士为公司新一任董事会秘书，任期从董事会通过之日起到本届董事会任期满为止。

3、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决定聘任李玲波

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新一任财务总监，任期从董事会通过之日起到本届董事会任期满为止。

二、独立董事意见

就本次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经审阅相关人员个人履历，未发现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之情形以及其他不得担任上

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之情形；

2、相关人员的提名、聘任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3、经了解相关人员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身体状况，能够胜任公司相应岗位的职责要求，有利于公

司的发展。

我们同意聘任陈平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及董事会秘书，同意聘任李玲波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

三、备查文件

1、 董事会决议

2、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6月16日

附：相关人员简历

陈平，中国国籍，女，汉族，现年34岁，2003年7月毕业于复旦大学法学院，法学学士。 拥有法律职业资

格、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历任厦门东方伟业投资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法务专员、证券部经理、证券事务代表、经营内控部高级经理，华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等职。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玲波，中国国籍，男，汉族，现年44岁，合肥工业大学管理系本科毕业，上海财经大学MBA，研究生

学历，会计师。 李玲波先生拥有19年财务管理工作经验，曾先后担任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分公

司北方区代理财务总监、北京物美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北京乐语世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裁兼财务管理中心总经理等职务。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持有

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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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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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

书吴兴群先生递交的《关于辞去董事会秘书职务的申请》。因为工作调整，吴兴群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

会秘书职务。该申请自2015年6月15日起生效。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后，吴兴群先生继续在公司担任

董事、副总经理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吴兴群先生在任职董事会秘书期间的勤勉工作和为公司发展做出的

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并经2015年6月15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决定聘任陈平女士为公司新一任董事会秘书，任期从董事会通过之日起到本

届董事会任期满为止。 陈平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等有关

规定。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之前，陈平女士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陈

平女士的简历详见附件。

陈平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福建省晋江市金井镇南工业区

邮政编码：362251

联系电话：0595-85337739

传真号码：0595-85337766

电子邮箱：zqb@septwolves.com

特此公告。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6月16日

附：陈平女士简历

陈平，中国国籍，女，汉族，现年34岁，2003年7月毕业于复旦大学法学院，法学学士。 拥有法律职业资

格、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历任厦门东方伟业投资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法务专员、证券部经理、证券事务代表、经营内控部高级经理，华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等职。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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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财务总监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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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财务总监林云福先生递交

的《辞职报告》。 林云福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该辞职申请自2015年6月15日起生

效。辞职之后，林云福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公司董事会对林云福先生在任职公司财务总监期间的

勤勉工作和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公司于2015年6月1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同意聘任李玲波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任

期从董事会通过之日起到本届董事会任期满为止。

特此公告。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6月16日

附：李玲波先生简历

李玲波，中国国籍，男，汉族，现年44岁，合肥工业大学管理系本科毕业，上海财经大学MBA，研究生

学历，会计师。 李玲波先生拥有19年财务管理工作经验，曾先后担任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分公

司北方区代理财务总监、北京物美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北京乐语世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裁兼财务管理中心总经理等职务。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持有

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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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 622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194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投资者定价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 580 万股，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发行总量减去最终网下发行量。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

安排，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

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15 年 6 月 17 日（星期三）14: 00- 17: 00；

2、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网址：http: / /w w w .p5w .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 须认真阅读 2015 年 6 月 10 日（T- 6

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五家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中证网 www .cs.com.cn； 中国证券网 www .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

www .secut imes.com；中国资本证券网 www .ccstock.cn）的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相关资料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6

月

16

日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 3, 334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197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 ）和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 010 万股，为本次

发行数量的 60.29%；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 324 万股，为本次发行数量的

39.71%。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

安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

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15 年 6 月 17 日(周三)14: 00- 17: 00

2、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 / / roadshow .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 �ht tp: / / roadshow .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已

刊登于 2015 年 6 月 10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 《证券时

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 / /w w w .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6

月

16

日

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 (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2,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192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投资者

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200万股，占本

次初始发行规模的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800万股，占本次初始发行

规模的40%。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

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网址：http://www.p5w.net）。

二、网上路演时间：2015年6月17日（周三）14:00-17:00。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安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巨潮资讯网站（http:

//www.cninfo.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6月16日

上海沃施园艺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沃施园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 1,55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5]1181 号

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

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回

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93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网

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62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

安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

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15年 6月 17日（周三）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网址 http://rsc.p5w.net/rsc）；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相

关人员。

拟参与本次申购的投资者，须认真阅读 2015 年 6 月 10 日（T-6 日）披

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巨潮资讯网（网址 www.cninfo.com.cn）的招股意向

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上海沃施园艺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6月 16日

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 5, 88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705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向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

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

商” ）将根据网下投资者报价情况，并参考市场环境、发行人经营情况、所属

行业、可比公司估值及募集资金额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 本

次发行数量不超过 5, 880 万股，其中，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4, 116 万股，为

本次初始发行数量的 7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 764 万股，为本次初始

发行数量的 30%。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

和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15 年 6 月 17 日（星期三）9: 00�- 12: 00。

2、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 / / roadshow .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 / / �roadshow .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主承销商的相关人员。

《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已刊登于 2015 年 6 月 10 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http: / /w w w .sse.com.cn）查询。

发行人： 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6

月

16

日

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3,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178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均为新股，不涉及老股转让。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

询价配售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股

份数量为3,000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8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1,2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40%。

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

次发行的有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一、网上路演时间：2015年6月17日（T-1日，周三）14:00-17:00；

二、网上路演网站：全景网(http://rsc.p5w.net)；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

商)相关人员。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

要》已于2015年6月10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证券日报》。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6月16日

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1,85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196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

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 其中回拨前网下发行1,11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网上发行股数为发行总量减去最终网下发行量。 本次

发行不进行老股转让。

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

的有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将就本次

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路演时间：2015年6月17日(周三)14:00—17:00

2、路演网站：全景网（网址：http://www.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英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相关人员。

《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股）招股

意向书摘要》 已刊登于2015年6月10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6月16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6,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190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和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

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其中，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4,200万股，为本次发行

数量的7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800万股，为本次发行数量的30%。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

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

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15年6月17日（周三）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 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已刊

登于2015年6月10日的《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中国证

券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6月16日

保荐人 (主承销商)：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网上路演公告

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6,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得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191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按市值申

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4,200

万股，占本次初始发行规模的7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800万股，占本次初

始发行规模的30%。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

举行网上路演。

一、网上路演网站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 roadshow.cnstock.com

二、网上路演时间：2015年6月17日（周三）上午9:00－12:00。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已刊登于2015年6月10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证券日报》。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6月16日

保荐人 (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 2,

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

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193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按

市值申购方式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规模为 2,000 万股，其中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200 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80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40%。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

法》，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

景和本次发行的有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15 年 6 月 17 日(周三)9:00～12:00；

2、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http://www.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相关人员。

《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

向书摘要》已刊登于 2015 年 6 月 10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

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的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 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6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