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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簡稱： 佛山照明 （A股） 、 粵照明 B （B股） 公告編號： 2012-017
股票代碼： 000541 （A股） 、 200541 （B股）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屆董事會第十八次會議決議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本公告內容的真實、 準確和完整， 沒有虛假記載、 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
本公司於 2012 年 6 月 19 日以電子郵件的方式向全體董事發出了會議通知， 並於 2012 年 6 月 28 日召開第六屆董

事會第十八次會議， 會議通過通訊傳真方式審議會議議案， 應會 9 名董事均對會議議案作出表決， 符合 《公司法》 和
《公司章程》 的有關規定。 會議審議通過了以下議案：

1、 審議通過關於轉讓深圳市量科創業投資有限公司股權的議案；
同意 9 票， 反對 0 票， 棄權 0 票
具體內容請參見公司同日在 《中國證券報》 、 《證券時報》 及巨潮資訊網 www.cninfo.com.cn 上發佈的 《關於轉讓

深圳市量科創業投資有限公司股權的公告》
2、 審議通過關於清算註銷控股子公司廣東佛照新光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議案；
同意 9 票， 反對 0 票， 棄權 0 票
具體內容請參見公司同日在 《中國證券報》 、 《證券時報》 及巨潮資訊網 www.cninfo.com.cn 上發佈的 《關於清算

註銷控股子公司廣東佛照新光源科技有限公司的的公告》
3、 審議通過關於修改公司章程的議案；
同意 9 票， 反對 0 票， 棄權 0 票
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五條： “公司利潤分配政策為現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A 股和 B 股同股同權， 同股同利。 採用現金方式分配股利時， B 股紅利折成港幣支付， 折算率按股東大會決議日

後的下一個營業日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港幣現匯兌人民幣的中間價計算” 。
修改為:
公司的利潤分配政策為:
（一） 公司實行持續、 穩定、 積極的利潤分配政策。 利潤分配應重視對投資者的合理投資回報兼顧公司的可持續

發展； 分配額利潤不得超過公司累計可分配利潤的範圍， 不得損害公司的持續經營能力。
（二） 公司可以採取現金、 股票或者現金和股票相結合的方式分配。 A 股和 B 股同股同權， 同股同利。 採用現金

方式分配股利時， B 股紅利折成港幣支付， 折算率按股東大會決議日後的下一個營業日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港幣現匯
兌人民幣的中間價計算。

（三） 公司利潤分配不得超過累計可分配利潤的範圍。
（四） 公司可以進行中期現金分紅。
（五） 公司發放股票股利應註重股本擴張與業績增長保持同步。 若公司利潤增長快速， 在滿足上述現金股利分配

之餘， 公司可以以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六） 利潤分配方案由董事會擬定， 董事會應根據當期的經營情況和項目投資的資金需求計劃， 在充分考慮股東

利益的基礎上， 制定合理的利潤分配方案。
（七） 獨立董事應在利潤分配方案提交董事會審議前， 就利潤分配的提案提出明確意見。
（八） 利潤分配方案經過上述程序後， 由董事會報請股東大會批准。 公司切實保障社會公眾股股東參與股東大會

的的權利， 董事會、 獨立董事和符合一定條件的股東可以在股東大會召開前向公司公眾股股東徵集其在股東大會上的
投票權， 但不得採取有償或變相有償方式進行徵集。 獨立董事行使上述職權應當取得全體獨立董事的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

（九） 股東大會對現金分紅方案進行審議時， 應當通過多種渠道與股東 （特別是中小股東） 進行溝通與交流， 充
分聽取中小股東的意見和訴求， 除安排在股東大會上聽取股東的意見外， 還通過股東熱線電話、 投資者關係互動平台
等方式與股東特別是中小股東進行溝通和交流， 及時答復中小股東關心的問題。

（十） 公司董事會應在年度報告、 半年度報告中披露利潤分配方案。 若公司當年盈利， 董事會未做出現金利潤分
配方案的， 在當年的定期報告中披露未進行現金分紅的原因， 未用於現金分紅的資金留存公司的用途和使用計劃， 獨
立董事應當對此發表獨立意見。

（十一） 公司根據生產經營情況、 投資規劃和長期發展等需要確需調整利潤分配政策的， 調整後的利潤分配政策
不得違反中國證監會和深圳證券交易所的有關規定， 有關調整利潤分配政策的議案應事先徵求獨立董事及監事會意見
並經公司董事會審議後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由出席股東大會的股東所持表決權的 2/3 以上通過方可實施。

本議案尚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通過才能生效。
4、 審議通過利潤分配管理制度的議案；
同意 9 票， 反對 0 票， 棄權 0 票
本議案尚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通過才能生效。
詳細內容見巨潮資訊網 www.cninfo.com.cn 刊登的 《利潤分配管理制度》 。
5、 審議未來三年股東回報規劃 （2012-2014 年） 的議案。
同意 9 票， 反對 0 票， 棄權 0 票
本議案尚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通過才能生效。
詳細內容見巨潮資訊網 www.cninfo.com.cn 刊登的 《未來三年股東回報規劃 （2012-2014 年）》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12年 6月 28日

股票簡稱： 佛山照明 （A股） 、 粵照明 B （B股） 公告編號： 2012-018
股票代碼： 000541 （A股） 、 200541 （B股）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轉讓深圳市量科創業投資有限公司股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本公告內容的真實、 準確和完整， 沒有虛假記載、 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
一、 交易概述
1、 2012年 6月 28日，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公司”） 與深圳市美廬貿易發展有限公司 （以下簡

稱“美廬” 公司） 簽署 《股權轉讓協議》 ， 將公司持有的深圳市量科創業投資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量科” 公司）
18.5％的股權轉讓給美廬公司。

經亞太 （集團） 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深圳分所 （具有證券、 期貨業務資格） 審計，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 量
科公司 （母公司） 賬面淨資產值為 9279.05萬元； 截止 2012年 5月 31日， 賬面淨資產值為 9046.58萬元。

經亞洲 （北京） 資產評估有限公司 （具有證券、 期貨業務資格） 評估，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 量科公司淨資產
值為 9344.28 萬元。 其中： 資產總計賬面值為 9683.34 萬元， 評估值為 9748.57 萬元， 增值額 65.23 萬元， 增值率
0.67％； 負債總賬面值為 404.29 萬元， 評估值為 404.29 萬元， 評估無增減值； 淨資產賬面值為 9279.05 萬元， 評估值為
9344.28萬元， 增值額 65.23萬元， 增值率 0.70%.

以上述評估淨資產值為基礎， 本次股權轉讓價格為 1.5 元/股， 交易金額為 2220 萬元。 本次股權轉讓完成後， 公司
不再持有量科公司股權。

本次交易不構成關聯交易， 也不構成 《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 規定的重大資產重組。
2、 本次交易已於 2012年 6月 28日經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第十八次會議審議， 並得到全體董事一致同意。
公司獨立董事劉振平、 張海霞、 竇林平對公司本次股權轉讓事項發表了獨立意見， 認為本次轉讓量科公司股權是為

了進一步提高公司資產質量， 控制對外投資風險， 符合公司發展的需要。 本次交易的決策程序和表決程序合法合規， 交
易定價依據公平、 合理， 不存在損害公司及廣大股東利益的情形， 同意本次交易事項。

3、 根據 《公司章程》 的規定， 此次交易是在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的額度內進行的交易事項， 由董事會履行決策程
序， 無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二、 交易對方的基本情況
1、 交易對方概況
企業名稱： 深圳市美廬貿易發展有限公司
企業性質： 有限責任公司
註冊地址： 深圳市羅湖區中興路外貿集團大廈 2101房
法定代表人： 晏梓桂
註冊資本： 3000萬元
註冊號： 440301104314045
經營範圍： 國內商業、 物資供銷業 （有含專營、 專控、 專控商品） ； 投資興辦實業 （具體項目另行申報） ； 投資咨

詢； 企業管理咨詢； 自有物業租賃。
主要股東： 晏梓桂 （佔 70％股份） ， 晏松柏 （佔 30％股份）
2、 交易對方與公司的關係
按照 《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 的規定， 美廬公司不屬於本公司的關聯人， 與本公司不構成關聯關係， 因

此， 此次股權轉讓不屬於關聯交易。
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東與美廬公司不存在產權、 業務、 資產、 債權債務、 人員等方面的關係。
3、 交易對方最近一年主要財務數據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 該公司未經審計的總資產 267,466,303.46 元 ， 總負債 244,609,558.53， 淨資產

22,856,744.93元， 淨利潤-3,594,823.64元。
三、 交易標的基本情況
1、 交易標的基本概況
企業名稱： 深圳市量科創業投資有限公司
註冊地址： 深圳市羅湖區中興路外貿集團大廈 2102房
法定代表人： 晏梓桂
註冊資本： 8000萬元
成立日期： 2000年 12月 26日
經營範圍： 高新技術產業和其它技術創新產業的投資、 受託管理和經營其它創業投資公司的創業資本， 投資咨詢業

務 （不含限制項目） 。

股權結構：
股東名稱 出資額 （現金） 股份 （股） 股權比例

深圳市美廬貿易發展有限公司 4200萬元 4200萬 52.5％
上海鼎盛照明器材有限公司 1520萬元 1520萬 19％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1480萬元 1480萬 18.5％
中牧農業連鎖發展有限公司 800萬元 800萬 10％
合計 8000萬元 8000萬 100％

上海鼎盛照明器材有限公司， 成立於 2001 年 3 月 22 日， 註冊資本 50 萬元人民幣； 法定代表人： 尉勝利； 註冊地
址： 上海塘外經濟小區 C 區 307 號； 經營範圍： 照明器材、 建築材料、 針紡織品、 五金交電、 化工原料 （除危險化學
品、 監控化學品、 煙花爆竹、 民用爆炸物品、 易制毒化學品） 、 計算機及配件、 電器批發、 零售、 照明工程技術設計
（企業經營涉及行政許可的， 憑許可證件經營） 。

中牧農業連鎖發展有限公司， 成立於 2001年 12月 25日， 註冊資本 5000 萬元； 法定代表人： 薛廷伍； 註冊地址：
北京市豐台區南四環西路 188 號總部基地八區 18 號樓； 經營範圍： 許可經營項目： 無， 一般經營項目： 銷售飼料、 禽
獸用品及農牧業生產資料用品； 項目投資、 投資咨詢； 研發農牧業高新技術產品 （限制性項目除外） ； 技術培訓； 貨物
進出口、 技術進出口、 代理進出口； 信息咨詢 （中介除外） 。

2、 公司持有的量科公司 18.5％的股權不存在抵押、 質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權利， 也不存在重大爭議、 訴訟或仲裁事
項， 未被司法機關採取查封、 凍結等強制措施。

截至目前， 公司不存在為量科公司提供擔保或委託理財等情況， 量科公司也不存在佔用公司資金的情況。
量科公司已出具文件， 量科公司其他兩位股東同意我公司退出量科公司並且放棄本次股權轉讓的優先受讓權。
3、 量科公司審計情況
亞太 （集團） 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深圳分所 （具有證券、 期貨業務資格） 對量科公司進行了審計， 其母公司最近

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財務數據如下：
單位： 元

項目 2011年 12月 31日 2012年 5月 31日
總資產 96,833,369.58 94,509,972.68
總負債 4,042,895.31 4,044,144.73
淨資產 92,790,474.27 90,465,827.95
營業收入 0 0
營業利潤 -5,773,166.29 -2,324,,646.32
淨利潤 -5,773,166.29 -2,324,646.32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6,417,622.93 -177,562.16

四、 交易協議的主要內容
1、 定價依據
以 2011 年 12 月 31 日經評估的深圳量科公司淨資產值 1.168 元/股為基數， 雙方協商轉讓價格為 1.5 元/股， 轉讓總

價款為 2220萬元， 溢價 28.42％。
2、 付款方式
受讓方分兩次以現金支付股權轉讓款： 第一次 （1372 萬元人民幣） 於本協議生效之日起 80 天內以銀行轉賬方式支

付給轉讓方； 第二次 （848萬元人民幣） 於本協議生效之日起 120 天內以銀行轉賬方式支付給轉讓方。 受讓方也可提前
付清本次股權轉讓款。

3、 股權變更登記及費用負擔
受讓方全額支付轉讓款十日內， 轉讓方應及時配合受讓方到工商行政機關辦理股權變更登記。 股權轉讓過程中發生

的有關費用 （如公證、 評估或審計、 工商變更登記、 稅費等費用） ， 由受讓方承擔。
4、 違約責任
（1） 如受讓方不能按期支付股權價款， 每逾期一天， 應支付逾期部分價款萬分之一的逾期違約金。 如逾期一個月仍

未支付的， 轉讓方有權終止本協議， 並要求受讓方賠償損失。
（2） 如由於轉讓方的原因， 致使受讓方不能如期辦理變更登記， 轉讓方應按照受讓方已經支付的轉讓款的萬分之十

向受讓方支付違約金。
5、 本協議自雙方蓋章之日起生效。
五、 涉及股權轉讓的其他安排
本次股權轉讓交易不涉及其他安排。
六、 股權轉讓的目的及對公司的影響
公司投資量科公司是希望通過該項投資獲得理想的投資回報， 但該公司成立以來長期不分紅， 且該公司應收款和應

付款額度較大， 對本公司投資收益存在較大風險， 本次轉讓量科公司股權是為了進一步提高公司資產質量， 控制對外投
資風險。 由於本次交易金額及產生的投資收益相對較小， 不會對公司本年度財務狀況和經營業績產生重大影響。

本次股權交易對方美廬公司在國內設立多間獨資或控股公司， 目前擁有淨資產 7000 萬元以上， 具有一定資本實
力。 對方承諾將按期現金支付股權轉讓款項。 公司董事會認為， 本次交易存在一定風險， 但對方到期如不能履行支付手
續， 則本公司持有的量科公司股權不會過戶轉讓至對方， 公司不會發生財產損失風險。 同時， 對方如未能履約， 公司擁
有按照協議要求對方賠償的權利。

七、 備查文件
1、 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第十八次會議決議；
2、 公司與美廬公司簽訂的 《股權轉讓協議》
3、 獨立董事出具的 《關於轉讓深圳市量科創業投資有限公司股權的獨立意見》 ；
4、 量科公司 2011年度、 2012年 1-5月審計報告；
5、 量科公司 2011年度資產評估報告。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12年 6月 28日

股票簡稱： 佛山照明 （A股） 、 粵照明 B （B股） 公告編號： 2012-019
股票代碼： 000541 （A股） 、 200541 （B股）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清算註銷控股子公司廣東佛照新光源科技

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本公告內容的真實、 準確和完整， 沒有虛假記載、 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
一、 概述
為了發展 LED照明業務，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本公司） 和麗嘉科創有限公司 （香港） 於 2011 年

4月 27日簽訂 《關於合資設立廣東佛照新光源科技有限公司之合同》 ， 共同出資設立廣東佛照新光源科技有限公司 （以
下簡稱新光源公司） （參見巨潮資訊網 2011年 4月 28日相關公告， 公告編號 2011-017） 。 由於受市場與技術環境變化
的影響， 該公司原定發展項目存在較大市場風險， 成立以來一直未進行實際經營， 該公司的存續只會增加相應的管理費
用， 無法產生經濟效益， 將嚴重損害本公司股東利益。 經合資雙方充分、 友好協商， 決定解散、 清算新光源公司， 該公
司將儘快成立清算小組， 負責清算期間的相關工作， 並於清算結束後辦理該公司的工商登記等註銷事宜。 清算過程中產
生的清算費用由本公司承擔。 由於該公司人員由本公司員工兼任， 因此該公司解散後不存在與員工解除勞動合同或安置
員工的問題。

二、 註銷公司的情況
1、 公司名稱： 廣東佛照新光源科技有限公司
2、 註冊號： 440600400017120
3、 註冊地址： 佛山市高明區荷城街道 （富灣） 工業區佛山照明地
4、 法定代表人： 鐘信才
5、 註冊資本： 貳億貳千貳佰萬元人民幣
6、 經營範圍： 生產、 銷售 LED光源產品、 LED照明應用產品， 照明安裝工程。
7、 成立日期： 2011年 6月 7日
8、 股東結構與出資情況：

股東名稱 股權比例 出資額 出資方式 已完成出資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55% 12200萬元人民幣 現金 1000萬元人民幣

麗嘉科創有限公司 45% 10000萬元人民幣 專有技術 0
合計 100% 22200萬元人民幣 -- 1000萬元人民幣

麗嘉科創有限公司於 2011年 2月在香港註冊成立， 註冊資本 10000港元， 沒有實質性業務經營。
9、 專利：
新光源公司負責辦理由麗嘉科創有限公司轉移過來的實用新型專利一件 （專利名稱“一種波長轉換器件” ， 專利

號： 2011120105549.9） 及正在申請過程中的專利一件 （專利名稱“一種波長轉換器件及其製備方法” ， 申請號：
201110090827.2） 轉移回麗嘉科創有限公司， 辦理專利轉移手續的相關費用由本公司承擔。

10、 財務情況：
截止 2011 年底， 新光源公司實收資本 1000 萬元， 資產總計： 901.18 萬元， 淨資產： 883.88 萬元， 未分配利

潤： -116.12 萬元 （該公司 2011 年度財務報告已經審計） 。 新光源公司不存在銀行貸款和其他債務， 也不存在對外
擔保和本公司為其擔保的情形。

三、 對本公司的影響
清算新光源公司是基於 LED技術與市場發展的狀況， 為避免繼續投資給股東帶來更大損失而由合資雙方共同作出的

決定。 本公司已經於 2011年底專門成立 LED事業部， 全面負責公司 LED照明業務發展。 新光源公司的解散、 清算不會
影響 LED照明業務作為本公司重點發展方向之一的戰略地位。

四、 審批程序
新光源公司的清算須經董事會審議通過， 屬董事會審批權限， 無須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董事會審議通過後授權管理

層按照 《外商投資企業清算辦法》 、 《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實施條例》 等法律法規的規定和要求啟動清算註銷程序。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12年 6月 28日

股票簡稱： A股 大江股份、 B股 大江 B股 編號： 臨 2012-013
證券代碼： A股 600695、 B股 900919 ������������

上海大江 （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第二十次股東大會 （2011年年會）

會議決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的真實、 準確和完

整， 沒有虛假記載、 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
重要內容提示：
本次會議沒有否決提案的情況；
本次會議沒有關聯提案表決。
一、 會議召開和出席情況
上海大江 （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十次股東大會 （2011 年

年會） 於 2012 年 6 月 28 日在上海松江區文誠路 765 號上海新暉
大酒店 12 樓黃山廳召開。 本次股東大會由公司董事會召集， 董
事長俞乃奮主持會議。

參加表決的股東（股東授權代理人） 共 139人， 共持有代表公
司 217,884,353 股有表決權股份， 占公司股份總數的 32.2168�％。
其中： A 股股東及股東代表為 92 人,�代表股份 212,099,131 股；
B 股股東及股東代表 47 人， 代表股份為 5,785,222 股。

公司董事、 監事、 高級管理人員及上海市誠致信律師事務所
律師出席了本次會議。 本次股東大會符合 《公司法》 、 《公司章
程》 和《股東大會議事規則》 的有關規定。

二、 提案的審議和表決情況
本次股東大會共審議了十四項議案， 其中： 《關於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對外擔保事項的議案》 和 《關於變更公司名稱和增加
經營範圍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議案》 為特別決議議案， 其餘議案為
普通決議議案。 本次會議議案中 《關於董事會換屆選舉的議案》
和 《關於監事會換屆選舉的議案》 二項表決提案採用累積投票
制。 會議採用記名投票表決方式逐項投票表決， 結果如下：

（一） 審議通過《2011年度董事會工作報告》 ；
全體股數 同意股數 反對股數 棄權股數 同意比例

全體股東 217,884,353 217,682,841 10,632 190,880 99.9075%
A 股股東 212,099,131 212,042,139 1,032 55,960 99.9731%
B 股股東 5,785,222 5,640,702 9,600 134,920 97.5019%

（二） 審議通過《2011年度財務決算報告》 ；
全體股數 同意股數 反對股數 棄權股數 同意比例

全體股東 217,884,353 217,682,421 10,442 191,490 99.9073%
A 股股東 212,099,131 212,041,829 842 56,460 99.9730%
B 股股東 5,785,222 5,640,592 9,600 135,030 97.5000%

（三） 審議通過 《2011 年度利潤分配預案》 ， 經立信會
計師事務所 （特殊普通合夥） 審計， 母公司實現 2011 年度
稅後淨利潤為 8,740,907.16 元， 累計期末可供分配的利潤為
-636,609,512.59 元， 決定 2011 年度不分配股利或紅利 ， 也
不進行資本公積金轉增股本。

全體股數 同意股數 反對股數 棄權股數 同意比例
全體股東 217,884,353 217,682,421 11,042 190,890 99.9073%
A 股股東 212,099,131 212,041,829 1,332 55,970 99.9730%
B 股股東 5,785,222 5,640,592 9,710 134,920 97.5000%

(四)《2011年度監事會工作報告》 ；
全體股數 同意股數 反對股數 棄權股數 同意比例

全體股東 217,884,353 217,682,641 10,632 191,080 99.9074%
A 股股東 212,099,131 212,041,939 1,032 56,160 99.9730%
B 股股東 5,785,222 5,640,702 9,600 134,920 97.5019%

(五)�審議通過《2011年度獨立董事工作報告》 ；
全體股數 同意股數 反對股數 棄權股數 同意比例

全體股東 217,884,353 217,682,621 10,642 191,090 99.9074%
A 股股東 212,099,131 212,042,029 1,042 56,060 99.9731%
B 股股東 5,785,222 5,640,592 9,600 135,030 97.5000%

(六 )�審議通過 《關於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貸款事項的議
案》 ， 同意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自 2011 年年度股東大會召開之
日後至 2012 年年度股東大會召開之日止貸款總額不超過 5 億元
額度的前提下， 繼續辦理相關貸款業務。 本次貸款的授權期限為
2011 年年度股東大會召開之日後至 2012 年年度股東大會召開之
日止。

全體股數 同意股數 反對股數 棄權股數 同意比例
全體股東 217,884,353 217,627,521 65,642 191,190 99.8821%
A 股股東 212,099,131 212,041,829 1,032 56,270 99.9730%
B 股股東 5,785,222 5,585,692 64,610 134,920 96.5510%

(七)�審議通過 《關於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對外擔保事項的
議案》 ， 同意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自 2011 年年度股東大會召開
之日後至 2012 年年度股東大會召開之日止對外擔保總額為人民
幣 2 億元額度的前提下， 公司繼續為公司控股子公司續借或新
增借款提供擔保。 本次對外擔保的授權期限為自 2011 年年度股
東大會召開之日後至 2012 年年度股東大會召開之日止。

全體股數 同意股數 反對股數 棄權股數 同意比例
全體股東 217,884,353 217,682,631 10,642 191,080 99.9074%
A 股股東 212,099,131 212,041,929 1,042 56,160 99.9730%
B 股股東 5,785,222 5,640,702 9,600 134,920 97.5019%

(八)�審議通過 《關於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資產抵押及質押事
項的議案》 ， 同意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自 2011 年年度股東大會
召開之日後至 2012 年年度股東大會召開之日止資產抵押及質押
借款總額不超過人民幣 5 億元的前提下， 繼續辦理相關資產抵押
及質押業務。 本次資產抵押及質押的授權期限為自 2011 年年度
股東大會召開之日後至 2012年年度股東大會召開之日止。

全體股數 同意股數 反對股數 棄權股數 同意比例
全體股東 217,884,353 212,873,980 4,819,193 191,180 97.7004%
A 股股東 212,099,131 212,042,039 832 56,260 99.9731%
B 股股東 5,785,222 831,941 4,818,361 134,920 14.3805%

(九)�審議通過《關於 2011年度會計師事務所審計費用和聘用
2012年度會計師事務所的議案》 ， 同意支付給立信會計師事務所
（特殊普通合夥） 的 2011 年度審計費用為 91.5 萬元， 決定繼續聘
用立信會計師事務所 （特殊普通合夥） 為我公司 2012 年度審計
事務所。

全體股數 同意股數 反對股數 棄權股數 同意比例
全體股東 217,884,353 217,682,521 10,642 191,190 99.9074%
A 股股東 212,099,131 212,041,929 1,042 56,160 99.9730%
B 股股東 5,785,222 5,640,592 9,600 135,030 97.5000%

(十)審議通過《2011年年度報告》 。
全體股數 同意股數 反對股數 棄權股數 同意比例

全體股東 217,884,353 217,682,721 10,652 190,980 99.9075%
A 股股東 212,099,131 212,042,129 942 56,060 99.9731%
B 股股東 5,785,222 5,640,592 9,710 134,920 97.5000%

(十一)�審議通過 《關於變更公司名稱和增加經營範圍暨修改
公司章程的議案》 ， 同意將公司名稱由目前的“上海大江(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 變更為“上海大江食品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 經
營範圍增加“食用農產品 （含生豬產品） 、 酒類、 食品添加劑、
包裝材料” ， 並相應修改公司章程。

全體股數 同意股數 反對股數 棄權股數 同意比例
全體股東 217,884,353 212,874,270 4,818,623 191,460 97.7006%
A 股股東 212,099,131 212,042,329 372 56,430 99.9732%
B 股股東 5,785,222 831,941 4,818,251 135,030 14.3805%

(十二)�審議通過《關於董事會換屆選舉的議案》 。
1、 選舉俞乃奮女士為公司第七屆董事會董事；

同意股數 占出席表決比例
全體股東 217,758,289 99.9421%
A 股股東 212,049,487 99.9766%
B 股股東 5,708,802 98.6790%

2、 選舉俞乃雯女士為公司第七屆董事會董事；
同意股數 占出席表決比例

全體股東 217,699,117 99.9150%
A 股股東 212,047,915 99.9759%
B 股股東 5,651,202 97.6834%

3、 選舉朱家菲女士為公司第七屆董事會董事；
同意股數 占出席表決比例

全體股東 217,699,127 99.9150%
A 股股東 212,047,925 99.9759%
B 股股東 5,651,202 97.6834%

4、 選舉李冬青先生為公司第七屆董事會董事；
同意股數 占出席表決比例

全體股東 217,699,317 99.9151%
A 股股東 212,048,115 99.9759%
B 股股東 5,651,202 97.6834%

5、 選舉龍煉先生為公司第七屆董事會董事；
同意股數 占出席表決比例

全體股東 217,699,217 99.9150%
A 股股東 212,048,015 99.9759%
B 股股東 5,651,202 97.6834%

6、 選舉蔣耀華先生為公司第七屆董事會董事；
同意股數 占出席表決比例

全體股東 217,699,117 99.9150%
A 股股東 212,047,915 99.9759%
B 股股東 5,651,202 97.6834%

7、 選舉馮幼蓀女士為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獨立董事；
同意股數 占出席表決比例

全體股東 217,699,373 99.9151%
A 股股東 212,048,170 99.9760%
B 股股東 5,651,203 97.6834%

8、 選舉王天東先生為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獨立董事；
同意股數 占出席表決比例

全體股東 217,729,289 99.9288%
A 股股東 212,048,956 99.9763%
B 股股東 5,680,333 98.1869%

9、 選舉楊旌女士為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獨立董事。
同意股數 占出席表決比例

全體股東 217,698,904 99.9149%
A 股股東 212,047,704 99.9758%
B 股股東 5,651,200 97.6834%

（十三） 審議通過《關於監事會換屆選舉的議案》 。
1、 選舉羅錦程先生為公司第七屆監事會監事；

同意股數 占出席表決比例
全體股東 217,718,841 99.9240%
A 股股東 212,048,439 99.9761%
B 股股東 5,670,402 98.0153%

2、 選舉童廣圻先生為公司第七屆監事會監事；
同意股數 占出席表決比例

全體股東 217,699,117 99.9150%
A 股股東 212,047,915 99.9759%
B 股股東 5,651,202 97.6834%

（十四） 審議通過《關於董事和監事津貼的議案》 。
全體股數 同意股數 反對股數 棄權股數 同意比例

全體股東 217,884,353 217,682,721 10,592 191,040 99.9075%
A 股股東 212,099,131 212,042,129 882 56,120 99.9731%
B 股股東 5,785,222 5,640,592 9,710 134,920 97.5000%

三、 律師見證情況
本次股東大會聘請上海市誠至信律師事務所徐菁律師出席並

出具法律意見書， 主要法律意見如下： 公司本次股東大會的召
集、 召開程序符合法律、 法規及 《公司章程》 、 《股東大會議事
規則》 的規定； 出席會議人員的資格合法、 有效； 本次股東大會
議案的提議程序合法、 有效； 表決程序符合法律、 法規及 《公司
章程》 、 《股東大會議事規則》 的規定， 由此做出的股東大會決
議合法有效。

四、 備查文件
1、 股東大會會議決議；
2、 法律意見書。
特此公告。

上海大江 （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 6月 29日

股票簡稱： A股 大江股份、 B股 大江 B股 編號： 臨 2012-014
證券代碼： A股 600695、 B股 900919

上海大江 （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選舉產生職工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的真實、 準確和完
整， 沒有虛假記載、 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

2012年 12月 26日， 公司職工代表會議選舉李宏兵先生任公
司第七屆監事會職工監事， 任期為三年， 與第七屆監事會任期一
致。

李宏兵， 男， 46 歲， 浙江農業大學本科畢業。 1990 年 7 月
進入大江公司工作， 歷任大江公司畜禽部總經理助理兼綜合科科
長， 大江資產經營管理公司副總經理、 總經理。 現任公司資產管
理部總經理。

特此公告。
上海大江 （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 6月 29日

股票簡稱： A股 大江股份、 B股 大江 B股 編號： 臨 2012-015
證券代碼： A股 600695、 B股 900919

上海大江 （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第七屆董事會第一次全體會議

決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的真實、 準確和完

整， 沒有虛假記載、 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
上海大江 （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第一次全體會

議於 2012 年 6 月 28 日在華一大廈七樓召開， 本次董事會會議的
召開符合有關法律、 法規、 規章和公司章程的規定。 公司董事會
有 9 名成員， 均親自出席本次董事會會議。 會議由俞乃奮女士主
持， 監事會成員、 其他高級管理人員列席了會議， 會議審議通過
如下決議：

1、 審議通過 《關於選舉公司董事長和副董事長的議案》 ，
選舉俞乃奮女士任公司董事長； 選舉俞乃雯女士任公司副董事
長。 上述人員任期為三年， 與本屆董事會任期一致 （自 2012 年
6 月 28 日至 2014 年年度股東大會召開日） 。 表決結果： 9 票同
意， 0 票反對， 0 票棄權。

2、 審議通過 《關於選舉公司董事會專門委員會成員的議
案》 ， 選舉公司董事會各專門委員會成員如下： （1） 俞乃奮女
士、 俞乃雯女士、 朱家菲女士、 李冬青先生、 楊旌女士為公司董
事會戰略與發展委員會成員， 其中俞乃奮女士任主任委員。 （2）
馮幼蓀女士、 王天東先生、 楊旌女士、 俞乃奮女士、 龍煉先生為
董事會提名、 薪酬與考核委員會成員。 （3） 王天東先生、 楊旌
女士、 蔣耀華先生為董事會審計委員會成員。 上述人員任期為三
年， 與本屆董事會任期一致（自 2012年 6月 28日至 2014年年度
股東大會召開日） 。 表決結果： 9票同意， 0票反對， 0票棄權。

3、 審議通過 《關於批准董事會提名、 薪酬與考核委員會主
任委員的議案》 ， 馮幼蓀女士任董事會提名、 薪酬與考核委員主
任委員。 表決結果： 9票同意， 0票反對， 0票棄權。

4、 審議通過 《關於批准董事會審計委員會主任委員的議
案》 ， 王天東先生任董事會審計委員會主任委員。 表決結
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對， 0 票棄權。

5、 審議通過 《關於聘任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及其他相關人員
的議案》 。 根據提名、 薪酬與考核委員會的提名， 決定聘任俞乃
奮為總裁； 聘任朱家菲為常務副總裁； 聘任李冬青為副總裁兼董
事會秘書 （上述高管人員簡歷附後） 。 聘任楊雪峰為董事會辦公
室主任兼證券事務代表； 聘任萬平為審計部總經理。 上述人員任
期為三年， 與本屆董事會任期一致 （自 2012 年 6 月 28 日至 2014
年年度股東大會召開日） 。 表決結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對， 0 票
棄權。

6、 審議通過 《關於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及其他相關人員薪酬
的議案》 。 表決結果： 9票同意， 0票反對， 0票棄權。

7、 審議通過 《關於授權內部董事簽署相關銀行貸款擔保
質押抵押手續的議案》 ， 同意授權委託公司內部董事俞乃
奮、 朱家菲、 李冬青三位成員共同簽署股東大會授權範圍內
關於貸款、 對外擔保、 資產抵押及質押事項的相關合同、 協
議等， 此次授權期限至 2012 年年度股東大會召開之日止。 表
決結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對， 0 票棄權。

8、 審議通過 《關於調整公司組織機構的議案》 。 表決結
果： 9票同意， 0票反對， 0票棄權。

特此公告。
上海大江 （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 6月 29日

附件： 高管簡歷
俞乃奮， 女， 48歲， 美籍華人， 復旦大學經濟學碩士。 歷任

美國豪樂偉投資公司總經理、 董事長， 綠庭 （香港） 有限公司董
事長兼總裁， 上海大江 （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屆、 第六屆董
事會董事長兼總裁。 現任綠洲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 綠庭
（香港） 有限公司董事長、 綠庭置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上海大江
（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屆董事會董事長。

朱家菲， 女， 48歲， 上海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系和日本亞細亞
大學國際關係系畢業， 歷任中國建設銀行上海分行國際業務部工
作， 株式會社積德國際海外營業部營業部長， 丸紅株式會社化學
品部門電子材料部項目主管， 上海大江 （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第
五屆、 第六屆董事會獨立董事， 埃森哲咨詢有限公司供應鏈部咨
詢顧問。 現任上海大江 （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屆董事會董
事。

李冬青， 男， 51歲， 復旦大學碩士研究生。 歷任中共上海市
委宣傳部理論處副處長， 上海東聯咨詢有限公司總經理， 上海四
季生態科技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上海綠庭集團有限公司企劃部副
總經理、 總經理， 上海大江 （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屆、 第六
屆董事會董事， 綠庭 （香港） 有限公司董事會秘書， 綠庭置業有
限公司董事會辦公室主任。 現任上海大江 （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屆董事會董事。

股票簡稱： A股 大江股份、 B股 大江 B股 編號： 臨 2012-016
證券代碼： A股 600695、 B股 900919

上海大江 （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第七屆監事會第一次全體會議

決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的真實、 準確和完

整， 沒有虛假記載、 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
上海大江 （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屆監事會第一次全體會

議於 2012 年 6 月 28 日在華一大廈七樓召開， 會議選舉羅錦程先
生為監事會主席。

特此公告。
上海大江 （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 6月 29日

申請酒牌續期啟事
板石Sabu Sabu燒肉

現特通告：廖志強其地址為九龍藍
田廣田邨廣逸樓 30 樓 3016 室，現
向酒牌局申請位於九龍尖沙咀寶勒
巷 6-8A 盈豐商業大廈 1 樓板石
Sabu Sabu 燒肉的酒牌續期。凡反
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登報之
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
由之反對書，寄交九龍深水埗基隆
街 333 號北河街市政大廈 4 字樓酒
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2年6月29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板石Sabu Sabu燒肉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Liu Chi Keung
of Rm 3016, 30/F., Kwong Yat House,
Kwong Tin Estate, Lam Tin, Kln.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板 石 Sabu Sabu 燒 肉 at 1/F., Winfield
Commercial Bldg., 6-8A Prat Ave., T.S.T.,
Kln.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renewal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F, Pei Ho Street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333 Ki Lung Street,
Shamshuipo, Kowloon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29-6-2012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陳錦朝（CHIN DEXTER KAN）、陳劍雲（CHIN
WINNIE KIM WAN）：

本院受理（2012）穗越法民三初字第 1677
號原告廣州匯聯物業管理有限公司訴被告陳錦
朝、陳劍雲無因管理糾紛一案，因你們（均為
美國國籍）目前下落不明（無法送達），依照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五
條第一款第（七）項、第二百四十六條的規定
，向你們公告送達起訴狀副本及開庭傳票等應
訴材料。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六個月，
即視為送達。你們提出答辯狀及舉證的期限均
為公告期滿後的三十日內。本案定於 2013 年 2
月6日08時45分在本院238法庭公開開庭審理
，逾期將依法缺席判決。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一二年六月十五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陳健雄（JIAN XIONG CHEN）：

本院受理（2012）穗越法民一初字第2332
號原告趙素華訴被告陳健雄（JIAN XIONG
CHEN）離婚糾紛一案，因你（美國國籍，身
份證件號碼：08552833）目前下落不明（無法
送達），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
第二百四十五條第一款第（七）項、第二百四
十六條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起訴狀副本及開
庭傳票等應訴材料。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
過六個月，即視為送達。你提出答辯狀及舉證
的期限均為公告期滿後的三十日內。本案定於
2013 年 2 月 26 日 10 時 00 分在本院 214 法庭公
開開庭審理，逾期將依法缺席判決。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一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10）荔法民三初字第2021-1號
許銀愛、李寶蓮、許春發、張愛娣、張朝爵、許長江
、黃志興、莊淑信、許清照、許淑真、許薇娜、許薩
波、許育蘭、許蘭、許慈、許玉潔、許國元、許玉冰
、許玉玟、許玉珍、許玉貞，許宗璇的合法繼承人、
許宗棠的合法繼承人：

本院受理原告許乙謀等人訴被告許欽習等人房屋
確權糾紛案，原告起訴要求判決廣州市荔灣區光復南
路 142 號（原廣州市中區光復南路 138 號）房屋由原
告佔有 1/3 產權；本案訴訟費由許欽習負擔。現將該
請求向你們公告送達，並通知你們作為被告參加訴訟
。住所地在中國大陸地區的自公告之日起60天，在香
港及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自公告之日起三個月，在國外
的自公告之日起六個月，即視為送達。舉證期限為公
告送達期滿後三十日，答辯期限為公告送達期滿後三
十日。本案適用普通程序，於2013年1月30日9時本
院24法庭公開開庭審理，逾期本院將依法判決。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二○一二年六月二十日

證券簡稱：深深房A、深深房B 公告編號：2012-023
證券代碼：000029、200029

深圳經濟特區房地產（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屆董事會第四次會議決議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的真實、準確
、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本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第四次會議於2012年6月28日以
通訊方式召開。會議應到董事9人，實到9人，關聯董事文
利、姜麗花迴避表決。會議的召開符合有關法律、法規和
《公司章程》的規定。

會議由周建國董事長主持，逐項審議了各項議案並進
行了投票表決。會議以 7 票贊成、0 票反對、0 票棄權通過
了《關於向深圳市建築設計研究總院有限公司通過銀行委
託貸款方式辦理借款的議案》。同意公司通過中國建設銀
行深圳分行以委託貸款的方式，向公司控股股東深圳市投
資控股有限公司全資所屬企業——深圳市建築設計總院有
限公司借款人民幣2億元，借款期限一年，借款利率為銀行
基準貸款利率上浮幅度不超過15%，以本公司擁有的深房廣
場之53套寫字樓和文錦倉庫1-3層物業作為抵押。

特此公告。

深圳經濟特區房地產（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12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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