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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1137

证券简称：博威合金 公告编号：临

2015-039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被认证为

AEO

高级认证企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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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宁

波海关颁发的《AEO认证企业证书》，公司被认证为AEO高级认证企业，认证企业编

号：AEOCN3302933676。 AEO认证企业必须通过海关总署认证企业标准中的内部控

制、财务状况、守法规范、贸易安全等多项基础标准及附加标准，公司凭借严格的内部控

制以及诚信的经营顺利通过认证。

AEO是世界海关组织（WCO）在全球推行的全球企业供应链安全管理制度，通过

各国海关对外贸供应链上的生产商、 进口商等各类型企业进行认证， 授予

“Authorized?Economic?Operation?经认证的经营者”（即AEO）资格，再通过各国

海关开展互认合作，实现企业在全球海关的信用管理，享受全球海关提供的优惠待遇。

通过AEO认证的企业可以在中国海关享受通关便利， 也可享受互认国家或地区的通关

优惠，为企业外贸带来便捷，提升国际竞争力。

特此公告。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8日

证券代码：

600621

证券简称：华鑫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027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迁址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0月8日迁至新的办公地址，

现将有关迁址事项公告如下：

1、 公司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田林路142号G楼5—6层，邮政编码：200233

2、 公司总机：021-34698000� ，传真： 021-34698990

投资者接待电话：021-63222658

021-34698813

021-34698865

特此公告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0月8日

证券代码：

600868

证券简称：梅雁吉祥 公告编号：

2015-033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股公司获准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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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9月30日，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收到参股

公司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元科技” ）的通知，嘉元科技收到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关于同意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的函》（股转系统函[2015]6369号），函件主要内容如下：“同意嘉元科技股

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嘉元科技申请挂牌时股东人数未超过200人，按规

定中国证监会豁免核准嘉元科技股票公开转让，嘉元科技挂牌后将纳入非上市公众公司

监管。 ”

嘉元科技股票近期将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指定信息披露平

台为www.neeq.com.cn或www.neeq.cc。关于嘉元科技本次挂牌的具体内容，投资者可

通过前述平台查阅相关信息。

本公司目前持有嘉元科技3118.63万股， 占嘉元科技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总股本的26.84%。

特此公告。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O一五年十月一日

证券代码：

600654

证券简称：中安消 公告编号：

2015-139

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和再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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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9月29日，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收到控股股东深圳市

中恒汇志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汇志” ）的通知，中恒汇志于近日质押其持有的

本公司限售流通股35,000,000股，其中25,000,000股质押给上海复娣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10,000,000股质押给赖慧珍女士，并将其原质押给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的本公司

限售流通股40,000,000股解除质押， 相关的质押和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均已经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至本公告日，中恒汇志持有本公司527,977,838股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1.15%（其中11,768,364股因2014年置入资产经营业绩未达业绩承诺， 目前处于锁定

状态），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445,34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4.71%。

特此公告。

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9月30日

股票简称：亚星化学 股票代码：

600319

编号：临

2015-065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于2015年9月26日以送达及电子邮件

方式向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发出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定于2015年9月30日采取

现场与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临时董事会）。 会议应出席的

董事7名，实际出席的董事7名。 出席的有董事王瑞林、孙岩、付振亮先生、吕云女士，独立董

事李光强、梁仕念先生、冯琳珺女士。 公司监事徐继奎、刘震、刘洪敏先生和高管人员王景

春先生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公司股东借款展

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为补充流动资金，解决公司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于2014年9月25日向股东潍坊

亚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星集团” ）借款贰仟贰佰万元，双方约定，借款期为一年，

借款利息按年利率6%计收。该笔借款现已到期，公司拟对该笔借款进行展期，展期一年，利

息按年利率4.6%计收，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且上市公司对该项

财务资助无相应抵押或担保。 该事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第五十六条规定。 经公司申请，上海证券交易所已豁免公司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进行审议

和披露。

本次展期属于董事会批准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授权经营层办理相关

的借款和还款手续。

特此公告。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

601058

股票简称：赛轮金宇 公告编号：临

2015-070

债券代码：

122206

债券简称：

12

赛轮债

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完成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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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

杜玉岱先生的通知，其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已实施完成。 现

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计划

基于对资本市场形势的认识及对本公司未来持续发展的信心，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

长杜玉岱先生拟在未来3个月内（自2015年7月3日起算）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

许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不超过500万股。 具体事宜详见公司于2015年7月4日在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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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编号：临2015-042）。

二、本次增持计划完成情况

2015年7月3日至今， 杜玉岱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450,000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0.043%。

本次增持前， 杜玉岱先生持有公司股份66,804,850股， 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6.41%。 本次增持完成后，杜玉岱先生持有公司股份67,254,850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

的6.45%。

三、相关承诺

杜玉岱先生承诺，在本次增持计划完成后的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四、其他事项

本次增持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

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8日

证券代码：

600391

证券简称：成发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15-033

四川成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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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成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9月30日接到实际控

制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工业” ）电话通知，因涉及中航工业航空发

动机相关资产重组整合事项，尚需研究制定相关方案，该等事项及方案存在不确定性。 为

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股票自2015年10

月8日起停牌。公司将于股票停牌之日起5个交易日后公告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如相关事

项未最终确定，公司股票将在5个交易日期满后恢复交易。停牌期间，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

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临时公告。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

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成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8日

证券代码：

600397

股票简称：安源煤业 编号：

2015-034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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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近日，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江西煤业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煤业” ）收到政府补助资金共计人民币1,318万元。 具体情况如

下：

（一）2015年9月25日,江西煤业收到煤层气开发利用补贴资金460万元。

江西省财政厅 《关于下达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金 (第二批) 的通知》（赣财建指

〔2015〕91号），根据财政部文件下达江西煤业所属矿煤矿煤层气(瓦斯)开发利用补贴资

金460万元。

（二）2015年9月29日,江西煤业收到煤矿安全技术改造专项补助资金858万元。

江西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5年省属煤矿安全技术改造专项补助资金的通知》（赣财

企指〔2015〕4号），安排公司所属矿煤矿安全改造项目资金2,000万元。 根据项目进度，

2015年9月29日,江西煤业收到该专项补助资金858万元。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江西煤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规定，将上述煤层气开

发利用补贴资金460万元计入2015年度营业外收入，确认为当期损益。 该补助资金对公司

2015年度业绩不产生重大影响

(二)�江西煤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将上述正在进行中

的煤矿安全改造项目政府补助资金858万元暂列专项应付款。

具体会计处理仍须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9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401

证券简称：

*ST

海润 公告编号：

2015-153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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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9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江阴市徐霞客镇璜塘工业园区环镇北路178号海润

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楼五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8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328,945,526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6.9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杨怀进先生由于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

议，根据公司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推举公司董事曹敏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会议采

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公司董事杨怀进先生、张永欣先生由于工作原因，未能

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逐一说明未出席监事及其理由；

3、董事会秘书曹敏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其他部分高管列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郑垚女士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327,054,578 99.42 1,819,848 0.55 71,100 0.03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327,116,678 99.44 1,808,848 0.54 20,000 0.02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柯坪海鑫光伏发电有限公司融资租赁业务提供

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327,133,878 99.44 1,791,648 0.54 20,000 0.0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

关于公 司独立

董事郑垚女士薪

酬的议案

》

7,607,786 80.09 1,819,848 19.16 71,100 0.7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陈一宏、杨继伟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9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416

证券简称：爱施德 公告编号：

2015-119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北京瑞成汇达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华康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及上海耕虹投资管理中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北京瑞成汇达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瑞成汇达” ）拟通过两种方式直接或间接获得华康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康保代” ）的部分权益，其一，瑞成汇达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120万元购

买深圳网信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华康保代1.43%股权；其二，瑞成汇达以现金方式

出资人民币9,000万元增资上海耕虹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上海耕

虹” ），然后通过上海耕虹增资华康保代，间接获得华康保代的部分股权。

2、内部决策情况

本次投资事项已于2015年9月24日，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2015年第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章程》与《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本次投资事项

属于公司战略委员会审批范围。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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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1、深圳网信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深圳网信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丽山路大学城创业园1006室

注册资本：3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汪振武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受托资产管理、股权投资、对

未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开展股权投资和企业上市咨询业务；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

咨询，经济信息咨询；市场营销策划，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以上法律、行

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2、深圳百禾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深圳百禾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

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玥琦

经营范围：保付代理（非银行融资类）；股权投资；受托资产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

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经济信息咨询、投

资咨询（不含人才中介服务、证券、保险、基金、金融业务及其它限制项目）；在合法取得使

用权的土地上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经纪；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

方可经营）。

3、上海耕虹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上海耕虹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华腾路1288号1幢2层F区254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汪振武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会展会务服务，展览展

示服务，文化创意服务，知识产权代理（除专利代理），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市场

信息咨询与调查（不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民意调查、民意测验），计算机网络工程

（除专项审批），信息科技、电子科技、软件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上海初彤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上海初彤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华腾路1288号1幢2层F区252室

注册资本：10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汪振武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会展会务服务，展览展

示服务，文化创意服务，知识产权代理（除专利代理），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市场

信息咨询与调查（不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民意调查、民意测验），计算机网络工程

（除专项审批），信息科技、电子科技、软件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前海新华康金融控股（深圳）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前海新华康金融控股（深圳）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

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汪振武

经营范围：金融信息咨询，提供金融中介服务，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外包服务

（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

营）；金融软件的技术开发；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股权投资(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

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对未上市企业进

行股权投资；开展股权投资和企业上市咨询业务；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信

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及其他限制项目）；投资顾问、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

询、经济信息咨询、投资咨询（以上均不含限制项目）；供应链管理；保付代理（非银行融资

类）；在网上从事商贸活动（不含限制项目）；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开发；市场营销策划；投

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以上各项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

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6、深圳美福珠宝饰品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深圳美福珠宝饰品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街道田贝一路23号文锦广场文盛中心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威

经营范围：投资黄金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信息咨询；贵金

属、金箔品、金银首饰、珠宝、玉器、钻石、翡翠及工艺品的批发及零售；贵金属、金银饰品的

租赁；仓储服务。 （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开募集和发行基金）

7、黄振云

身份证号：41130319******2424

住所：广州市海珠区赏湖路1号1501房

8、汪振武

身份证号：42220119******1313

住所： 广州市珠江新城高德置地广场A座写字楼15楼

上述3，4，5，6，7及瑞成汇达是华康保代增资后的股东，其中前海新华康金融控股（深

圳）有限公司是华康保代控股股东。 汪振武是前海新华康金融控股（深圳）有限公司实际

控制人，也即华康保代实际控制人。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投资标的：华康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环东路西环北路北滨海之窗花园8栋1401A-61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汪振武

经营范围：代理销售保险产品；代理收取保险费；代理相关保险业务的损失勘查和理

赔；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凭《经营保险代理业务许可证》200232000000800号经

营，有效期至2016年6月24日）。

股本结构：

单位：人民币万元

股东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实缴出资额 股权比例

深圳美福珠宝饰品投资有限公司 货币出资

166.5 166.5 3.33%

北京瑞成汇达科技有限公司 货币出资

71.5 71.5 1.43%

黄振云 货币出资

236.5 236.5 4.73%

上海初彤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货币出资

467.5 467.5 9.35%

前海新华康金融控股

（

深圳

）

有限公司 货币出资

4058 4058 81.16%

合计

5000 5000 100%

华康保代前两年度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 产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8,620 9,203

负债合计

5,061 9,081

所有者权益合计

3,559 122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8,620 9,203

项 目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一

、

营业收入

16,894 18,525

二

、

营业利润

（

亏损以

“-”

号填列

） 3,545 1,210

三

、

利润总额

3,421 1,094

华康保代是公司申请设立人寿保险公司的联合发起人。

四、投资协议的的主要内容

1、华康保代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瑞成汇达以现金人民币120万元的价格受让深圳网信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华

康保代1.43%（对应华康保代注册资本71.5万元）的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华康保代

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股东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实缴出资额 股权比例

深圳美福珠宝饰品投资有限公司 货币出资

166.5 166.5 3.33%

北京瑞成汇达科技有限公司 货币出资

71.5 71.5 1.43%

黄振云 货币出资

236.5 236.5 4.73%

吴小骥 货币出资

337 337 6.74%

上海初彤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货币出资

467.5 467.5 9.35%

前海新华康金融控股

（

深圳

）

有限公司 货币出资

3721 3721 74.42%

合计

5000 5000 100%

2、上海耕虹入伙协议主要内容

瑞成汇达以现金方式认缴出资人民币9,000万元，深圳百禾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百禾商业” ）以现金方式认缴出资人民币21,000万元，成为上海耕虹的有限合伙

人。 同时上海耕虹原有限合伙人黄健自愿退伙，原普通合伙人汪振武仍为普通合伙人。 汪

振武以现金方式认缴出资人民币0.1万元。

认缴完成后上海耕虹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股东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实缴出资额 股权比例

深圳百禾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货币出资

21,000 21,000 69.9998%

北京瑞成汇达科技有限公司 货币出资

9,000 9,000 29.9999%

汪振武 货币出资

0.1 0.1 0.0003%

合计

30,000.1 30,000.1 100%

3、华康保代增资协议主要内容

瑞成汇达完成增资上海耕虹后， 上海耕虹以人民币30,000万元现金增资华康保代获

得其25%股权（本次出资中的1666.67万元进入华康保代新增注册资本，其余28333.33万

元人民币进入华康保代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完成后，华康保代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瑞

成汇达提名1人。

增资完成后华康保代股本结构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股东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实缴出资额 股权比例

前海新华康金融控股

（

深圳

）

有限公司 货币出资

4058 4058 60.87%

上海初彤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货币出资

467.5 467.5 7.01%

黄振云 货币出资

236.5 236.5 3.55%

深圳美福珠宝饰品投资有限公司 货币出资

166.5 166.5 2.50%

北京瑞成汇达科技有限公司 货币出资

71.5 71.5 1.07%

上海耕虹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货币出资

1666.67 1666.67 25%

合计

6666.67 6666.67 100%

五、本次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投资华康保代是在保证主业发展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公司资源，培育新的利润增

长点而做出的投资行为；有利于公司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并获得较

好的投资回报。

投资华康保代，有助于发挥双方各自的优势，借助华康保代的地推资源及专业能力、

经验，为公司的产业链拓展和整合并购提供支持和帮助，从长远看，将不断提高公司在产

业和金融领域的投资水平，为逐步形成公司健康价值生态体系提供强大支持，对公司长远

发展及战略目标的实现，都会产生较为重要的积极影响。

（二）存在的风险

1、行业竞争风险。 国内有两千多家保险代理公司，以及金融机构间业务的相互渗透和

金融产品的创新，华康保代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

2、公司经营风险。 保险代理公司的业务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大量业务员的市场开发

和巩固。 保持业务员队伍的稳固性是业绩稳定的基础。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2015年第八次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

3、入伙协议。

4、有限合伙协议。

5、增资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558

证券简称：世纪游轮 公告编号：

2015-

临

059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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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发生。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2015年9月15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2、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9月30日（星期三）下午14:5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9月29日至2015年9月30日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南岸区江南大道8号万达广场1栋6层公司会议室

4、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彭建虎先生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48,979,8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8355%。

2、现场会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8人， 代表公司股份48,979,83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4.8355%。

3、网络投票情况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0人，代表公司股份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

4、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65,03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994%。 其中：通过现

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65,03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99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

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以累积投票方式表决方式。 经出席会议并参加

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通过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1、以累计投票制的方式审议并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彭建虎先生、

刘彦女士、石欣先生、张崇滨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彭建虎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为：48,979,83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

果：同意 65,0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2）选举刘彦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为：48,979,83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

果：同意 65,0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3）选举石欣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为：48,979,83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

果：同意 65,0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4）选举张崇滨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为：48,914,8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72%。 其中，中小股东投

票结果：同意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2、以累计投票制的方式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黎明先生、

王牧先生、江积海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2.1选举黎明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48,979,83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

果：同意 65,0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2.2选举王牧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48,979,83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

果：同意 65,0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2.3选举江积海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48,979,83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

果：同意 65,0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彭建虎先生、刘彦女士、张崇滨先生、石欣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黎明先生、王

牧先生、江积海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均已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审核无异议。 以上七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三年，可以连选连任。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

3、以累计投票制的方式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选举胡云波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为：48,979,83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

果：同意 65,0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2）选举陈伟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为：48,979,83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结

果：同意 65,0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胡云波先生、陈伟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

工代表监事彭李容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

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5年9月15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秀江、秦宏基

3、见证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提案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9月30日

附：一、董事简历

彭建虎,男，中国国籍，1957年1月出生，本科学历，曾任中国国际旅行社长江分社部门经理职务，公

司前身重庆新世纪游轮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1999年至今，担任重庆新世纪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06年11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彭建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372.17万股，

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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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彦，女，中国国籍，1963年3月出生，大专学历，曾就职于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公司前身重庆新世

纪游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1999年至今任重庆新世纪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国际中心负责人，2006年至

今任重庆新世纪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监事；2006年11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刘彦女士持有公

司股份13.75万股。 与公司及公司的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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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欣，男，中国国籍,汉族，1978年4月出生，博士学历，2008年至今任职于重庆大学，副教授及硕士

生导师。 与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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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崇滨先生，男，中国国籍，1963年1月出生，大学学历，曾就职陕西省旅游局，Weijiang� Plastics�

Co.� Ltd.西北分公司之副总经理及总经理，任职于美国Phoenix� Medical� Equipment� Company，重

庆三峡轮船公司总经理； 现任中软国际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及首席人力资源官， 曾于2007�年12月至

2013年4月担任公司董事，2015年5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与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

公司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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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明先生，1964� 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

业）。 曾任重庆理工大学会计学院会计系主任、副院长、书记，教育部高职高专工商管理类教学指导委员

会委员、财务会计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高职高专工商管理类专业院长/系主任联席会常务理事，重

庆巿税务学会理事，上巿公司渝三峡、中国嘉陵独立董事。 现任上市公司金科股份、贵州百灵独立董事。

重庆理工大学会计学院院长、MPAcc（会计硕士）教育中心主任、会计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黎明先生未

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交所惩戒；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

董事资格证书。

王牧，男：中国国籍，1963年11月出生，本科学历。 曾任重庆理工大学经贸学院经济学副教授，现任

重庆理工大学MBA教育中心经济学副教授。 王牧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持股 5%以上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深交所惩戒；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江积海，男、中国国籍，1975年出生，博士后，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现任重庆大学经济

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2005年6月至2007年8月任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讲师；2007年9月至

2013年8月任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2012年1月至2013年1月任Temple� University，

Fox� School� of� Business�访问学者；2013年8月至今任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江积海先

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交所惩戒；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

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附：二、监事简历

胡云波先生，中国国籍，1957年2月出生，大专学历，曾就职于重庆苎麻总厂，曾任重庆新世纪国际旅

行社地联部经理；现任新世纪国旅副总经理。 2008年12月至今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持有公司股份2.2万

股，与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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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伟先生，中国国籍，1970年6月出生，本科学历，曾在扬子江假日酒店、重庆长江轮船旅游公司及希

尔顿酒店任职。 有22年的星级酒店与豪华游轮从业经验。 现任重庆世纪尚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总经理，2011年4月至今任公司监事。与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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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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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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遗漏。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9月30日（星期三）

在重庆市南岸区江南大道8号万达广场1栋6层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

名，实到董事6名，一人委托，会议由董事彭建虎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表

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彭建虎先生为公司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确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组成情况如下：

审计委员会委员三人：黎明（主任委员）、彭建虎、江积海；

考核与薪酬委员会委员三人：王牧（主任委员）、彭建虎、江积海；

提名委员会委员三人：江积海、（主任委员）、彭建虎、王牧。

以上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长彭建虎先生提名，会议同意聘任彭建虎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长彭建虎先生提名，会议同意聘任张生全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任期三年，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长彭建虎先生提名，会议同意聘任刘彦女士、李维德先生、叶桦先生、陈树培先生担任公司副

总经理职务，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总经理彭建虎先生提名，会议同意聘任张生全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任期三年，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9月30日

附件：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其中彭建虎先生、刘彦女士的个人简历详见公司于2015年9月15日披露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李维德，男，1952�年1�月出生，中专学历，曾任重庆长江轮船公司水手、船长、中侨女王轮船长、重庆

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世纪之星轮船长；2006年11月至今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持

有公司股份33000股，与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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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桦，男，1970�年4�月出生，本科学历，曾任三亚市大酒店行政秘书，重庆新世纪游船旅游公司总经

办秘书、主任，重庆中辰旅游有限公司任总经理助理，重庆新世纪游轮有限公司市场研发中心总监一职；

2006�年11月至今任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持有公司股份70400股，与公司或公司控

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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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树培，男，1954�年6�月出生，大专学历，曾任重庆长江轮船公司“人民5�号” 轮水手、舵工、三副、

二副、大副职务、重庆长江轮船公司“长江号” 轮船长、重庆长江轮船公司轮驳公司副经理兼指导船长、

重庆长江轮船公司安全生产部副部长、重庆长江轮船公司安全生产部部长兼航监处处长、重庆长江轮船

公司安全副总监、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世纪天子” 、“世纪辉煌” 轮船长兼总船长、重庆新世

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总船长；2007�年8�月至今任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与公司或公

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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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生全，男，中国国籍，汉族，1966年6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会计师职称，曾在重庆华晟税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重庆凯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年瑞食品有限公司任职，2013年3月进入重庆新世纪游轮

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6月13日起任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3年10月24日起兼任公

司董事会秘书。 2013年9月张生全先生取得深交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张生全先生与公司或公司控股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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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电话：023-62949868，传真：023-62949900，电子邮箱：zsqscz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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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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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5年9月30日在

重庆市南岸区江南大道8号万达广场一栋6层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

名，实到监事3名。 会议由监事胡云波先生召集并主持，符合《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

会监事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胡云波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职务，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胡云波

先生的个人简历详见公司于2015年9月15日披露的《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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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

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将即将届满，为顺利完成监事会

的换届选举工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于２０１5年9月30日召

开，选举彭李容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彭李容女士将与公司２０１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二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第四

届监事会，任期三年，至公司第三届监事会届满。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

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9月30日

附：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彭李容，女，中国国籍，1968年11月出生，大专学历，曾就职于重庆钢都电器修造厂、重庆毕升电脑制

作有限公司；2003年进入重庆新世纪游轮公司任财务部出纳至今，2008年10月至今任公司职工代表监

事。 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及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