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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代碼：600851/900917 公告編號：臨2015-003
證券簡稱：海欣股份/海欣B股

上海海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屆董事會第十六次會議決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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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3月17日，上海海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簡稱 「本公司」）
第七屆董事會第十六次會議以通訊表決方式召開。會議應參加表決董事9
人，實際參加表決董事9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
，會議合法有效。

會議決議如下：
以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審議通過《關於上海海欣醫藥股份

有限公司擬實施股權激勵的議案》。
經審議，本公司董事會同意下屬子公司上海海欣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簡稱 「海欣醫藥」）實施股權激勵。
海欣醫藥總股本1,100萬元人民幣，本公司全資子公司上海海欣資產

管理有限公司（簡稱 「海欣資產」）持有海欣醫藥54.54%股份。按股權
激勵方案及認購意向，海欣醫藥擬向 30 名高管及核心員工發行不超過
89.8萬股股票；同時，向原股東配售114.54萬股，其中，海欣資產認購
65.448萬股，方案實施後海欣資產持股比例不低於51.02%。發行價格為
海欣醫藥經審計的2014年12月31日每股淨資產。

特此公告。
上海海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5年3月19日

證券代碼：000505、200505 公告編號：2015-003
證券簡稱：珠江控股、珠江B

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業績預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準確和完整，沒有虛
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

一、本期業績預計情況
1、業績預告期間：2014年1月1日--2014年12月31日。
2、前次業績預告情況：
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於2015年1月30日披露《2014年度業績預告

》中對2014年度經營業績進行了預計：
2014年度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變動區間為-19,500萬元～-21,500

萬元, 2014年12月31日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資產預計為-600萬元～-2,
600萬元。（具體內容見公司2015年1月30日在《中國證券報》、《大公報》
和巨潮資訊網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司2014 年度業績預告
》） 。

3、修正後的預計業績：虧損 □扭虧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其他

二、業績預告修正預審計情況
本期業績預告修正未經過註冊會計師預審計。
三、業績修正原因說明
本次業績預計修正與前次業績預計存在差異的主要原因如下：
1、公司於2015年2月出售所持有的775萬股西南證券股票，根據相關會

計準則，此次出售股票後所獲得的收益，可以使截至2014年12月31日的可抵
扣虧損全部予以彌補。公司將此可抵扣虧損確認相關的遞延所得稅資產,現調
整遞延所得稅資產約1500萬元。

2、海南省地方稅務局發布了《關於明確上市公司股票轉讓繳納營業稅有
關問題的公告》，根據此項新規定，公司對此前出售西南證券股票已計提的
營業稅及附加費進行調整,調整後減少稅費支出約400萬元。

四、其他情況說明
1、本次業績預告修正數據是公司財務部門的初步測算結果，具體財務數

據公司將在2014年度報告中詳細披露；
2、公司董事會對本次業績預告修正給投資者帶來的不便致以誠摯的歉意

，敬請投資者謹慎決策，注意投資風險。
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5年3月19日

項 目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
利潤
基本每股收益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
資產

本報告期
2014年1月1日—2014年12
月31日

-17,000萬元～-19,000萬元

-0.40元～-0.45元

500萬元～2500萬元

上年同期
2013 年 1 月 1 日 —
2013年12月31日

1,349萬元

0.03元

11,671萬元

證券代碼：600751、900938 證券簡稱：天津海運、天海B 編號：臨2015-018

天津市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使用閒置募集資金購買銀行理財產品的實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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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海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於2015年2月16日召開的2015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了《
關於對募集資金進行現金管理的議案》，同意公司在確保不影響公司募集資金安全和募集資金投資計劃正常進行的前提下
，根據實際需要，對最高總額不超過70億元（在此額度範圍內，資金可滾動使用）的暫時閒置募集資金以人民幣協定存款
、七天通知存款、定期存款以及購買其他保本型理財產品等方式進行現金管理。現金管理投資產品的期限不得超過股東大
會審議通過後12個月。授權公司董事長行使該項投資決策權並簽署相關合同文件，由公司計財部負責組織實施和管理，授
權自股東大會審議通過後12個月內有效。上述議案已經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第六次會議審議通過，公司獨立董事、監事會、
保薦機構已分別對此發表了明確同意的意見。上述內容詳見公司於2015年1月31日刊登在《中國證券報》、《上海證券報
》、《大公報》以及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披露的《天津市海運股份有限公司關於對閒置募集資金進行現金管理的公告》
（編號：臨2015-007）。

一、理財產品的主要內容
公司於2015年2月17日使用280,000萬元閒置募集資金向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新港支行購買保證收益型理財產

品（詳情請參閱臨2015-017號公告）。2015年3月16日，公司與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新港支行簽訂《中銀保本理
財-人民幣按期開放理財產品認購委託書》，繼續以閒置募集資金280,000萬元購買該行發行的保證收益型的理財產品，收
益起算日為2015年3月17日，約定開放日為2015年4月17日，年化產品收益率仍為4.60%。

二、理財產品的發行主體
（一）公司已對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新港支行的基本情況、信用等級及其履約能力進行了必要的盡職調查；
（二）公司與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新港支行不存在關聯關係。
三、風險控制措施
公司本着維護股東和公司利益的原則，將風險控制放在首位，對理財產品投資嚴格把關，謹慎決策。在上述銀行理財

產品理財期間，公司將與銀行保持密切聯繫，及時跟蹤理財資金的運作情況，如評估發現存在可能影響公司資金安全的風
險因素，將及時採取相應措施，控制投資風險，以保證資金安全。

公司獨立董事、監事會有權進行監督和檢查，必要時可以聘請專業機構進行審計。
四、對公司的影響
（一）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閒置募集資金購買保本型銀行理財產品，是在確保公司募投項目資金正常使用和募集資金安

全的前提下實施，不影響公司募投項目資金的正常周轉需要，不影響公司募投項目的正常投入，也不存在變相改變募集資
金用途的行為。

（二）公司使用部分閒置募集資金購買保本型銀行理財產品，能夠獲得一定的收益，有利於提高資金使用效率，符合
公司和股東的利益。

五、公告日前十二月內公司使用閒置募集資金購買銀行理財產品的情況
2015年2月17日，公司與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新港支行簽訂《人民幣 「按期開放」產品認購委託書》，以閒置

募集資金280,000萬元購買該行發行的保證收益型的理財產品，收益起算日為2015年2月17日，約定開放日為2015年3月
17日，年化產品收益率4.60%，該理財產品已於2015年3月17日到期，理財收益已如期到帳。

天津市海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二零一五年三月十九日

備查文件：
（一）《中銀保本理財人民幣按期開放理財產品說明書》
（二）《中銀保本理財-人民幣按期開放理財產品認購委託書》

證券代碼：000056、200056 公告編號：2015-14
證券簡稱：深國商、深國商B

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召開二○一五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準確、完整，沒有虛假
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本公司於2015年3月10日在《證券時報》、《大公報》及巨潮資訊網http://
www.cninfo.com.cn發佈了《關於召開2015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的通知》（公告
編號：2015-12），根據相關規則的要求，現對本次股東大會再次通知並就有關
事項提示公告如下：

一、召開會議基本情況
（一）會議召開時間：
1、 現場會議召開時間：2015年3月25日（星期三 ）下午2:30。
2、 網絡投票時間：2015年3月24日-2015年3月25日。其中，通過深圳證

券交易所交易系統進行網絡投票的具體時間為2015年3月25日上午9:30至11:30，
下午13:00至15:00；通過深圳證券交易所互聯網投票系統進行網絡投票的具體時
間為2015年3月24日15:00至2015年3月25日15:00期間的任意時間。

（二）A股股權登記日/B股最後交易日：2015年3月17日(星期二)。
（三）現場會議召開地點：深圳市福田區金田路2028號皇崗商務中心皇庭V

酒店27層。
（四）召集人：公司第七屆董事會。
（五）召開方式：現場投票及網絡投票相結合的方式。公司將通過深圳證券

交易所交易系統和互聯網投票系統向公司股東提供網絡形式的投票平台，流通股
股東可以在網絡投票時間內通過上述系統行使表決權。

（六）投票規則：如同一股東分別持有上市公司A、B股的，股東應當通過
其持有的A股股東賬戶與B股股東賬戶分別投票。公司股東應嚴肅行使表決權，
投票表決時，同一股份只能選擇現場投票、深圳證券交易所交易系統投票、深圳
證券交易所互聯網系統投票中的一種，不能重複投票。

具體規則為：如果同一股份通過現場、交易系統和互聯網重複投票，以第一
次投票為準；如果同一股份通過交易系統和互聯網重複投票，以第一次投票為準
；如果同一股份通過交易系統或互聯網多次重複投票，以第一次投票為準。

（七）出席對像：
1、截止2015年3月17日深圳證券交易所收市時，在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

責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記在冊的本公司A股股東，以及2015年3月20日（最後交
易日2015年3月17日）深圳證券交易所收市時，在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登記在冊的本公司B股股東，均有權親自或委託代理人出席本屆股
東大會，行使表決權。股東委託的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東。

2、公司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
3、公司聘請的見證律師。
二、會議審議事項
（一）會議審議事項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提

案名稱如下：
1、關於審議《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非公開發行A股股票預

案（二次修訂版）》的議案。
以上議案已經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第二次臨時會議審議通過，具體內容詳見

2015 年 3 月 11 日刊登於《證券時報》、《大公報》及巨潮資訊網 http://www.
cninfo.com.cn的相關公告。

三、現場股東大會會議登記辦法
1、登記方式：現場方式辦理登記手續（股東可用傳真方式登記）。
2、登記時間：2015年3月23日-24日，上午9:00—11:30，下午14:00—17:00。
3、登記地點：深圳市福田區金田路2028號皇崗商務中心六層。
4、出席會議行使表決人需登記和表決時提交文件的要求：
（1）法人股東應持股東賬戶卡、營業執照複印件（加蓋公章）、法定代表人

證明書、法人授權委託書和出席人身份證辦理登記手續；
（2）個人股東應持本人身份證及股東賬戶卡辦理登記手續。委託代理人出席

會議的，代理人須持有委託人的書面委託書、股東賬戶卡和本人身份證辦理登記
手續。

有資格出席股東大會的出席人員請於會議開始前半個小時到達會議地點，並
攜帶本款所要求的文件，驗證入場，辦理出席會議登記等有關手續，按時出席會
議。

四、參與網絡投票的股東的身份認證與投票程序
（一）採用交易系統投票的投票程序
1、本次股東大會通過深圳證券交易所交易系統進行網絡投票的時間為

2015年3月25日上午 9:30至 11:30，下午 13:00至 15:00,投票程序比照深圳
證券交易所新股申購業務操作。

2、投票代碼：360056；投票簡稱：國商投票
3、股東投票的具體程序為：
（1）買賣方向為買入投票；
（2）在 「委託價格」項下填報本次年度股東大會的議案序號，1.00元代表議

案1，2.00元代表議案2，依此類推；每一議案應以相應的價格分別申報。本次臨

時股東大會議案對應 「委託價格」一覽表：

（3）在 「委託股數」項下填報表決意見: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對，3股
代表棄權；

（4）對同一議案的投票只能申報一次，不能撤單；
（5）不符合上述規定的投票申報無效，視為未參與投票。
（二）採用互聯網投票的身份認證與投票程序
1、按照《深圳證券交易所投資者網絡服務身份認證業務實施細則》的規定，

股東可以採用服務密碼或數字證書的方式進行身份認證。申請服務密碼的，請登
陸網址http://www.szse.cn或http://wltp.cninfo.com.cn的密碼服務專區註冊，填寫
相關信息並設置服務密碼。

2、股東根據獲取的服務密碼或數字證書可登錄網址http://wltp.cninfo.com.cn
在規定時間內通過深交所互聯網投票系統進行投票。

五、投票注意事項
1、網絡投票不能撤單；
2、對同一表決事項的投票只能申報一次，多次申報的以第一次申報為準；
3、同一表決權既通過交易系統又通過互聯網投票，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為準；
4、在股東對同一議案出現總議案與分議案重複投票時，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為

準。如股東先對分議案投票表決，再對總議案投票表決，則以已投票表決的分議
案的表決意見為準，其他未表決的議案以總議案的表決意見為準；如果先對總議
案投票表決，再對分議案投票表決，則以總議案的表決意見為準。

5、股東大會有多項表決事項時，股東僅對某項或某幾項議案進行網絡投票的
，即視為出席本次股東大會，其所持表決權數納入出席本次股東大會股東所持表
決權數計算，對於該股東未投票或投票不符合《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東大
會網絡投票實施細則》和本次股東大會通知規定的，按照棄權計算。

六、其他
1、會議聯繫方式：
聯繫部門：公司證券法律部；
聯繫人：吳小霜、王舒；
聯繫電話：0755-82535565、0755-22669143；傳真：0755-82566573；
聯繫地址：深圳市福田區金田路 2028 號皇崗商務中心六層；郵政編碼：

518100。
2、會議為期半天，與會人員食宿及交通費自理。
七、備查文件
1、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屆董事會 2015 年第二次臨時會議決

議。
特此公告。

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二○一五年三月十九日

附件：
授權委託書

茲委託 先生（女士）代表本單位（個人）出席深圳市國際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五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
委託人： 委託人身份證號碼：
委託人持股數： 委託人股東賬號：
受托人（簽名）： 受托人身份證號碼：
委託人對下述議案表決如下：

附註：
1、上述審議事項，委託人可在 「同意」、 「反對」或 「棄權」方框內劃 「√

」，作出投票指示。
2、如委託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則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表決。
委託人簽名（法人股東加蓋公章）：
委託日期：

議案序號

1

議案內容

關於審議《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非公開發行A股股票預案（二次修
訂版）》的議案

議案對應委託價格

1.00元

序號

1

議 案

關於審議《深圳市國際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2014年非公開發行A股股票預案
（二次修訂版）》的議案

贊 成 反 對 棄 權

濱海新區今年將舉辦85個國內外展會
記者從新區商務委獲悉，今年新區全年力爭舉辦85個國內外

大中型會議展覽活動。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隨著新區融資租賃、
跨境電商等新興產業迅速發展，今年也將新增諸多相關配套展會
，會展對新區產業發展的助推作用日漸顯現。

近兩年來，借助大型展會平台，新區舉辦了航空航天、石油
化工、生物醫藥等多個優勢產業展會，為企業搭建了合作平台，
促進區域經貿發展，也形成了以展促貿的全新模式。今年新區也
將繼續依託優勢產業，精心打造生態城市博覽會、裝備製造業博
覽會、中國石化大會、國際直升機展等多個品牌展會。

「隨着新區經濟轉型升級，也湧現出一些新的產業亮點、熱
點，如融資租賃、跨境電商、津台冷鏈物流等，今年我們也將引
進舉辦相關的高水平專業展會，為行業內部搭建良好的交流平台
。」新區商務委會展處相關負責人表示。據了解，今年新區也將
計劃舉辦中國天津跨境電子商務圓桌會、2015平行貿易進口汽車
高峰論壇、全球租賃業論壇、2015海峽兩岸台灣農特產品展等，
專業學者、參展企業等通過這種專業性極強的展會，可以結識更
多的行業精英，助推產業發展。

同時，新區商務委會展處負責人也表示， 「人才是會展業發
展關鍵，隨着越來越多的國內大型專業展會、知名會展公司總部
落戶新區，以策劃、管理等為代表的專業會展人才短缺問題正逐
漸暴露。今年我們將進一步推動會展企業與高校、各類培訓機構
建立人才培養、業務合作長效機制，培養高端會展人才，舉辦國
際註冊會展經理和會展策劃師培訓班，加快實施 『會展千人計劃
』，建立新區會展行業人才庫，儲備會展各類人才信息，為行業
發展輸入 『智囊』支持。」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卞卡尗、記者周怡報道：獲香港中文大學邀請為
「饒宗頤訪問學人」的法國著名漢學家、法國遠東學院前院長汪德邁，日前

於中大行政樓祖堯堂以 「我與我的老師饒宗頤」為題舉辦講座。同日，中大
亦舉行 「大紫荊勳賢饒宗頤教授」百歲華誕祝壽晚宴，逾一百二十名大學成
員及饒公親友出席。

饒公與中大結緣60年
出席嘉賓包括三位前中大校長高錕、金耀基、劉遵義，以及校長沈祖堯

等。國學大師饒宗頤與中大的情緣已超越一個甲子，晚宴前播放的錄像，回
顧了饒公在中大的片段與足跡，其後大家一起合唱生日歌及奉上蛋糕，以表
達對饒教授的尊敬和愛護。

沈祖堯表示： 「中大有幸與饒公結緣超過半世紀，十分感謝他多年來對
中大關愛有加，他惠贈的作品，我們全都珍而重之；他的指導及扶助，我們
更是銘記於心。」

汪德邁曾於上世紀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四年在香港與饒宗頤共事，自此
尊饒公為老師。適逢今年饒公百年華誕，汪德邁分享了他與饒公亦師亦友的

故事。
「我更想去講他凡人的那

部分。」汪德邁在講起老師饒
宗頤時說。兩位學者已相識了
半個世紀，在回憶起往昔的時
候，汪德邁感慨道： 「饒公與
朋友令我在香港的時光，可以
過着普通中國人的生活，可以
過着一種簡單的生活方式，讓
人感到溫暖，這都是書籍裡沒
有記載的中國文化。」

除了在故紙堆中研究學理
，汪德邁回憶說，饒公為了讓
他明白何為 「魚我所欲也，熊
掌亦我所欲也」，特意帶他去
吃鱸魚。閒暇時間，饒公也曾

帶汪德邁到偏僻難尋的飯店，只為他熱衷的美食。而到了法國，汪德邁
也以同樣的方式盡地主之誼。他帶饒公品嘗特色的法國料理，其中饒公
最喜食的就是法國百合以及羊甘酪。

工作魄力異於常人
「當我們在印度旅行期間，我見識了他異於常人的工作能力。」汪

德邁記得，當時他和饒公同睡於一間小屋，每天晚上饒公僅有二、三個
小時的睡眠時間。因此汪德邁也不得不養成了跟饒公一樣的生活習慣，
可是沒多久他就覺得疲憊，反觀年長的老師卻依然充滿精力，這讓他敬
佩饒公工作效率之高。在講座中他多次用 「行走的圖書館」來形容饒公
，因為饒公的工作效率高，能記住所有閱讀過的書籍。 「這驚人的記憶
力也是饒公成為卓越的文獻學家的原因之一。」

汪德邁表示，最開始的時候他被告知香港重視商業多於漢學，所以
先去京都學習了三年。幸而饒公與傑出的法國漢學家保羅．戴密微的友
誼，成就了汪德邁與饒公的師生緣。一九六一年，戴密微和饒公已成為
朋友，戴密微不但同意派汪德邁到香港從事研究，更特別讓他隨饒公學
習甲骨文。

饒公是一位博學的學者，他不僅是國學大師，同時對異國的文化也
抱着開放精神。他的《敦煌曲》、《敦煌曲續論》都是非常重要的研究
成果。無獨有偶，其好友戴密微第一份研究著作，在索邦大學所做的博
士論文（一九一四年），其題目為歐洲古典音樂的歷史。這都體現了兩
位大師淵博的文化知識，以及永不言倦的求知慾和好奇心。汪德邁說：
「他們並不因此變得傲慢，相反地，他們卻慷慨地將知識傳授予學生。

」他感慨自己有幸能師從這兩位大師，兩位大師對他而言更是 「內聖人
，外老師」。

講座後，旭日集團有限公事董事長及旭日慈善基金有限公司主席楊
釗，致送了一千萬港元支票予中大，以支持饒宗頤訪問學人計劃。該計
劃開始於二○一三年，每年邀請一名在中國文化研究上有傑出表現的世
界級學者到訪中大，於中國文化研究所從事學術研究、交流及教學等活
動，以期促進中西方學術交流互動，開拓學術新視野，啟發年輕學生。
首屆中大饒宗頤訪問學人是國際知名的瑞典漢學家馬悅然。

饒公百歲華誕饒公百歲華誕 學者回憶趣事學者回憶趣事

汪德邁暢談師生情緣汪德邁暢談師生情緣

▲多位嘉賓出席同賀饒教授壽辰之喜。後排為饒教授的家人

▲ 「大紫荊勳賢饒宗頤教授」 百歲華誕祝壽晚宴，逾一百二十名大學成
員及饒公親友出席

▲左起梁元生、沈祖堯接受楊釗捐贈一千萬港元支
票 本報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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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教授（一九
六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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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中國證監會上市公司併購重組審核委員會

審核公司重大資產重組事項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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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確和完整承擔個別或連帶責任。
2015年3月18日，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收到

通知，中國證監會上市公司併購重組審核委員會（以下簡稱 「併購重組委」）
將於近日審核公司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資金暨關聯交易之重大資產重
組事項。

根據《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等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經申
請，公司股票將於2015年3月19日開市起停牌，待公司收到併購重組委審核
結果後公告並復牌。

公司將及時公告併購重組委的審核結果，敬請廣大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
特此公告。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二一五年三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