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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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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中国嘉陵 编号：临

2015-058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关于董事长辞职暨推举董事代行董事长职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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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2月21日收到公司董事长洪耕

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洪耕先生由于工作变动的原因，向公司董事会申请辞去所担任的董事、董事

长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条的规定，其辞去董事、董事长职务的报告自

2015年12月21日生效。 洪耕先生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董事长辞去职务后，在新任董事长选举产生前，由过半数董事推举一名

董事代行董事长职务。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指定陈卫东先生代行董事长职务，

代行董事长职务期限自本次会议决议作出之日（2015年12月21日）至选举出新任董事长之日。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司董事会对洪耕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董事会

二O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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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关于公司总经理辞职及聘任总经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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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2月21日收到公司总经理陈卫

东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陈卫东先生由于工作变动的原因，申请辞去所担任的总经理职务，其辞去

总经理职务事项已由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陈卫东先生辞去总经理职务后，仍担

任公司董事及任党委书记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陈卫东先生在担任总经理期间对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

示感谢！

2015年12月21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后，由董事会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张钊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总经理，任

期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独立董事对以上议案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董事会

二O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附件：张钊简历

张钊：男，1968年2月生，中共党员，硕士学位，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历任长安汽车汽车制造厂134

车间副主任、发动机分公司总装二课课长、科技质量部副部长、办公室副主任、发动机制造厂厂长、质量

部部长、经济运行部部长、采购部部长及总裁助理；长安福特马自达发动机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兼党委

书记；哈尔滨东安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委员；现任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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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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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于2015年12月18日以邮件方式发出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

八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15年12月21日采用通讯方式召开并表决。公司董事长洪耕先生因工作变动原

因，于2015年12月21日向公司董事会递交了辞去董事职务的报告，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条的规定，其

辞去董事职务的报告自2015年12月21日生效，故应到董事6人，实到董事6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辞职暨推举董事代行董事长职务的议案》。

由于工作变动的原因，公司董事长洪耕先生辞去所担任的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 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董事长辞去职务后，在新任董事长选举产生前，由过半数董事推举一名董事代行董事长职务，

推举陈卫东先生代行董事长职务，代行董事长职务期限自本次会议决议作出之日（2015年12月21日）至

选举出新任董事长之日。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提名，审议通过提名李华光先生（简历附后）、张钊先

生（简历附后）为公司补选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候选人。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二O一六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总经理辞职的议案》。

由于工作变动的原因，同意陈卫东先生辞去所担任的公司总经理职务。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经提名委员会审查后，由董事会提名，本次会议决定聘任张钊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任期自本

次会议决议作出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将于2016年1月11日14:30在重庆市璧山永嘉大道111号公司一号楼会议室召开二O一六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2016年1月4日。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上网公告附件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董事会

二O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李华光：男，1965年11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高级政工师。 曾任嘉陵集团公司团委

书记、检验处处工、组干部部长，嘉陵工业有限公司党委常委、人力资源中心主任、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

长、党校常务副校长、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总经理、党委书记、工

会主席；南方集团摩托车事业部副总经理；重庆南方摩托车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纪委书记、董事；现

任重庆南方摩托车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委员及重庆建设摩托车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张钊：男，1968年2月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历任长安公司发动机技术处

工程师、134车间副主任、总装二课课长、科技质量部副部长、办公室副主任、发动机制造厂厂长、质量部

部长、经济运行部部长、采购部部长；长安汽车总裁助理；长安福特马自达发动机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兼

党委书记；哈尔滨东安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委员；现任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

团）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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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关于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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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6年1月11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6年1月11日 14� �点30�分

召开地点：重庆市璧山永嘉大道111号公司一号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6年1月11日

至2016年1月11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2）人

1.01 候选人李华光先生 √

1.02 候选人张钊先生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于2015年12月22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的公告。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

票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

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

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

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六)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2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

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

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877 中国嘉陵 2016/1/4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凡出席会议的股东（个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

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授权人股东帐户卡及持股凭证；法人股东凭单位证明、法定代表人委托

书、出席人身份证）请在公告时间内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

2、现场登记时间：2016年1月8日上午9:00—12:00；下午14:00—17:00。

六、其他事项

联系人：郭云莉

联系电话：023-61954095� � �传真：023-61951111

邮政编码：402760

1、出席本次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费用自理。

2、其他有关事宜由董事会秘书负责办理。

特此公告。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董事会

2015年12月22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6年1月11日召开的贵公司2016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1.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2）人

1.01 候选人李华光先生

1.02 候选人张钊先生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监事会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

投资者应针对各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 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或监

事人数相等的投票总数。 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大会应选董事10名，董事候选人

有12名，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10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选举

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 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

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改选，应选董事5名，董事候选人有

6名；应选独立董事2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3名；应选监事2名，监事候选人有3名。 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

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4.01 例：陈××

4.02 例：赵××

4.03 例：蒋××

…… ……

4.06 例：宋××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5.01 例：张××

5.02 例：王××

5.03 例：杨××

6.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投票数

6.01 例：李××

6.02 例：陈××

6.03 例：黄××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4.00“关于

选举董事的议案”就有5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有200票的表决权，在

议案6.00“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有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中投给某一

位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500 100 100

4.02 例：赵×× 0 100 50

4.03 例：蒋××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0 100 50

广东省陆丰国债服务部

江门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高新技术开发区公司

北京证券交易中心

北京证券交易中心

天津证券交易中心

北京商品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北京瑞达金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飞龙公司

陈晓迪

曹铁

北京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上海证券交易所

北京证券交易中心

北京证券交易中心

北京中冶蓬达科技集团

上海证券交易所

戴毅 /陈云波

罗育文 /王丽芳 /罗育华 /罗育梅

马强 /龚皖玉

牛加力

汪全琪

安徽证券交易中心

安徽证券登记公司

刘晓东

刘方才

上海海融投资有限公司(杨桦)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河南省分公司证券部

王浩

上海裕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茂名市东洲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

左勇

淄博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

淄博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

郑世勋

张耀明

张世学

肖浆(医药费)

武汉证券交易中心

武汉证券交易中心

武汉图书馆

郑世勋 *

武汉证券交易中心

武汉证券交易中心

武汉达康实业公司

韦莉

王军

王军

王军

安徽省铜陵市寿康证券部

安徽省铜陵市寿康证券部

秦强

刘忠萍

辽宁省阜新市财政局

河南省平顶山市信托投资公司

河南省平顶山市信托投资公司

何宁

鄂州电子工业局

王军 *

北京京华信托投资公司

北京京华信托投资公司

安徽证券登记公司

安徽证券登记公司

武汉市中融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胡琦伟

李荣

天津证券交易中心

北京四通财务公司

包头乌兰道

包头乌兰道

北京安外

北京百万庄

北京百万庄

北京百万庄

北京百万庄

北京阜成路

北京阜成路

北京阜成路

北京阜成路

北京阜成路

北京天坛东里

北京望京西园

北京望京西园

北京望京西园

合肥金城

合肥金城

合肥金城

合肥金城

合肥金城

合肥金城

合肥桐城路

安徽马鞍山

上海曲阳路

上海曲阳路

上海肇嘉浜路

西安和平路

西安友谊东路

上海复兴东路

武汉建设大道服装大厦

武汉建设大道服装大厦

武汉建设大道服装大厦

武汉建设大道服装大厦

武汉建设大道服装大厦

武汉建设大道服装大厦

武汉建设大道服装大厦

武汉建设大道服装大厦

武汉自由路

武汉武珞路

武汉建设大道服装大厦

武汉建设大道服装大厦

武汉自由路

武汉花桥

武汉建设大道服装大厦

武汉花桥

武汉建设大道服装大厦

武汉建设大道服装大厦

武汉建设大道服装大厦

武汉花桥

武汉花桥

武汉建设大道服装大厦

武汉花桥

武汉武珞路

武汉花桥

武汉花桥

武汉建设大道服装大厦

武汉花桥

武汉建设大道服装大厦

武汉花桥

武汉花桥

武汉花桥

武汉花桥

成都同仁路

武汉澳门路

武汉澳门路

郑州陇海路

郑州陇海路

3,854,439.00�

�5,339,750.00�

�250,000.00�

�160,000.00�

�68,750.00�

�978,100.73�

�270,751.69�

�379,736.19�

�4,836.50�

�46,865.00�

�200,000.00�

�250,000.00�

�50,000.00�

�150,000.00�

�400,000.00�

�20,000,000.00�

�185,802.95�

�2,190,000.00�

�3,850,598.77�

�500,729.76�

�24,714,024.00�

�8,170,000.00�

�20,000.00�

�550,000.00�

�2,589,042.10�

�21,576,800.00�

�55,350,000.00�

�5,000,000.00�

�79,745.00�

�21,454,488.13�

�47,153,197.16�

�2,000.00�

�55,000.16�

�200,000.00�

�1,000.00�

�3,000.00�

�27,749.60�

�9,300.00�

�163,483.70�

�100,000.00�

�4,100.00�

�2,196,818.01�

�120,000.00�

�303,565.47�

�19,237.60�

�25,000.00�

�5,561.20�

�5,313.24�

�44,475.86�

�3,708,544.00�

�474,338.68�

�500.00�

�8,000.00�

�434,000.00�

�1,458,351.72�

�212,500.00�

�591.00�

�592,740.20�

�1,920,000.00�

�600,000.00�

�138,900.00�

�3,674,904.00�

�545,017.00�

�2,346,100.00�

�3,334.56�

�25,009.98�

�152,989.23�

�4,000,000.00�

债务人

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债权清收公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法

规，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原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现公告通知

下列未能及时履行义务的债务人（详见下表，其中标示 * 的债务人系中国银河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依据相关判决代债务人履行义务后形成的以中国银河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为债权人的债务相对人），请立即向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若债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

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 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

行或履行清算责任）。本公告所示欠款金额为债务本金余额，未含利息。承债主

体及／或主管部门应承担本金及至实际还款日止的应付未付利息 （或收益）

偿还义务。 债务人应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公司清偿上述债务本

金及相关利息，前述期限届满后，如债务人未向本公司清偿债务，本公司将依

法采取提起民事诉讼、对涉及犯罪的行为进行刑事报案、对债务人托管在原中

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资金和证券进行扣划等一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

益。 特此公告。

联系人： 郭向东 010-66568891

��杨立葵 010-66568177

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12 月 22 日

欠款本金(元)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业务发生的原中国银河证券

有限公司证券营业部 /总部

债务人 欠款本金(元)

业务发生的原中国银河证券

有限公司证券营业部 /总部

序

号

三亚中亚信托投资公司

河南省平顶山市信托投资公司

广东证券公司河源营业处 /

河源国债服务部

广东证券公司河源营业处 /

河源国债服务部

河南振豫股份有限公司 *

河南振豫股份有限公司 *

河南现代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

河南深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现代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

郑州奥原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

河南振豫股份有限公司 *

长春信托投资公司

长葛市人民城市信用社

长葛市人民城市信用社

豫金隆达

左振军

郑州龙鼎实业有限公司

咎新红

李槐生

王岚

王鹏

李宝生 /彭争友 /李川 /赫树林 /

弓剑 /高力 /赵江明 /刘洁 /马国军

淄博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

四川证券交易中心

湖北昌丰化纤工业有限公司

海南中青实业投资公司

武汉证券交易中心

沈阳证券交易中心

鄢喜睿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信托投资公司

大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鞍山证券公司立山分公司

哈尔滨证券交易中心

保定市康信氨基酸有限公司

甘肃省新陇贸易公司

武汉证券交易中心

中国航空工业兰州飞控仪器总厂

甘肃民政工业高新技术公司贸易

部、甘肃省乡镇企业总公司

甘肃华西生产力促进公司、

甘肃省经济协作总公司

甘肃省经济协作装饰公司、

甘肃省经济协作总公司

甘肃省经协出租汽车公司、

甘肃省经济协作总公司

甘肃省林源商贸总公司、甘

肃省国际经济贸易促进公司

袁佩玮

淄博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

中国东方信托投资公司

武汉证券交易中心

中国东方信托投资公司

全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

潮阳市创融典当行

沈阳证券交易中心

沈阳证券交易中心

天津证券交易中心

沈阳证券交易中心

沈阳证券交易中心

沈阳证券交易中心

沈阳交易中心

沈阳交易中心

李树人

翟文明

赵路

郑州陇海路

郑州陇海路

郑州陇海路

郑州陇海路

郑州陇海路

郑州陇海路

郑州陇海路

郑州陇海路

郑州陇海路

郑州陇海路

郑州陇海路

郑州陇海路

郑州陇海路

郑州山河

郑州山河

郑州陇海路

郑州山河

郑州山河

郑州山河

郑州山河

郑州陇海路

成都科华北路

成都同仁路

成都科华北路

成都同仁路

大连延安路

大连延安路

大连延安路

大连延安路

大连延安路

大连延安路

哈尔滨西十道街

石家庄红旗大街

兰州

兰州

兰州

兰州

兰州

兰州

兰州

兰州

兰州

青岛广西路

青岛广西路

青岛广西路

青岛广西路

青岛广西路

汕头银座

沈阳滑翔路

沈阳顺城

沈阳青年大街

沈阳青年大街

沈阳青年大街

沈阳南八马路

沈阳中华路

沈阳中华路

沈阳中华路

沈阳中华路

天津大连道

931,270.00�

�315,000.00�

�4,900,000.00�

�980,500.00�

�35,100,000.00

27,000,000.00

�61,440,000.00��

37,900,000.00

25,472,696.17

12,780,695.87

�3,607,839.00

�5,620,000.00

�105,587.25

�1,245,107.61

�1,907,676.74

�5,929,019.46

�333.65

�73,719.51

�1,064,130.03

�484,986.21

�1,278,672.56

�200,000.00

�70,000.00�

�34,989.60�

�8,500,000.00�

�3,251,044.59�

�300,000.00�

�1,499,600.00�

�600,000.00�

�173,389.62�

�771,600.00�

�700,000.00�

�8,237,000.56�

�100,000.00�

�200,000.00�

�400,000.00�

�145,000.00�

�144,226.68�

�225,000.00�

�145,801.25�

�60,000.00�

�4,000,000.00�

�100,000.00�

�267,552.00�

�20,000.00�

�269,841.00�

�100,000.00�

�900,000.00�

�600,000.00�

�250,000.00�

�150,000.00�

�500,000.00�

�700,000.00�

�250,000.00�

�200,000.00�

�83,700.00�

�130,000.00�

�2,300,000.00�

�409,621.30�

债务人 欠款本金(元)

业务发生的原中国银河证券

有限公司证券营业部 /总部

序

号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天津证券交易中心

天津证券交易中心、 武汉证

券交易中心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项琥、田卉莘

天津证券交易中心

海南省海证实业公司

（原海南省证券公司）

柯忠

罗庆珍

田原

王周云

武汉中融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正通投资有限公司

中进汽贸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邮政局西区邮电局西单支局

中国东方信托投资公司

中国东方信托投资公司

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总部

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总部

中国东方信托投资公司

中国信达信托投资公司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孝感市保险分公司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孝感市保险分公司

中国人保信托投资公司武汉

期货业务部(利息)

中国人保信托投资公司武汉

期货业务部(本金)

中国经济信托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经济信托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发展信托投资公司

天津港保税区永信开发公司

宁波中农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期货公司

江西共青垦殖场

河南省信阳地区信托投资公

司证券交易营业部

河南省信阳地区信托投资公

司证券交易营业部

武汉市保险公司证券部武胜

路营业处

武汉市保工贸易开发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西安信托投资公司

中国长城信托投资公司

中国华融信托公司证券总部

北海金汇实业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信托投资公司

陈向东 /重庆吴氏建材有限公司 *

上海元博实业有限公司

汪全银

叶劲松 *

庞华海 *

肖凌 *

厉楠、赵德昌 *

四川德阳市信托投资公司

四川德阳市信托投资公司

安徽省芜湖信托投资有限公司

安徽省芜湖信托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上海市奉贤区头桥农村信用

合作社 / 上海市农村商业银

行头桥支行

海南发展银行

海南发展银行

崔家智

北京横店英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大连道

天津大连道

天津大连道

天津大连道

天津民族路

天津

重庆临江路

重庆临江路

重庆临江路

重庆临江路

重庆民族路

重庆民族路

总部

总部

大连万岁街

总部

成都科华北路

总部

上海红松路

广州天河

大连延安路

大连延安路

大连延安路

大连延安路

南京湖南路

南京湖南路

深圳罗湖

天津海河东路

宁波河义路

郑州陇海路

总部

武汉花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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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830

证券简称：鲁西化工 公告编号：

2015-055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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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概述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水利部关于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重大水利工程建设运

营的实施意见（发改农经【2015】488号）》文件精神，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

“鲁西化工” ）与东阿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东阿县政府” ）经共同协商拟出资成立东阿鲁西水务股份

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注册为准）。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拟投资成立东阿鲁西水务股份有限公司的议

案》。

本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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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投资设立的公司名称：东阿鲁西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62,402万元

注册地：东阿县阿胶街96号

股东结构：鲁西化工投资占注册资本62%，东阿县政府投资占注册资本38%。

主要经营：给排水项目建设及管理；供水服务；给排水配套设备研发、销售、安装及维修服务；给排水

技术研发及相关技术服务等。

东阿县政府委托山东东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公司委托公司全子公司山东聊城鲁西化工第二

化肥有限公司出资。

三、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企业名称：山东东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时间：2001年9月6日

企业住所：东阿县阿胶街103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付崇国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注册号：371524018004194

经营范围：对授权经营管理资产进行资本运营；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开发、建设；经政府授权开展土

地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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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企业名称：山东聊城鲁西化工第二化肥有限公司

注册时间：2003年9月26日

企业住所：东阿县城阿胶街96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宓兴会

注册资本：23,528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5247554069308

经营范围：氨（液态）、甲醇、杂醇油的生产、销售。 尿素、碳酸氢铵化肥、复合肥、复混肥的生产、销

售；保温、保冷材料安装服务；房屋租赁。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投资该项目，可为公司的生产运行提供充足的水资源，为公司持续运营提供保障，同时可以解决周

边农业生产用水，具有广泛的社会效益，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特此公告。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830

证券简称：鲁西化工 公告编号：

2015-056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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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12月17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15年12月21日上午10:00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

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金成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全体监事列席

了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投资成立东阿鲁西水务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与东阿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东阿县政府” ）经共同协商拟出资成立东阿鲁西水务股份有限

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注册为准）。 本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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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2015-055>）。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及弃权票均为0票。

特此公告。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175

证券简称：美都能源 公告编号：

2015-091

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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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拱墅区密渡桥路70号美都恒升名楼4楼公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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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55,020,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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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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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闻掌华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召开

并表决。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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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出席5人，公司副董事长潘刚升先生及独立董事王维安、唐国华

和谭道义先生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张卫平先生及边海峰女士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

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王勤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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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739,967 99.93 136,500 0.02 144,120 0.05

2、议案名称：延长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授权有

效期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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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739,967 99.93 136,500 0.02 144,120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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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

的议案

313,106,748 99.91 136,500 0.04 144,120 0.05

2

延长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授权

有效期的议案

313,106,748 99.91 136,500 0.04 144,120 0.0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中均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2以上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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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事务所

律师：何晶晶、彭金超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聘请了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对本次年度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

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所通过

的决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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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22日

证券代码：

000997

证券简称：新大陆 公告编号：

2015-082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PDA

项目合同的公告

公司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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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合同概述

2015年12月17日，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福建新大陆自动识

别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自动识别公司” ）与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江苏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江苏省

邮政公司” ）签订《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投递手持智能终端（PDA）项目合同书》，合同金额为148万元。截

至本公告日， 公司已与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十多个省市分公司签订采购合同，2015年累计采购金额共计

3398万元。 本次订单无需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等审议，属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二、合作方介绍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系国内大型国有独资企业，主要经营邮政专营业务，包括国内和国际邮件寄递业

务；邮政汇兑业务；邮政速递业务和邮政物流业务等。 本次与公司签约的合作方是其江苏分公司。

三、采购合同主要内容

1、江苏省邮政公司本次向自动识别公司采购识别产品NLS-MT60E，合同金额为148万元。

2、自动识别公司按照合同的约定交付设备，并负责提供设备的安装调试、检验、测试以及软件升级、

保修等相关服务。 自动识别公司有相应经验和技术能力且相对稳定的工程技术人员完成本合同项下承

担的向江苏省邮政公司交付设备和提供服务的工作。

四、采购合同对公司影响

今年以来，公司重点加强自动识别业务在快递物流领域的战略布局和市场拓展，包括收购江苏智联

天地有限公司80%股权，加强对快递物流领域的市场推广等。 本次合同及中国邮政集团其他省市合同签

订及履行，有助于提高公司PDA产品在快递物流领域的市场影响力，巩固公司在自动识别领域的市场地

位，同时，将对公司未来拓展该领域相关业务，以及未来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积极的影响。

特此公告。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2月22日

证券代码：

000989

证券简称：九芝堂 公告编号：

2015-083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施进展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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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 ）于2015年11月30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核发的《关于核准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向李振国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

2749号）。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修订）》及《股份转让协议（修订）》，本次交易方案由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与控股股东股份转让两部分构成。 详情请参见公司于 2015年12月1日刊登的《关于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修订稿）》，现

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1、控股股东股份转让过户完成

本公司已收到长沙九芝堂（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芝堂集团” ）与李振国先生提供的由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九芝堂集团转让给李振国先生的本公司

8350万股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已于2015年12月18日完成。

本次股份转让过户完成后，李振国先生持有本公司8350万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8.06%，成为

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李振国先生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2、控股股东受让股份限售登记完成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及李振国先生出具的承诺函，李振国先生

自九芝堂集团受让的8350万股股份，自股份过户至其名下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按照有关规定，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上述股份限售登记手续，目

前已完成了所涉及股份限售登记的手续。 公司股本结构变更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变更前 变更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 0 0 83,500,000 28.06%

二、无限售流通股 297,605,268 100% 214,105,268 71.94%

三、总股本 297,605,268 100% 297,605,268 100%

特此公告。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065

证券简称：东华软件 公告编号：

2015-140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的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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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该事项可能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

鉴于上述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

规定，为避免引起公司股价波动，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经公司申请，

公司股票（证券简称：东华软件；股票代码：002065）于2015年12月21日下午13:00时起

临时停牌。 待上述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尽快刊登相关公告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560

证券简称：昆百大

A

公告编号：

2015-110

号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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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2015年11月19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董事会选举谢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 该事项具体内容详见本公

司2015年11月20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第八

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5-106号)。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因此，公司已于近期完成了法定代表人变更

登记手续，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谢勇先生，并取得了云南省昆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除

上述外，其他登记信息未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2月22日

股票代码：

600478

股票简称：科力远 编号：临

2015－085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产业扶持资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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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根据长沙市财政局高新区分局《关于下达科力远混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产业扶持资金的批复》，

公司控股子公司科力远混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HS公司” ）获得CHS项目产业扶持资金

人民币2500万元整，目前该笔资金已到账。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CHS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将上述补贴资金计入营业外收入并确认为当期损益。

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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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21日

股票代码：

000828

股票简称：东莞控股 公告编号：

2015－086

债券代码：

112043

债券简称：

11

东控

02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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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本公司）于2015年11月1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设立东莞市清溪粤海水务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出资1,800万元人民

币，参与发起设立东莞市清溪粤海水务有限公司（下称，清溪粤海水务公司），并持有其10%股权。 相关

信息详见公司于11月18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发布的“2015-080至083”号公告。

12月21日，公司接到清溪粤海水务公司通知，称其已完成公司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了东莞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MA4UKDKM37

企业名称：东莞市清溪粤海水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东莞市清溪镇清凤路97号

法定代表人：李广生

注册资本：壹亿捌仟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5年12月8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集中式供水；市政工程承包施工；水管、水表的安装与维护；水暖器材的批发与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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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将根据本次对外投资的后续出资等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