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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18/200018 证券简称：中冠A/中冠B 公告编号：2015-06125
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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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6月29日（星期一）下午14:30时起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

年6月29日上午9:30-11:30时，下午13:00-15:00时；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6月28
日下午15:00时至2015年6月29日下午15:00时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深圳市深南中路2008号华联大厦16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四）会议召集人
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
公司董事长胡永峰先生。
（六）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0人，代表股份80,205,4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4189%。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6人，代表股份79,615,5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0701%。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代表股份589,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88%。
（二）A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4人，代表股份48,872,821股，占公司A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0098%。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人，代表股份48,822,121股，占公司A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8.9590%。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人，代表股份50,700股，占公司A股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508%。
（三）B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B股股东及代理人6人,代表股份31,332,585股，占公司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1336%。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4人，代表股份30,793,385股，占公司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4.3569%。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人，代表股份539,200股，占公司B股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7767%。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人员还包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本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本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

本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本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聘请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上述议案公司于2015年2月11日刊登在《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四、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陈建惠律师、李国周律师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以及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及相关文件
2、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股票简称：晨鸣纸业晨鸣B 股票代码：000488200488 公告编号：2015-031
债券简称：11晨鸣债 债券代码：112031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晨鸣债"2015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付息期的债

权登记日为2015年7月3日，凡在2015年7月3日（含）前买入并持有本次债券的投资者享有获得
本次利息款的权利；2015年7月3日卖出本次债券的投资者不享有获得本次利息款的权利。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11年7月6日发行的2011年公司债

券将于2015年7月6日开始支付自2014年7月6日（起息日）至2015年7月5日期间的利息。为保
证付息工作的顺利进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券。
2、债券简称：11晨鸣债。
3、债券代码：112031。
4、发行总额：人民币20亿元。
5、债券期限：5年。
6、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5.95%。
7、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公司债券的发行首日，即2011年7月6日。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每

年的7月6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8、付息日：2012年至2016年每年的7月6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
9、信用评级情况：经中诚信评估综合评定，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10、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11、保荐人、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2、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2011年8月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13、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二、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5.95%。每手面值1,000元的"11晨鸣债"派发利息为人民币59.50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
金债券持有人实际每1,000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47.60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含QFII、RQFII）债
券持有人实际每1,000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53.55元）。
三、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付息日
1、债权登记日：2015年7月3日
2、除息日：2015年7月6日
3、付息日：2015年7月6日
四、本次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2015年7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全体"11晨鸣债"持有人（界定标准参见本公告最前面的"特别提示"）。

五、本次付息方法
本公司将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

在本次付息日2个交易日前，本公司会将本期债券本年度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
的银行账户。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本期债券本期利息划付给相应的
付息网点（由债券持有人指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或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本公司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相关协议规定，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付息资金划入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后续付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相
关公告为准。
六、关于本次付息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一）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包括

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根据《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03]612号）规定，本期
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网点在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利息时负责代扣代缴，就地入库。
（二）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

法》（国税发[2009]3号）等规定，本次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QFII、RQFII）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次债
券利息应缴纳10%企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三）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其他债券持有者的债券利息所得税需自行缴纳。
七、相关机构
1、发行人：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洪国
地址：山东省寿光市农圣东街2199号
联系人：袁西坤
电话：0536-2158008
传真：0536-2158977
邮政编码：262705
2、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程宜荪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12层、15层
联系人：文哲
电话：010-58328888
传真：010-58328764
邮政编码：100033
3、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1093号中信大厦18楼
联系人：李燕群
邮政编码：518031
特此公告。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123456789:;4< "#$%

翠'種)*+, セ./12 345

緓789:;<=>?@ABCAD2 EFG

уIJ<KLMNOPQR2 STUVWX

侥Z2 [\]^_`abEc2 defghi

糛klm2 STno 5 $J2 G$]^q

端2 stuvwxTy 義5{|2 {

78]��g2 `���x�G��T

﹍�����

︽>?@ABCDEF

砆o 4  1 J(2& ` 55 烦)2 ��]� �

o� <:�VK�E�������$2 `

�琎��砆o ¡�¢£�¤¥2 ¦§ 7る

�いª]V«¬ ®¯�G$]°^q端�

セ²³´�xµセ²/¶·st2 34¬

78uvWX¹

侥Z�uv13

琎ら»¼﹍2 ¬7

8=>?@AàK

A刁 阶À2 

揣RÃÄÅ2 ÆÇ

砆砆� 5*

ず�IJ2 <K

L M N O  

P � P�Q

R2 籖cÎÏ¼﹍

EぃÑXÒ侥Z�

[计Z;ÔªÕ¹*IJÖ×2 MØÙÚ

粂ªxÜÝ2 Þß<¹àá*[计$]^âã

åæ2 ç3èb2 éêuv1ëÞì 箇

垦2 刁KÏðñòó 刁2 Gö÷

伐xùú2 ]VGefghi糛k2 û¹ün

od$1�

ゴHIJKLMNOP

éゼ2 UVþÿ"ÝWX侥Z2 uvw

籔%V皚'XÒ·崩*2 ùú丁ì-�

q端2 G$"せい1刁瑈32 56

2 ò砆ゴ9瑈32 ]^Gefghi糛

klm�`4ç 11 砛2 ]V盢 & $

盿ç]ó2 stuvwÔ¬78]AB2

��]Vg2 ]^琜ñ臟E2 GHI�

123456厩KLMNB

らぇP���籔JねRSTUV5

8〤X琜A2 砆G$揣

端2 Jねねb砆��2 dА

q端癳^2 端墩`E腨b2 ]Vß

盢盢¯e��9璓ghiÖ·端

甡�����盢l�®Tら�は

%/ oX揣2 M®¯eÀ

獀rs�

ゴゴRSTUV

11 烦*らぇP籔RST���箂

砛2 «砆vwxTUV58〤

X琜A籔籔zA6ユ2 û籔G%

 21 ò烦*J揽Öτ�2 赣$

Z;綼"ªら鉚��揣2 ら

泊�û¹�2 オ泊%���q

端�®TKw猽X琜A発�2 ら

籔RST籔���2 �`X琜A 41

腹%¼2 らGe借�%V 翴�

�ゴゴ�赣�� ゴゴ

��瞶¡�RSTy沽£M

も¥¦§%V2 砆���ц刁

緑2 û¹�q端2 STf�w発

�礚¬�

ら� Rd-�T2 オ泊8�惑

假q端2 RSTâ渐刁竳2 d

«]�2 ¡¬¹毕³ó癳´µ¶·^獀瞶�

]V钡«T2 Ge<Õ¹"G盿盿»赣$紾

Ö2 Ö蔼 1.75 μ*f�2 盢¯¡7

8]N®秸¥钉Ã 7钉l�

12345678

毒XY4<� ÅÆÇ

ÉÊËÌÍW®珿2 璓g" 511 縉端2

x�G$�ÖgÒe縉端* 21烦J端wÔ

竌2 �ÕØÙÚ2 穖毕礚ÜE獀2 g�®

珿珿$端bE獀w�2 ÉÊËàáâ

穨T2 砆ÆÇ穝À┎æçèéêëX笻íî

¹��跑yéÊCf*MU2 ì£繧穨 ︳

璸óôõ1盢s 1货÷øÆù2 ��

[\H]^_`ab

沮ü«笵2 端bE獀*Ô竌�2

û琎盿盿�狟ねÇç把眒%/%2 ®珿

XÒ2 þ﹏'D*)*<R3V

凹2 �Ö 91%Ò`.縉端2 3琎锣��

·^毕獀  91%�縩縉端2 痙<ÆÇ

αb瓣5·^³痜7·獀�·^2 Ô

竌95´ÌÍ2 璓g�tt╜端2 み

ÙÚ2 �琎ÞçÕØÙÚ� みQGeâ

b V穖毕TGe>みQ2 xT痜ö锣

�2 ┑`�と 2 212 <ダ_╄·^ǎ

�STG�T2 種┺FGg斌毕�

dYefghijkl

æèê弧2 ㄌæçéÊ穨G瞶íâ2 ÉÊ

Ë<ËNçéÊCf快瞶獶'穨兜OÎÏ

ø┾QRSS快瞶眒%/%ÎÏ2 �é

ÊCfî�跑yMUㄏM2 éª6��æ

çêビW種2 妮笻íK��矫Z�u2 胺

£盢乖^端w 27 琎` &1 琎*`·励`

M2 `§ 72T玻Ò*`·励`M2 穦

盢秸ó瞶�

12345678毒XY4<� ÅÆÇ

穝ÌÍW5�dq端翠2 �琎�

ij·励L¥翠�3´çelG˙獀

励�x�端w﹜o�と╄翠2 xダu2 

�縉端2 ┋tuv�弧x2 �ü¡·

Ò蝶︳端墩�æ诡{>le2 O3ö÷Êæ2

瞏}E┋�*5┋�

nop;qHrstu

更盿﹜o*·励L¥2 �と 1 ╄╄�

濸8¥¹2 ¡·励Ló癳´嚎�·^�11

烦*﹜o¡·³^M踞琜癳¬罛��縉端

�み痜72 gブ��e縉端�

_%ダFwxHyz{|

ダダ�JㄠTu2 �U3V

)縉端2 オも*もq端2 ┋���Ö

逻А礚猧�2 τ﹜o﹜弧x2 みöョ��

ヱ2 Oヘ�J�翠2 び}¬2

计}稰·³^2 ·Ò�ü�¥端

2 i�G˙獀励�

び�砆2 ﹜oì��K*厩端墩2 ﹜

�ìÒ㏑�繧2 þû�*獺 ùú2 é

v�眔£¤ö2 產§%x�

2 びさ©﹜o籔G痁厩*拨穨è

K2 �µ痙�タ�*}稰2 �縩伐�

%承端2 躬²xµq端*厩³�%琎T*

Ò�

砆2 þµ/緉çe2 Jㄠ¬ç

瓣i厩¸¹2 vg拨穨σ£2 硂珿©籔

厩GK 6¬Åé�﹜o產�J2

ªㄓLみ¸¹2 g罿E岿2 ゴ�翠ど¸5

厩2 O3ß�ò丁5厩魁Ä2 Jㄠ<®T2

<毕³ó癳·^U�2 Mµwx9w

翠�¡§µß��產產Ç£繧2 çèé£

繧2 珿ìL¥�盢Jㄠ癳翠·獀2 產ョ

耕�み�

腑~����� 3F��

`§G$q端翠腑ÊË2 きgブ�b

e縉端2 �i¡·励L¥癳´ç2 沮眡2

*產籔剪·ÒА<ç�沮Åû�

«笵2 dVû�·Ò蝶︳T2 粄�А続Ò

瞒¼Å2  & $翠端wât¦<痙

·�x�<Å¸¹*馋獵2 �Öせgブ

�縉端2 t;<·^╜端�み痙·2 ダ

琍Ù琎4╄╄·^抄Û 11 烦*朝ÝÞ2 Ö

·ブ�きg縉端2 t;<ず打Ná·^痙

·2 ⊿ìÒ㏑�繧2 x�ä盢Jㄠ癳

翠 τ 25 烦*㏄æç2 â<羛Ò·^�砍

^N瞏瞏獀励�痙·�

饥��� 5H8z:>

ÅÆÇ穝ÉÊË< 27琎4çXÒÌÍW

2 `Õ�b2 9ó靡hì 5 $翠q

端2 タ<Å痙·�蔼ッT<w竊Oç

u2 硂G¯獶獶E┋*腨b®珿2 µª 5 

端w�x產9種�¤�µ弧2 �Þ纯籔9

óó羛2 璝q端*翠ì種腀2 ﹜�<

Å獀励µ*·Ò粄�K2 iµ

翠2 ·^G瞶ê穦³ªµö続瞏*獀

励�

�������N���

%§ㄈøùúû盢àKd¹糛舩ý%ÌソÎ

Ï2 蔼ッT%u闽"2 �àKì闽

ÎÏ2 ü�眔¬%X礟砛�µ弧2 ß籔

(óó钡牟2 óß穦ª快虫

¤灿.�ÎÏ灿竊2 {珹+M*穎12� 2

ê� 祸4��i单Ò続2 cÎÏ�

�(ó��2 ST¡%σ納穦X

礟�

�����[����

(ó瞶捌(á纯ッ翬�と穦ǎsü

u2 獶獶闽"Å®珿2 %ì翠q端}

¬獶獶螟�2 óV3琎ñß眏<¥ 21丁羬

:甌Ê¹+2 û�礚XÕì¹+览à快Ì

ÍÎÏ2 óV祔Tョ穦�<¥�%§ㄈùû

*糛舩ý︹ÌソÎÏ2 纯ッ翬砆ßΜ¬礟礟û

ê锣ざì闽ビW2 µ�琎ìÏ羛快虫

2 £眡%VE穦<ÎÏ�ㄏMÌÍ2 ョ礚

RÜc2 +蹦Mýêョ睪G�

%§琎T穦��窽bÌÍÎÏ2 纯ッ翬

u2 E:ÎÏ常ì*繧蝶︳㎝í

﹚2 Õé览 G瞏v�窽b闽ÎÏ�

µ﹜�* T012 C45462 R89øx�G兜

眒Ì禲˙ÎÏ�ㄒ2 砆ûß璹1�

夹S2 {珹礚� 礚贺2 E眔ㄏMV2

ê杆X¹�单�

`§�癚ÌÍÎÏ�ま2 纯ッ翬砆

穦痙種Å®GX甶2 �癚Õ�夹S2 

,Gö÷��� 丁�ÌÍ盞e蔼*

%2 þ玻ÒW2 W¥瞯螟G阀

τ阶�

ㄈ��� ¡¢£¤¥�

2 璸购<さ 12 るà快ÃÒ* T012

C45462 R89ßビWㄏMㄈùû*¹��

ㄈùûXÙu2 e�¹�öw2 ㄈùû

*®¯縩伐籔À┎��快虫肪�2

蝶︳ì闽ÎÏ*繧�ìǎ:Õ%ÌソÎ

Ï*好納2 ㄈùû∕﹚<快虫é�XÀ┎

闽ぇ礟礟砛靡32 §Eó瞶 T012 C45462

R89*¹�ビW�

12345678§¨© ª

岸ミ4< "#$%&'()*祇

ネ-剐脄0123 456789:

翠<= 7 る? 1# るるABC兜EF

HI?LネMMN6OPQRSTU"竊WXYZ[ 璝1]

い_`B 5翠cd[ efMghijkl翠[ 荷op続rB

獀tIu=wxy繻<る盢C|}~EF-�H3 6OPゅ�

穦��H祇笆3 ������3 �8��穦�S続�σ納�

$% 2"翠'(")*+

F[{ 9"%qH縉�®¯

"#$%&

独

±

²

 

F

³

︽

´

µ

¶

κ$%&'() 5$ 1牡+

セ¸¹ボ»8¼½LMN¾



n

o

p

;



À

Á

Â

q

H

Ã

�

Ä

2

Å

r

s

t

u

�

皘

¯

Ç

¾

n

o

﹜

É

Ê

�

皘

Ë

Ì

稲

F

¾



Ï

Ð

Ñ

Ò

�

皘

Ó

Ô

Õ

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