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陽毛尖集團董事長陳世強差不多是記者見到的最
富激情的代表委員。來自大別山的他，年年關注的都是
大別山的保護和發展。說起大別山，他總是激情澎湃。
今年，他帶來的提案是 「把大別山區打造成中國13億人
的養生棲息地。」 文 蔣敏、段曉燕

把大別山打造成13億國人的養生地
訪全國政協委員、信陽毛尖集團董事長陳世強

大別山，有山有水有好茶，橫跨河南、湖北、安徽三省，是全國
第二大革命根據地，被譽為 「紅軍搖籃、將軍故鄉」，也是一個集山
區、老區、貧區於一體的特殊地區。

陳世強是大別山的兒子，連續二屆當選全國政協委員。守住大別
山區的青山綠水，讓這裡的天更藍、茶更香、水更純、人更富，是他
的夢寐以求。

陳世強委員認為，要發展，就要客觀分析並認清大別山區的發展
優勢和短板，在國家級層面上打造 「大別山生態經濟示範區」，把優
勢做強，把短板拉長，就能形成有潛力、有競爭力的區域經濟體。

打造大別山生態經濟發展示範區，關鍵是在大力發展生態經濟上
下工夫，要大力發展大別山區 「綠色」生態農業、生態林業、生態能
源和生態旅遊業。

「這不僅需要大別山區千萬民眾共同努力，更需要國家給予扶持
和傾斜。」陳世強委員建議，國家在區域發展規劃和優惠發展政策上
給予大別山區重點扶持；完善三省統籌協調機制；在扶貧開發工作和
財政資金支持上給予重點傾斜；完善區域生態補償機制；加大現代物
流建設。

歷經二十餘年的創業之路，深深扎根於大別山沃土的河南弘昌集
團，在陳世強的領航下，已經從創立之初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涉農小企
業，發展成為以能源為主業的企業集團。旗下信陽毛尖集團更是異軍
突起，發展成為農業產業化國家重點龍頭企業和中國茶行業領軍企業
，擁有 「龍潭」、 「五雲山」、 「陸羽」三個品牌，銷售網絡遍及全
國各地。

「小茶葉大產業、小茶葉大民生、小茶葉大文章、小茶葉大形象
」。近幾年，信陽毛尖集團緊抓機遇，在原有拳頭產品 「龍潭信陽毛
尖」的基礎上，於2010年成功研製出 「龍潭信陽紅」。紅綠交相輝
映，不僅使大別山區百萬茶農腰包更鼓，也帶紅了中國茶市，推動了
中國茶產業的升級。

念起茶葉經，陳世強委員見解獨到。他認為，茶是食品、是商品
，傳統茶一定要向茶工業轉型才有生命力。把喝茶變成喫茶，茶產業
才能做大。為此，信陽毛尖集團悄然轉型，研究和推進茶工業發展。
投入巨資的 「龍潭水」、 「龍潭涼茶」系列茶飲料20多個新品即將
上市。

有責任、有擔當、有激情。在 「十二五」期間，信陽毛尖集團計
劃重點做好生態茶園基地、信陽國際茶城、茶葉深加工、環南灣湖旅
遊開發、中國國際茶學院等項目建設，努力實現 「四個一」工程，即
，通過土地流轉的方式流轉茶園及山林面積達到100萬畝，年產值達
到100億元，年實現稅利10億元，輻射帶動10萬戶茶農增收致富。

保護大別山、開發大別山、分享大別山，讓大別山成為美麗中國
的新亮點，成為13億中華兒女的驕傲點——這是陳世強委員的夢想
，是八百萬信陽人的多年持續努力的方向，也是2800萬大別山老區
人民的美麗中國夢！ ▲全國政協委員、信陽毛尖集團董事長陳世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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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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佛山照明）於2013年3月6日
收到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廣東監管局下發的行政處罰決定書（〔
2013〕1號），該處罰決定書對本公司信息披露違法違規行為的相關當事
人佛山照明、鍾信才、鄒建平、劉醒明、趙勇、解慶、魏彬作出了行政
處罰。現將該處罰決定書的具體內容公告如下：

一、2010年定期報告、臨時報告信息披露違法
（一）未依法披露重大擔保事項
2010年11月2日，佛山照明控股子公司青海佛照鋰電正極材料有限公

司（以下簡稱鋰電正極）向中國建設銀行格爾木市分行（以下簡稱建行
格爾木市分行）出具《關於同意為青海鹽湖藍科鋰業股份有限公司貸款
擔保的決議》，同意鋰電正極為關聯公司青海鹽湖佛照藍科鋰業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簡稱藍科鋰業）4,000萬元銀行貸款提供擔保。11月5日，
鋰電正極與建行格爾木市分行簽署保證合同，為藍科鋰業4,000萬元銀行
貸款提供連帶責任保證擔保。2011年12月20日，藍科鋰業向建行格爾木
市分行歸還借款4,000萬元，鋰電正極的擔保責任解除。

上述擔保事項未經佛山照明董事會和股東大會審議，公司未及時進
行臨時信息披露，也未在2010年年度報告中披露。上述行為違反了《證
券法》第六十三、六十六、六十七條的規定。

對佛山照明上述違法行為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為時任董事長兼總經
理鍾信才，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為時任副總經理兼董事會秘書鄒建平。

（二）未依法披露有關關聯方及與日常經營相關的關聯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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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威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青海威力）、瑞貝克北美
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瑞貝克北美）、佛山市高明區亮奇電器有限公
司（以下簡稱高明亮奇）、佛山市高明區世佳照明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高明世佳）、佛山市南海區羅村拓翔塑料燈具五金加工廠（以下簡稱羅
村拓翔）、佛山市禪城區浩林照明電器部（以下簡稱禪城浩林）、上海
亮奇電器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上海亮奇）、佛山市泓邦電器照明有限公
司（以下簡稱佛山泓邦）、佛山市南海光明電器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南
海光明）、佛山市高明區瑞貝克電光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高明瑞
貝克）、南京凱祥電光源照明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南京凱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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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費德倫電氣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費德倫
）等15家公司是鍾信才的兒子等親屬直接或間接控制、或者擔任董事、
高級管理人員的公司，是佛山照明的關聯方。2010年，佛山照明與施諾
奇、上海亮奇、佛山泓邦、南海光明等9家關聯公司存在與日常經營相
關的關聯交易，交易金額累計達7,646.52萬元。

佛山照明未在2010年年度報告和中期報告中披露上述關聯方和關聯
交易，違反了《證券法》第六十三、六十五、六十六條的規定。2010年
佛山照明與施諾奇之間的與日常經營相關的關聯交易金額累計達到
3,949.36萬元，超過了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淨資產絕對值的0.5％，達到
臨時信息披露標準，佛山照明未召開董事會審議此關聯交易，也未及時
予以公告，違反了《證券法》第六十三、六十七條的規定。

對佛山照明上述違法行為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為時任董事長兼總經
理鍾信才，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為時任副董事長兼副總經理劉醒明、時任
董事兼副總經理趙勇、時任副總經理兼董事會秘書鄒建平、時任副總經
理解慶和魏彬。

（三）未如實披露與關聯方共同投資及收購事項
1、未如實披露與關聯方共同投資事項
2010年8月17日，佛山照明召開董事會，全票審議通過與青海威力等

4家公司共同出資5,000萬元設立鋰電正極的議案，其中佛山照明出資
2,550萬元，佔51％股權。會議未將該議案作為關聯交易審議，關聯董事
未迴避表決。8月18日，佛山照明發布關於發起設立鋰電正極的公告，公
告稱該次投資事項不屬於關聯交易。

青海威力為佛山照明的關聯方，佛山照明與青海威力共同投資設立
鋰電正極的行為構成關聯交易，公司臨時報告披露該次投資事項不屬於
關聯交易與事實不符。公司2010年年度報告也未披露上述關聯交易，上
述行為違反了《證券法》第六十三、六十六條的規定。

對佛山照明上述違法行為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為時任董事長兼總經
理鍾信才，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為時任副總經理兼董事會秘書鄒建平。

2、未依法披露與關聯方共同增資事項
2010年7月13日，佛山照明召開董事會，全票表決通過與香港天際等

共同對青海佛照鋰能源開發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佛照鋰）增資的議案。
會議未將該議案作為關聯交易表決。7月15日，佛山照明發布公告，披露
佛山照明出資876.93萬元與香港天際等共同增資佛照鋰。公告未將該次
增資事項披露為關聯交易。

香港天際為佛山照明的關聯方，佛山照明與香港天際共同對佛照鋰
增資的行為構成關聯交易。公司臨時報告未如實披露該關聯交易，2010

年年度報告也未披露該關聯交易。上述行為違反了《證券法》第六十三
、六十六條的規定。

對佛山照明上述違法行為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為時任董事長兼總經
理鍾信才，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為時任副總經理兼董事會秘書鄒建平。

3、未依法披露向關聯方收購股權事項
2010年11月19日，上海亮奇、佛山泓邦等公司分別與佛山照明簽署

股權轉讓協議，將其分別持有的佛山照明燈具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佛照
燈具）各6％的股權轉讓給佛山照明。同日，佛照燈具股東會審議同意
佛山照明受讓上海亮奇、佛山泓邦等5家公司分別持有的佛照燈具6％的
股權，並選舉趙勇為董事。12月23日，佛山照明分別向上海亮奇、佛山
泓邦等公司支付相應的股權轉讓款30.54萬元。

上海亮奇、佛山泓邦為佛山照明的關聯方，佛山照明2010年收購上
海亮奇和佛山泓邦所持佛照燈具股權構成關聯交易。公司未在2010年年
度報告中披露上述事項，違反了《證券法》第六十三、六十六條的規定
。

對佛山照明上述違法行為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為時任董事長兼總經
理鍾信才，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為時任副董事長兼副總經理劉醒明、時任
董事兼副總經理趙勇。

二、2011年定期報告、臨時報告信息披露違法
（一）未及時披露向關聯方提供借款事項
2011年1月4日，佛山照明控股子公司鋰電正極董事會通過決議，同

意向關聯公司佛照鋰提供2,500萬元借款。1月5日，鋰電正極與佛照鋰簽
署借款合同，並向佛照鋰賬戶轉款2,500萬元。4月2日，佛照鋰歸還了全
部本金和利息。4月8日，佛山照明召開董事會，審議通過《關於子公司
之間提供財務資助的議案》。4月12日，佛山照明發布了鋰電正極向佛照
鋰提供2,500萬元借款的公告。公告中稱，佛山照明與鋰電正極的其他股
東、佛照鋰的其他股東均無關聯關係。

上述關聯借款事項，超過了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淨資產絕對值的
0.5％，達到臨時信息披露標準，公司未及時召開董事會審議，也未及時
予以公告。在補充披露時，未如實披露其與鋰電正極股東青海威力、佛
照鋰股東香港天際的關聯關係。上述行為違反了《證券法》第六十三、
六十七條的規定。

對佛山照明上述違法行為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為時任董事長兼總經
理鍾信才，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為時任副總經理兼董事會秘書鄒建平。

（二）未依法披露有關關聯方及與日常經營相關的關聯交易
香港天際、青海威力、瑞貝克北美、高明亮奇、高明世佳、羅村拓

翔、禪城浩林、上海亮奇、佛山泓邦、南海光明、高明瑞貝克、南京凱
祥、施諾奇、斯朗柏、費德倫、廈門鍵達威光電科技有限公司等16家公
司是佛山照明的關聯方。2011年，佛山照明與費德倫、高明瑞貝克、佛
山泓邦、南海光明等9家關聯公司存在與日常經營相關的關聯交易，交
易金額累計達到8,321.02萬元。

佛山照明未在2011年年度報告和中期報告中披露上述關聯方和關聯
交易，違反了《證券法》第六十三、六十五、六十六條的規定。此外，
佛山照明與費德倫、高明瑞貝克之間的與日常經營相關的關聯交易累計
分別達到2,947.44萬元和2,127.62萬元，超過了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淨資
產絕對值的0.5％，達到臨時信息披露標準，公司未召開董事會審議相關
關聯交易，也未及時予以披露。上述行為違反了《證券法》第六十三、
六十七條的規定。

對佛山照明上述違法行為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為時任董事長兼總經
理鍾信才，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為時任副董事長兼副總經理劉醒明、時任
董事兼副總經理趙勇、時任副總經理解慶和魏彬。

以上違法事實，有公司2010年、2011年年度報告和中期報告，相關
臨時公告，相關董事會決議，相關工商登記檔案，相關合同、協議，相
關人員談話筆錄、公司情況說明等證據證明，足以認定。

根據當事人的違法行為的事實、性質、情節與社會危害程度，依據
《證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條的規定，我局決定：

一、責令佛山照明改正，給予警告，並處以40萬元罰款；
二、對鍾信才給予警告，並處以15萬元罰款；
三、對鄒建平給予警告，並處以10萬元罰款；
四、對劉醒明、趙勇給予警告，並分別處以3萬元罰款；
五、對解慶、魏彬給予警告。
三、其他事項
公司現任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將以本案為戒，認真學習有關

法律法規，提高規範運作意識，規範公司治理，完善決策程序，嚴格執
行相關法律法規和規範性文件，杜絕此類行為的發生。

特此公告。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13年3月6日

股票簡稱：佛山照明（A股）、粵照明B（B股） 股票代碼：000541（A股）、200541（B股） 公告編號：2013-004

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收到中國證監會廣東監管局行政處罰決定書的公告

股票簡稱：錦州港/錦港B股 證券代碼：600190/900952 編號：臨2013-004

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項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
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
別及連帶責任。

因本公司正在籌劃擬進行非公開發行股票事宜，鑒於該事項存在重
大不確定性。為保證公平信息披露，維護投資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
價異常波動，經公司申請，本公司股票自2013年3月7日起停牌。

公司承諾將盡快確定是否進行前述事項，並於股票停牌之日起的5
個工作日內（含停牌當日）公告相關進展情況並復牌。

特此公告

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13年3月7日

●報備文件
1、公司董事會的停牌申請書

華電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華電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於2013年3月6日在

公司八樓會議室召開公司2013年第二次臨時股
東大會，會議通過了《關於發行公募中期票據
的議案》。同日，公司召開七屆十六次董事會
和七屆九次監事會，審議通過了《關於放棄參
與華電置業有限公司增資擴股的議案》。詳見
2013年3月7日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

華電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3月7日

證券代碼：900939 證券簡稱：ST匯麗B 編號：臨2013-002

上海匯麗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證券投資者問詢事項及回覆情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
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
別及連帶責任。

公司股票自2013年1月4日進入風險警示板交易以來投資者問詢的主
要事項及公司回覆情況如下：

一、投資者問詢的主要事項
投資者重點關注與問詢事項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1）公司2012

年度主營業務收入能否達到1000萬元的指標；如果沒有達到，是否有退
市的風險；（2）公司業績預告及能否退出風險警示板情況；（3）隨B
股公司改革政策的日益明朗，公司會採取何種方法解決B股問題。

二、公司回覆情況
對投資者有關問詢事項，公司董事會辦公室均予以及時接聽、耐心

解答、認真回覆，並做了必要記錄，主要回覆情況如下：
（一）公司主營業務收入方面
為擴大主營經營力度，增加主營業務收入，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匯

麗地板製品有限公司自2012年8月起恢復部分風險較低的地板貿易業務（
詳見公司2012年9月17日臨2012-012號公告）。經過財務部門初步測算後
，公司將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13.2.2條的規定履行信息
披露義務。

另外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規定，若公司2012年主
營業務收入低於1000萬元，公司股票將被實施退市風險警示。

（二）公司業績預告及能否退出風險警示板情況
經過財務部門初步測算後，公司將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規則》11.3.1條的規定履行信息披露義務。公司2012年度報告披露後，公
司將比照《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等相關規定，判斷是否滿足
撤銷其他風險警示處理的有關條件，並決定是否向上海證券交易所申請
撤銷對公司股票實施的其他風險警示處理及發布相關公告等。

（三）隨B股公司改革政策的日益明朗，公司會採取何種方法解決
B股問題

公司一直比較重視證券市場的政策變化，特別是針對B股的政策，並
已注意到相關B股公司的改革方案。但因為每家B股公司情況均不相同，
本公司將在研究相關政策的基礎上，根據自身情況，認真思考B股問題。

三、風險提示
《上海證券報》、《香港大公報》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報刊，上海

證券交易所網站http://www.sse.com.cn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網站，公司所
有公開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報刊、網站刊登的正式公告為準，敬
請廣大投資者理性投資，注意投資風險。

特此公告。

上海匯麗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3年3月7日

申請酒牌續期啟事
MOSTACCIOLI BROTHERS

現特通告：郭文仲其地址為新界
青衣青衣邨宜逸樓3510室，現向
酒牌局申請位於香港中環伊利近
街18號地庫Mostaccioli Brother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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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7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MOSTACCIOLI BROTHERS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Kwok Man
Chung of Room 3510, Yee Yat House,
Tsing Yi Estate, Tsing Yi, N.T.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Mostaccioli
Brothers at B/F., 18 Elgin Street, Cent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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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013

申請酒牌續期啟事
Mo Bros Bar

現特通告：張玉英其地址為九龍慈
雲山慈愛苑愛賢閣703室，現向酒
牌局申請位於香港中環伊利近街16
號地下（部份）及地庫Mo Bros
B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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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7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Mo Bros Bar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Cheung Yuk
Ying, Adda of Flat 03, 7/F., Block B, Oi Yin
House, Tsz Oi Court, Kowloon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Mo Bros Bar
at B/F., & G/F(Portion), 16 Elgin Street,
Cent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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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013

申請酒牌續期啟事
GRAPPA'S MILLENNIO
現特通告：胡振中其地址為香港北角
英皇道560號健威花園B座20樓2003室
，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香港英皇道
979號太古坊林肯大廈地下Grappa's
Millenni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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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7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GRAPPA'S MILLENNIO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Woo Chun
Chung, Martin of Room 2003, Block B,
Healthy Gardens, 560 King's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Grappa's Millennio at
G/F., Lincoln House,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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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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