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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酒牌續期啟事
太平洋酒吧

現特通告：梁文偉其地址為九龍觀
塘順天邨天璣樓 1122 室，現向酒牌
局申請位於香港北角渣華道196-202
號嘉富大廈地下1 & 2號舖太平洋酒
吧的酒牌續期，附加批註事項為酒
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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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交香港灣
仔軒尼詩道225號駱克道市政大廈8
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2年7月13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BAR PACIFIC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Leung Man Wai
of Room 1122, Tin Kei House, Shun Tin
Estate, Kwun Tong, Kowloon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Bar Pacific
at Shop 1 & 2, G/F, Kar Fu Bldg, 196-202
Java Rd, North Point, Hong Kong with
endorsement of 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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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F,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22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13-7-2012

申請酒牌轉讓啟事
太平洋酒吧

現特通告：胡柏康其地址為新界粉嶺
榮福中心 3 座 7 樓 G 室，現向酒牌局
申請把位於新界粉嶺聯興街33號地下
太平洋酒吧的酒牌轉讓給陳詠祖其地
址為新界屯門友愛邨愛勇樓1426室，
附加批註事項為酒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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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交新界大埔鄉事會街 8 號大埔綜合
大樓4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2年7月13日

APPLICATION FOR TRANSFER
OF LIQUOR LICENCE

BAR PACIFIC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Wu Pak Hong of
Room G, 7/F, Block 3, Wing Fok Centre,
Fanling, N.T.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transfer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Bar Pacific at G/F, 33
Luen Hing Street, Fanling, N.T. to Chan
Wing Cho of Room 1426, Oi Yung House,
Yau Oi Estate, Tuen Mun, N.T. with
endorsement of bar.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transfer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F, Tai Po Complex,
No.8 Heung Sze Wui Street, Tai Po, New
Territories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13-7-2012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曾玄愷、曾瑮芸、曾亦芝、曾亦奇、曾亦尼：

本院受理原告曾憲度、曾達鴻、曾玄絡、
曾瓊琰、曾瓊碧訴被告曾玄愷、曾玄偉、曾萬
鴻、曾瓊玉、曾瑮芸、曾亦芝、曾亦奇、曾亦
尼繼承糾紛一案，現已審理終結。因你（為台
灣居民）現下落不明，依照《關於涉台民事訴
訟文書送達的若干規定》第八條的規定，向你
公告送達本院（2011）穗越民一初字第 2673
號《民事判決書》。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繼
承法》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六條第二款的
規定，判決如下：

被繼承人潘寶福生前所有廣州市越秀區北
京路202號首層房屋的產權份額，由原告曾達
鴻繼承三百二十分之六十四，原告曾瓊碧、曾
玄絡、曾瓊琰和被告曾玄愷、曾玄偉各繼承三
百二十分之四十四，原告曾憲度繼承三百二十
分之二十四，被告曾瓊玉、曾萬鴻各繼承三百
二十分之四，被告曾亦芝、曾瑮芸、曾亦奇、
曾亦尼各繼承三百二十分之一。

本案受理費16448元（原告已預付）由原
告曾達鴻負擔 3290 元，原告曾憲度負擔 1234
元，被告曾瓊玉、曾萬鴻各負擔205元，被告
曾亦芝、曾瑮芸、曾亦奇、曾亦尼各負擔 51
元。

自發出本公告之日起，經過三個月，即視
為送達。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公告送達期滿後
三十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上訴於廣州市中
級人民法院，並於遞交上訴狀之日起七日內按
一審確定的案件受理費向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繳交上訴案件受理費，逾期不交視為撤回上訴
處理。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一二年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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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屆董事會第二十次會議決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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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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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2 日召開第六屆董事會第二十次會議， 會議通過通
訊傳真方式審議會議議案， 9名董事參加會議審議， 8 名有表決權的董事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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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議通過關於與佛山施諾奇加州電氣有限公司、 佛山市斯朗柏企業
有限公司的關聯關係及 2009年－2011年日常關聯交易的說明議案；

同意 6票， 反對 0票， 棄權 2票
公司董事長鐘信才先生依照相關法律、 法規依法回避表決。
代表歐司朗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 Joerg Thaele （泰勒先生） 和吳勝波先

生由於時間關係及缺乏信息， 無法對交易的關聯關係作出核實和判斷； 對
涉及該關聯交易的定價原則和定價依據、 及其各自的公允性、 合理性、 對
公司獨立性的影響也尚未能作出評估， 因此他們對此議案投棄權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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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與佛山施諾奇加州電氣有限公司、
佛山市斯朗柏企業有限公司的關聯關係及 2009 年－2011 年日常關聯交易的
說明的公告》

2、 審議通過關於 2009 年與 （香港） 青海天際稀有元素科技開發有限
公司共同出資設立青海佛照鋰能源開發有限公司的關聯關係及關聯交易的
說明議案；

同意 6票， 反對 0票， 棄權 2票
公司董事長鐘信才先生依照相關法律、 法規依法回避表決。
代表歐司朗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 Joerg Thaele （泰勒先生） 和吳勝波先

生由於時間關係及缺乏信息， 無法對交易的關聯關係作出核實和判斷； 對
涉及該關聯交易的定價原則和定價依據、 及其各自的公允性、 合理性、 對
公司獨立性的影響也尚未能作出評估， 因此他們對此議案投棄權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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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與 （香港） 青海天際稀有元
素科技開發有限公司共同出資設立青海佛照鋰能源開發有限的關聯關係及
關聯交易的說明的公告》

3、 審議通過關於 2010 年與青海威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共同出資設
立青海佛照鋰電正極材料有限公司的關聯關係及關聯交易的說明議案；

同意 6票， 反對 0票， 棄權 2票
公司董事長鐘信才先生依照相關法律、 法規依法回避表決。
代表歐司朗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 Joerg Thaele （泰勒先生） 和吳勝波先

生由於時間關係及缺乏信息， 無法對交易的關聯關係作出核實和判斷； 對
涉及該關聯交易的定價原則和定價依據、 及其各自的公允性、 合理性、 對
公司獨立性的影響也尚未能作出評估， 因此他們對此議案投棄權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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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與青海威力新能源材料有限
公司共同出資設立青海佛照鋰電正極材料有限公司的關聯關係及關聯交易
的說明的公告》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12年 7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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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與佛山施諾奇加州電氣有限公司、
佛山市斯朗柏企業有限公司的關聯
關係及 2009年－2011年日常關聯

交易的說明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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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於近日收到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廣東監管局發的 《行政監

管措施決定書》 〔2012〕 9 號－ 《關於對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採取責
令改正措施的決定》 （以下簡稱“決定”） ， 該 《決定》 指出本公司 2009
年報、 2010年中報及年報、 2011 年中報及年報未披露與佛山施諾奇加州電
氣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施諾奇） 、 佛山市斯朗柏企業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
斯朗柏） 的關聯關係、 關聯交易； 未在上述定期報告中披露與 （香港） 青
海天際稀有元素科技開發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香港天際） 的關聯關係； 未
如實披露與香港天際共同出資設立青海佛照鋰能源開發有限公司的關聯交
易。 公司董事會對 《決定》 提出的問題高度重視， 結合相關法律、 法規和
公司的實際情況， 按照 《決定》 中提出的責令改正要求， 進行認真整改，
現將本公司與施諾奇、 斯朗柏的關聯關係及近三年的關聯交易情況進行補
充披露。

一、 公司與施諾奇、 斯朗柏的關聯關係的說明
施諾奇與斯朗柏的法定代表人分別是鐘永亮和鐘永暉， 分別是本公司

董事長鐘信才先生的大兒子和小兒子， 且分別直接控制施諾奇與斯朗柏，
根據有關法律、 法規和規則的規定， 施諾奇與斯朗柏均是本公司的關聯
人， 公司與施諾奇、 斯朗柏分別構成關聯關係。

二、 關聯方介紹
1、 佛山施諾奇加州電氣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鐘永亮； 註冊資本：

14萬美元； 註冊地址： 佛山市禪城區汾江北路 66號首層 1－9軸 （2＃） 鋪；
經營範圍： 從事電光源照明燈具系列產品、 電子產品、 模具的生產， 電光
源照明燈具系列產品、 電子產品、 模具、 辦公用品、 家用電器的批發、 進
出口業務， 以及相關業務的售後服務 （生產項目僅限於分支機搆經營， 涉
及配額許可證管理、 專項規定管理的商品按照國家有關規定辦理） 。 近三
年財務資料：

單位： 人民幣元
年份 總資產 淨資產 營業收入 淨利潤
2009 22,149,383.34 -1,218,335.59 30,729,140.06 -834,221.99
2010 25,793,273.82 -3,698,000.59 38,937,498.87 -2,704,891.22
2011 24,213,253.15 -5,349,626.26 15,574,389.23 -2,179,604.37
2、 佛山市斯朗柏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鐘永暉； 註冊資本： 50

萬元人民幣； 註冊地址： 佛山市禪城區汾江北路 68 號首層 2 號鋪位； 經營
範圍： 經銷： 電子產品， 五金交電商品， 電光源， 照相器材， 陶瓷製品，
機動車零配件， 電腦網路產品。 近三年財務資料：

單位： 人民幣元
年份 總資產 淨資產 營業收入 淨利潤
2009 14,250,956.46 1,559,448.27 11,946,858.98 64,559.50
2010 14,632,020.75 1,545,557.96 10,820,136.64 -13,890.31
2011 16,972,323.21 1,471,098.91 14,095,000.13 -74,459.05
三、 與施諾奇、 斯朗柏 2009年－2011年的日常關聯交易的基本情況

單位： 人民幣元
發生年份 關聯交易類別 關聯人 發生金額 占同類業務比例

2009年

關聯採購材料 佛山施諾奇加州電氣有限公司 20,694,641.87 3.56％
佛山市斯朗柏企業有限公司

關聯銷售 佛山施諾奇加州電氣有限公司 9,942,156.28 0.59％
佛山市斯朗柏企業有限公司 4,125,071.37 0.25％

房租水電 佛山施諾奇加州電氣有限公司 89,794.04
佛山市斯朗柏企業有限公司 53,400

2010年

關聯採購原材料 佛山施諾奇加州電氣有限公司 32,832,508.30 4.47％
佛山市斯朗柏企業有限公司

關聯銷售 佛山施諾奇加州電氣有限公司 7,808,682.16 0.40％
佛山市斯朗柏企業有限公司 4,650,702.88 0.24％

房租水電 佛山施諾奇加州電氣有限公司 108,923.07
佛山市斯朗柏企業有限公司 53,400

2011年

關聯採購原材料 佛山施諾奇加州電氣有限公司 444,653.87 0.04%
佛山市斯朗柏企業有限公司 391,244 0.03%

關聯銷售 佛山施諾奇加州電氣有限公司 968,497.44 0.04％
佛山市斯朗柏企業有限公司 4,634,993.15 0.21％

房租水電 佛山施諾奇加州電氣有限公司 113,775.05
佛山市斯朗柏企業有限公司 53,400

四、 定價政策和定價依據
1、 定價政策和定價依據： 公司向關聯方購買材料和銷售產品， 在交易

時以市場價格為基礎， 由雙方按照公平、 公正、 合理的原則簽訂協定， 並
嚴格按照協定進行。

2、 上述交易沒有產生利益轉移事項。
3、 上述交易標的沒有特殊性。
五、 交易目的和對上市公司的影響
1、 交易的必要性和持續性
公司的生產需要優質材料的穩定供應， 此種關聯交易是必要的， 在一

定時期內長期存在。
公司的部分產品通過關聯方銷售， 可在一定程度上帶動公司生產規模

的擴張， 屬持續性關聯交易， 將在一定時期內長期存在。
2、 交易的原因和真實意圖
公司選擇向關聯方採購材料， 主要是可以集中採購公司所需的部分材

料， 而且供貨及時、 品質保證， 有利於降低成本。
公司選擇向關聯方銷售產品， 主要是增加本公司的銷售管道， 是對本

公司銷售管道的有益補充。
3、 交易的公允性： 上述關聯交易是在公平、 公正、 合理的基礎上嚴格

按照協議執行， 無損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此類關聯交易不會對公司本期以
及未來財務狀況、 經營成果產生不利影響。

4、 對公司獨立性的影響： 公司與上述關聯方之間的日常關聯交易對本
公司的獨立性沒有影響， 公司主要業務不會因此對關聯人形成依賴或者被
其控制。

六、 審議程式
1、 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第二十次會議審議本次關聯交易， 關聯董事鐘信

才先生依法回避表決。
2、 公司三名獨立董事出具了表示同意提交第六屆董事會第二十次會議

審議的事前認可函： 根據有關規定， 我們認真審閱施諾奇、 斯朗柏與本公
司 2009 年－2011 年日常關聯交易的材料， 並向有關方面進行了調查， 我們

同意將施諾奇、 斯朗柏與本公司 2009 年－2011 年日常關聯交易事項提交第
六屆董事會第二十次會議審議， 並按規定進行披露。

3、 此項日常關聯交易將在董事會通過後進行披露。
七、 備查文件
1、 第六屆董事會第二十次會議決議；
2、 獨立董事就上述關聯交易出具的事前認可意見。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12年 7月 12日

股票簡稱： 佛山照明 （A股） 粵照明 B （B股） 公告編號： 2012-028
股票代碼： 000541 （A股） 200541 （B股）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 2009年與 （香港） 青海天際稀有
元素科技開發有限公司共同出資設立青
海佛照鋰能源開發有限公司的關聯

關係及關聯交易的說明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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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於近日收到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廣東監管局發的 《行政監

管措施決定書》 〔2012〕 9 號－ 《關於對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採取責
令改正措施的決定》 （以下簡稱“決定”） ， 該 《決定》 中指出本公司未在
定期報告中披露與 （香港） 青海天際稀有元素科技開發有限公司 （以下簡
稱香港天際） 的關聯關係， 未如實披露與香港天際共同出資設立青海佛照
鋰能源開發有限公司的關聯交易。 公司董事會對 《決定》 提出的問題高度
重視， 結合相關法律、 法規和公司的實際情況， 按照 《決定》 中提出的責
令改正要求進行認真整改， 現將本公司 2009 年與香港天際共同出資設立青
海佛照鋰能源開發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佛照鋰能源） 的關聯關係及關聯交
易情況進行補充披露。

一、 公司與香港天際的關聯關係說明
1、 香港天際的基本情況
（1） 、 公司名稱： （香港） 青海天際稀有元素科技開發有限公司
（2） 、 註冊地址： FLAT/RM 1005 10/F PROSPEROUS BUILDING 48-52

DES VOEUX ROAD CENTRAL HK
（3） 、 註冊資本： 10000港元
（4） 、 法定代表人： 黃三貴
（5） 、 經營範圍： 碳酸鋰、 氯化鋰及其系列產品
（6） 、 財務狀況： 因該公司是以其技術出資入股佛照鋰能源， 並無其

他實際經營業務。
2、 本公司與香港天際的關聯關係
根據 2009 年 9 月 11 日公告 （公告編號 2009-020） ， 佛照鋰能源的股

東是華歐技術諮詢及企劃發展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華歐公司”） ， 原因是
當時華歐公司的專利技術過戶至香港天際還未完成， 香港天際並未擁有專
利技術， 因此香港天際當時未有資格以技術出資方作為佛照鋰能源的股
東。 後來華歐公司把專利技術過戶至香港天際， 佛照鋰能源的股東才從華
歐公司變成了香港天際。 華歐公司與香港天際的實際控制人同為黃三貴。

香港天際的股東為黃三貴、 鐘永暉， 其股權比例分別為 71％、 29％，
且鐘永暉在香港天際公司擔任董事職務。 鐘永暉是本公司董事長鐘信才先
生的次子， 根據有關法律、 法規和規則的規定， 本公司與香港天際構成關
聯關係。

二、 關聯交易概述
1、 本公司與香港天際、 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青海原點商貿有限責任

公司於 2009 年 9 月 10 日下午在廣東佛山市禪城區簽署了協議， 同意在青
海省西寧市經濟開發區共同出資組建佛照鋰能源 （參見本公司 2009 年 9 月
11日公告， 公告編號 2009-020） 。

2、 本次對外投資事項已於 2009 年 9 月 10 日上午， 經本公司第五屆董
事會第十八次會議審議， 並以 9 票贊成， 0 票反對， 0 票棄權審議通過 （參
見本公司 2009年 9月 11日公告， 公告編號 2009-020） 。

3、 根據深圳證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規則》 的有關規定， 本次對外投資
事項屬公司董事會審批許可權， 不需經過公司股東大會批准。

4、 由於香港天際與本公司構成關聯關係， 因此公司此次與香港天際共
同出資設立佛照鋰能源構成關聯交易。

三、 設立公司的基本情況
1、 公司名稱： 青海佛照鋰能源開發有限公司
2、 註冊資本： 7692.3萬元 （2010年增資到 1億元）
3、 註冊地址： 青海省西寧市
4、 股權結構：

投資人名稱 出資額 （萬元） 出資比例 出資方式 出資時間 資金來源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2,923 38% 現金 辦理商業登記前 自籌
（香港） 青海天際稀有元素
科技開發有限公司 2,538.46 33% 專利技術 - -

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1153.34 15% 現金 辦理商業登記前 自籌
青海原點商貿有限責任公司 1077.5 14% 現金 辦理商業登記前 自籌

合計 7,692.3 100% - - -
5、 經營範圍： 研發、 生產、 銷售稀有元素原材料及其附產品。
本項目不涉及礦資源， 是利用青海鹽湖鹵水通過吸取技術提取碳酸

鋰。 合資公司成立後， 公司利用擁有的專利技術擬採取以下形式經營： ①
租用青海當地企業現有的廠房、 設備吸取生產碳酸鋰； ②與青海當地企業
合作經營； ③合資公司自主經營。

四、 交易目的和對公司的影響
1、 利用現有企業的條件和基礎， 將由傳統的制造型的生產性企業， 延

伸至新能源資源開發行業， 合理調整公司的資金佈局和產業結構， 爭取未
來形成從碳酸鋰提取， 到鋰電池材料和鋰電池的生產， 逐步形成新能源純
電動車的產業鏈。

2、 項目採用（香港） 青海天際稀有元素科技開發有限公司的國際專利 (專
利技術名稱： 從鹽液獲得氯化鋰的方法和實施此方法的設備， 專利號：
ZL01823738.X） ， 工藝技術成熟可靠， 提煉出的產品經國家權威部門《中國國
家無機鹽品質監督檢驗中心的檢驗報告》 檢測， 碳酸鋰含量高達 99.3％， 超過國
家 98％的規定指標一點三個百分點， 達到了國際領先水準。

3、 碳酸鋰是國家支援發展的新能源資源產品。 隨著鋰產品應用市場的
迅速發展， 國內外對鋰資源出現強勁的需求， 我國西部儲存著大量的碳酸
鋰資源， 今後每年的需求預計會持續成兩位元數位的增長， 鋰產品應用市
場和新能源產品產業的快速發展， 也為碳酸鋰提供廣闊的市場需求。 通過
本次共同投資設立青海佛照鋰能源開發有限公司， 使公司進入新能源領
域， 為公司發展新能源產品和科技進步創造更好的條件， 進一步提升公司
的盈利能力和整體競爭力。

公司本次與香港天際共同出資設立佛照鋰能源遵循公開、 公正、 公
平、 互利的原則， 不會損害各方的利益， 也不影響本公司的獨立性， 符合
公司的戰略規劃和長遠發展目標， 符合全體股東的利益。

五、 審議程式
1、 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第二十次會議審議本次關聯交易， 關聯董事鐘信

才先生依法回避表決。
2、 公司三名獨立董事出具了表示同意提交第六屆董事會第二十次會議

審議的事前認可函： 公司與香港天際共同出資設立佛照鋰能源， 共同投資
碳酸鋰專案， 符合公司的戰略規劃和長遠發展目標， 符合全體股東的利
益， 我們同意將此關聯交易事項提交第六屆董事會第二十次會議審議， 並
按規定進行披露。

六、 備查文件
1、 第六屆董事會第二十次會議決議；
2、 獨立董事就上述關聯交易出具的事前認可意見。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12年 7月 12日

股票簡稱： 佛山照明 （A股） 粵照明 B （B股） 公告編號： 2012-029
股票代碼： 000541 （A股） 200541 （B股）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 2010年與青海威力新能源材料
有限公司共同出資設立青海佛照鋰電
正極材料有限公司的關聯關係及關聯

交易的說明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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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於 2012 年 7 月 5 日收到深圳證券交易所公司部關註函 【2012】

第 159 號 《關於對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的關註函》 （以下簡稱“關
註函”） 。 該 《關註函》 中要求本公司詳細說明本公司與青海威力新能源材
料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青海威力公司”） 之間的關係是否構成關聯關係；
本公司與青海威力公司之間的交易是否屬於關聯交易， 是否按規定履行了
相關審議程式及披露義務； 如否的， 請補充履行法定審議程式及披露義
務。 公司董事會對 《關註函》 提出的問題高度重視， 結合相關法律、 法規
和公司的實際情況， 按照 《關註函》 提出的要求， 現對本公司 2010 年與青
海威力公司共同出資設立青海佛照鋰電正極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鋰
電正極公司”） 的關聯關係及關聯交易情況進行說明與補充披露。

一、 公司與青海威力公司的關聯關係說明
1、 青海威力公司的基本情況
（1） 公司名稱： 青海威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2） 註冊地址： 西寧東川工業區
（3） 註冊資本： 2000萬元人民幣
（4） 法定代表人： 李詳
（5） 經營範圍： 鹽湖鹵水資源的提取材料的研究、 開發、 銷售
（6） 財務狀況：

單位： 人民幣元
年度 總資產 淨資產 營業收入 淨利潤
2010 23,955,809.85 12,955,809.85 0.00 -42,612.76
2011 37,918,898.47 12,918,898.47 0.00 -36,911.38

2、 本公司與青海威力公司的關聯關係
佛山市斯朗柏企業有限公司是青海威力公司的股東， 佔 20％的股權，

鐘永暉是該 20％股權的實際控制人， 且鐘永暉是本公司董事長鐘信才先生
的次子， 根據有關法律、 法規和規則的規定， 本公司與青海威力公司構成
關聯關係。

二、 關聯交易概述
1、 本公司與合肥鋰鑫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青海威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

司、 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江蘇國港交通工程有限公司於 2010 年 8 月 17
日簽署協議， 共同發起設立鋰電正公司 ,公司註冊資本為人民幣 5000 萬
元， 每股面值人民幣 1 元， 均為普通股。 公司主營鋰電池正極材料的生產
與銷售業務 （參見本公司 2010年 8月 18日公告， 公告編號 2010-034） 。

2、 本次對外投資事項已於 2010 年 8 月 17 日上午， 經本公司第六屆董
事會第四次會議審議， 並以 9 票贊成， 0 票反對， 0 票棄權審議通過 （參見
本公司 2010年 8月 18日公告， 公告編號 2010-034） 。

3、 根據 《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 的有關規定， 本次對外投資
事項屬公司董事會審批許可權， 不需經過公司股東大會批准。

4、 由於青海威力公司與本公司構成關聯關係， 因此公司此次與青海威
力公司共同出資設立鋰電正極公司構成關聯交易。

三、 設立公司基本情況
1、 公司名稱： 青海佛照鋰電正極材料有限公司
2、 註冊資本： 5000萬元
3、 註冊地址： 青海省西寧市
4、 股權結構：
投資人名稱 出資額 （萬元） 持股數 （萬股） 持股比例 出資方式 出資時間 出資額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
限公司 2550 2550 51% 現金 辦理商業

登記前 自籌

合肥鋰鑫能源材料有
限公司 800 800 16% 專利技術 - -

青海威力新能源材料
有限公司 1000 1000 20% 現金 辦理商業

登記前 自籌

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400 400 8% 現金 自籌
江蘇國港交通工程有
限公司 250 250 5% 現金 辦理商業

登記前 自籌

合計 5000 5000 100% - - -
5、 經營範圍： 鋰電正極材料的生產與銷售
四、 交易目的和對公司的影響
1、 近年來, 以磷酸鐵鋰為正級材料的鋰電池， 因為其安全性高、 原料

來源廣、 價格低、 迴圈壽命長且無毒無污染， 是真正的綠色能源， 被認為
是電動汽車動力電池的最佳選擇。 作為鋰離子動力電池用關鍵材料的磷酸
亞鐵鋰的產業化建設具有現實意義和發展意義。

2、 投資建設正極材料生產企業， 是公司打造新能源產業鏈的重要舉
措。 可以大幅提升產業鏈的附加值； 為下游的鋰電池生產提供原料保障；
增強公司對產業鏈的掌控能力。

3、 公司本次與青海威力公司共同出資設立鋰電正極公司遵循公開、 公
正、 公平、 互利的原則， 不會損害各方的利益， 也不影響本公司的獨立
性， 符合公司的戰略規劃和長遠發展目標， 符合全體股東的利益。

五、 審議程式
1、 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第二十次會議審議本次關聯交易， 關聯董事鐘信

才先生依法回避表決。
2、 公司三名獨立董事出具了表示同意提交第六屆董事會第二十次會議

審議的事前認可函： 公司與青海威力公司共同出資設立鋰電正極公司， 共
同投資正極材料專案， 符合公司的戰略規劃和長遠發展目標， 符合全體股
東的利益， 我們同意將此關聯交易事項提交第六屆董事會第二十次會議審
議， 並按規定進行披露。

六、 備查文件
1、 第六屆董事會第二十次會議決議；
2、 獨立董事就上述關聯交易出具的事前認可意見。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12年 7月 12日

股票簡稱： 佛山照明 （A股） 粵照明 B （B股） 公告編號： 2012-030
股票代碼： 000541 （A股） 200541 （B股）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年報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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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4 日收到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廣東監管局發
的 《行政監管措施決定書》 〔2012〕 9 號－ 《關於對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
公司採取責令改正措施的決定》 （以下簡稱“決定”） ， 該 《決定》 中責令
本公司於收到 《決定》 書之日起 10 日內在中國證監會指定信息披露媒體
上， 補充披露與施諾奇、 斯朗柏、 香港天際的關聯關係及近三年的關聯交
易情況， 以及更正後的 2011 年年度報告 （詳細內容參見巨潮資訊網 2012
年 7 月 6 日刊登的公告， 公告編號 2012-024） 。 按照廣東證監局的要求，
現將 2011年年度報告更正如下：

一、 年報———第九節 重要事項
（八） 、 日常經營相關的關聯交易事項：
更正前：

單位： 人民幣萬元

關 聯 方
向關聯方銷售產品和提供勞務 向關聯方採購產品和接受勞務

交易金額 占同類交易金額
的比例 交易金額 占同類交易金額

的比例
佑昌燈光器材有限公司 7078 3.18% 1715 1.34%
佑昌電器 （中國） 有限公司 186 0.08% 890 0.69%
佑昌 （杭州） 照明電器有限公司 0 0.00% 85 0.07%
歐司朗 （中國） 照明有限公司 730 0.33% 0 0.00%
佑昌 （新鄉） 電光機械有限公司 1583 0.71% 0 0.00%
佑昌 （新鄉） 照明機械有限公司 44 0.02% 0 0.00%

合計 9622 4.32% 2691 2.10%
其中： 報告期內公司向控股股東及其關聯公司銷售產品或提供勞務的

關聯交易金額 9,622萬元。
●上述各項交易以市場價格為定價原則， 是公正、 公允的；
●公司的關聯交易是公司正常經營活動所需， 它有利於公司的長遠發

展， 是必要的；
●關聯交易不會影響公司的獨立性。
更正後：

單位： 人民幣萬元

關 聯 方
向關聯方銷售產品和提供勞務 向關聯方採購產品和接受勞務

交易金額 占同類交易金
額的比例 交易金額 占同類交易金

額的比例
佑昌燈光器材有限公司 7,078.00 3.18% 1,715.00 1.34%
佑昌電器 （中國） 有限公司 186.00 0.08% 890.00 0.69%
佑昌 （杭州） 照明電器有限公司 - 0.00% 85.00 0.07%
歐司朗 （中國） 照明有限公司 730.00 0.33% - 0.00%
佑昌 （新鄉） 電光機械有限公司 1,583.00 0.71% - 0.00%
佑昌 （新鄉） 照明機械有限公司 44.00 0.02% - 0.00%
佛山市斯朗柏企業有限公司 468.00 0.21% 44.00 0.03%
佛山施諾奇加州電氣有限公司 108.00 0.05% 55.00 0.04%

合計 10,197.00 4.58% 2,789.00 2.18%
其中： 報告期內公司向控股股東及其關聯公司銷售產品或提供勞務的

關聯交易金額 10,197萬元。
●上述各項交易以市場價格為定價原則， 是公正、 公允的；
●公司的關聯交易是公司正常經營活動所需， 它有利於公司的長遠發

展， 是必要的；
●關聯交易不會影響公司的獨立性。
二、 年報———第十節 財務報告
七、 關聯方及關聯交易
1）
更正前：
—其他關聯方

關聯方名稱 與本公司關係
佑昌 （杭州） 照明電器有限公司 關聯自然人控制的公司
杭州時代照明電器有限公司 關聯自然人控制的公司
佑昌電器 （中國） 有限公司 關聯自然人控制的公司
佑昌燈光器材有限公司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東
佑昌 （新鄉） 電光機械有限公司 關聯自然人控制的公司
佑昌 （新鄉） 照明機械有限公司 關聯自然人控制的公司
歐司朗 （中國） 照明有限公司 關聯自然人影響的公司
青海鹽湖佛照藍科鋰業有限公司 聯營企業之子公司

更正後：
—其他關聯方

關聯方名稱 與本公司關係
佑昌 （杭州） 照明電器有限公司 關聯自然人控制的公司
杭州時代照明電器有限公司 關聯自然人控制的公司
佑昌電器 （中國） 有限公司 關聯自然人控制的公司
佑昌燈光器材有限公司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東
佑昌 （新鄉） 電光機械有限公司 關聯自然人控制的公司
佑昌 （新鄉） 照明機械有限公司 關聯自然人控制的公司
歐司朗 （中國） 照明有限公司 關聯自然人影響的公司
青海鹽湖佛照藍科鋰業有限公司 聯營企業之子公司
佛山市斯朗柏企業有限公司 關聯自然人控制的公司
佛山施諾奇加州電氣有限公司 關聯自然人控制的公司
（香港） 青海天際稀有元素科技開發有限公司 關聯自然人影響的公司

2）
更正前：
—採購原材料

企業名稱 關聯交易
內容

關聯交易定價方
式及決策程序

本期數 上期數

金額 占當期採
購比例 金額 占當期採

購比例
佑昌燈光器材有
限公司 採購材料 市場價 13,939,936.36 1.15% 13,802,760.01 1.88%

佑昌電器 （中國）
有限公司 採購材料 市場價 8,903,714.18 0.74% 12,943,950.00 1.76%

青海鹽湖佛照藍
科鋰業有限公司 採購材料 市場價 17,094.02 0.00% - -

佑昌 （新鄉） 照
明機械有限公司 採購材料 市場價 - - 39,300.00 0.01%

合 計 22,860,744.56 1.89% 26,786,010.01 3.65%

更正後：
—採購原材料

企業名稱 關聯交易
內容

關聯交易定價方
式及決策程序

本期數 上期數

金額 占當期採
購比例 金額 占當期採

購比例
佑昌燈光器材有
限公司 採購材料 市場價 13,939,936.36 1.15% 13,802,760.01 1.88%

佑昌電器 （中
國） 有限公司 採購材料 市場價 8,903,714.18 0.74% 12,943,950.00 1.76%

青海鹽湖佛照藍
科鋰業有限公司 採購材料 市場價 17,094.02 0.00% - -

佑昌 （新鄉） 照
明機械有限公司 採購材料 市場價 - - 39,300.00 0.01%

佛山市斯朗柏企
業有限公司 採購材料 市場價 391,244.00 0.03%

佛山施諾奇加州
電氣有限公司 採購材料 市場價 444,653.87 0.04% 32,832,508.30 4.47%

合 計 23,696,642.43 1.89% 59,618,518.31 3.65%

3）
更正前：
—銷售產品

企業名稱 關聯交易
內容

關聯交易定價方
式及決策程序

本期數 上期數

金額 占當期
銷售比例 金額 占當期

銷售比例
佑昌燈光器材有
限公司 銷售產品 市場價 70,784,499.56 3.20% 68,588,305.71 3.51%

佑昌 （杭州） 照
明電器有限公司 銷售產品 市場價 7,264,800.11 0.33% 14,844,869.56 0.76%

佑昌電器 （中國）
有限公司 銷售產品 市場價 1,863,671.90 0.08% 3,279,989.61 0.17%

歐司朗 （中國）
照明有限公司 銷售產品 市場價 15,831,431.81 0.72% 21,595,678.57 1.10%

佑昌 （新鄉） 照
明機械有限公司 銷售產品 市場價 - - 46,435.90 0.00%

合 計 95,744,403.38 4.33% 108,355,279.35 5.54%

更正後：
—銷售產品

企業名稱 關聯交易
內容

關聯交易定價
方式及決策程

序

本期數 上期數

金額 占當期
銷售比例 金額 占當期

銷售比例
佑昌燈光器材有
限公司 銷售產品 市場價 70,784,499.56 3.20% 68,588,305.71 3.51%

佑昌 （杭州） 照
明電器有限公司 銷售產品 市場價 7,264,800.11 0.33% 14,844,869.56 0.76%

佑 昌 電 器 （中
國） 有限公司 銷售產品 市場價 1,863,671.90 0.08% 3,279,989.61 0.17%

歐司朗 （中國）
照明有限公司 銷售產品 市場價 15,831,431.81 0.72% 21,595,678.57 1.10%

佑昌 （新鄉） 照
明機械有限公司 銷售產品 市場價 - - 46,435.90 0.00%

佛山市斯朗柏企
業有限公司 銷售產品 市場價 4,634,993.15 0.21% 4,650,702.88 0.24%

佛山施諾奇加州
電氣有限公司 銷售產品 市場價 968,497.44 0.04% 7,808,682.16 0.40%

合 計 101,347,893.97 4.58% 108,355,279.35 6.18%

4）
更正前：
—收取租金
公司與廣東佛照國軒動力電器有限公司簽訂租賃協議 ， 按每月

43,750.00元向廣東佛照國軒動力電器有限公司收取廠房租金， 2011 年度共
計收取租金 444,240.00元。

更正後：
—收取租金
公司與廣東佛照國軒動力電器有限公司簽訂租賃協議 ， 按每月

43,750.00元向廣東佛照國軒動力電器有限公司收取廠房租金， 2011 年度共
計收取租金 444,240.00元。

公司與佛山施諾奇加州電氣有限公司簽訂租賃協議， 收取佛山施諾奇
加州電氣有限公司房租及水電費， 2011年度共計收取 113,775.05元。

公司與佛山市斯朗柏企業有限公司簽訂租賃協議， 收取佛山市斯朗柏
企業有限公司房租及水電費， 2011年度共計收取 53,400.00元。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12年 7月 12日

股票簡稱： 佛山照明 （A股） 粵照明 B （B股） 公告編號： 2012-031
股票代碼： 000541 （A股） 200541 （B股）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近期媒體對本公司關聯關係
及關聯交易報道的說明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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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公司董事會和董事長鐘信才先生按照廣東證監局行政監管措施決
定書要求公告了有關關聯關係和關聯交易情況 （詳細內容見同日巨潮資訊
網刊登的公告） ， 除此之外， 近期國內一些報刊、 網絡媒體還相繼報道了
佛山照明燈具有限公司股東之間疑存在關聯關係或利益輸送， 疑本公司與
佛山市南海區羅村拓翔塑料燈具五金加工廠、 佛山市禪城區福祿居家飾店
（已註銷） 、 佛山市高明區世佳照明有限公司、 佛山市高明區亮奇電器有限
公司、 上海亮奇電器有限公司存在關聯關係和關聯交易等事項， 公司董事
會高度重視， 已責成公司相關部門和相關人員收集整理資料抓緊核查， 必
要時聘請中介機構進場核查並出具專業報告， 董事會將按照相關程序儘快
公告披露上述媒體報道的相關事項。 由於收集相關資料及核查需要一定時
間而延誤披露， 敬請廣大投資者和媒體諒解。

特此公告。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12年 7月 12日

股票簡稱： 佛山照明 （A股） 粵照明 B （B股） 公告編號： 2012-032
股票代碼： 000541 （A股） 200541 （B股）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佛山施諾奇加州電氣有限公司

等五家公司與本人及佛山照明
之間的關係的說明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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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 7 月 6 日公告了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廣東監管局發
的 《行政監管措施決定書》 〔2012〕 10號－ 《關於對鐘信才採取責令公開說
明措施的決定》 （以下簡稱“決定”） ， 針對上述 《決定》 ， 公司董事長鐘
信才先生高度重視， 嚴格按照 《決定》 中提出的責令整改要求進行說明，
鐘信才先生的說明書全文如下：

本人是佛山照明的董事長， 於 2012 年 7 月 4 日收到中國證監會廣東監
管局發來的 《行政監管措施決定書》 （2012） 10 號 《關於對鐘信才採取責
令公開說明措施的決定》 。 本人對廣東監管局認定的事實不持異議； 本人
誠懇接受廣東監管局對本人採取的責令公開說明的措施， 並且不對該局的
上述決定提出任何申訴。

現就有關情況公開說明如下：
一、 關於佛山施諾奇加州電氣有限公司等五家公司與本人及佛山照明

之間的關係
1、 佛山施諾奇加州電氣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施諾奇”） 是鐘永亮投

資設立的外商獨資企業， 鐘永亮是本人的長子， 根據相關規定， 施諾奇公
司與佛山照明之間存在關聯關係。

2、 佛山市斯朗柏企業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斯朗柏”） 是鐘永暉持有
95%股權的有限責任公司， 鐘永暉是本人的次子， 根據相關規定， 斯朗柏
公司與佛山照明之間存在關聯關係。

3、 青海威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威力公司”） 是斯朗柏
公司持有 20%股權的有限責任公司， 斯朗柏公司是本人次子鐘永暉持有
95%股權的有限責任公司， 根據相關規定， 威力公司與佛山照明之間存在
關聯關係。

4、 （香港） 青海天際稀有元素科技開發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天際公
司”） 是在香港註冊的有限責任公司， 本人次子鐘永暉持有該公司 29%的股
權並在該公司擔任董事， 根據相關規定， 天際公司與佛山照明之間存在關
聯關係。

5、 上海亮奇電器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亮奇公司”） ， 是本人長子鐘
永亮在上海註冊的公司， 鐘永亮持有該公司 100%股權， 根據相關規定， 亮
奇公司與佛山照明之間存在關聯關係。

二、 關於本人未及時向佛山照明董事會說明關聯關係的原因
施諾奇公司等五家公司與本人家庭成員之間存在直接或間接投資關

係， 依據相關規定， 本人本應及時向佛山照明董事會說明其中的關聯關
係， 但由於本人對相關的法律以及有關規則條文理解有誤， 對及時說明的
時效性、 後果以及對董事會功能的認識不足， 導致本人最終未及時向董事
會說明， 有違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辦法》 第四十八條的規定要求。

在此， 本人對董事會和中小股東深表歉意！ 公司董事會已聘請中介機
構按照監管部門的要求制定整改措施， 切實杜絕類似事件的再次發生。

說明人： 鐘信才
2012年 7月 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