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328            证券简称：新朋股份          公告编号：2010-001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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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0 年元月 11 日以专人递交方式发出通知，并于 2010 年元月 21 日下午在在上海市

青浦区嘉松中路 518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董事会应到董事 9名，实到董事 9名，

公司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经审议，与会董事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鉴于公司已公开发行股票，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12 月 23 日

出具的编号为信会师报字(2009)第 24781 号《验资报告》验证，公司已收到本次公

开发行股东认缴 7500 万股股份的股款 1,383,600,000 万元（已扣除发行上市费用），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的资金已经全部到位。本次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完成

后，公司的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币 30,000 万元。 

二、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

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鉴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全体董事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修改后的公司

章程，公司章程修改情况对照表具体见附件。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详见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于 2009 年 1 月 16 日召开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

因此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三、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

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青浦支行、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华新支行、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以下简称“专户银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户，账号分

别为：845010693208094001、32743608010211603、216400100100014312，并会同保

荐机构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及专户银行签订了三方监管协议。 

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元月 21 日 

 
 
附件：关于公司章程修改情况对照表 
 

原公司章程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 

1.03 公司于【     】年【  】月【  】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核准，首次向社会

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股，于

【     】年【   】月【  】日在

【        】证券交易所上市。 

 

1.03 公司于 2009 年 12 月 8 日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核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 7500 万股，于 2009 年 12 月 30 日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1.06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2500 万

元。 

 

1.06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000万元。



 

3.04 公司发行的股份，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公司【   】分公司集中存

管。 

 

3.04 公司发行的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集中存管。 

 

3.06 公司股份总数为【        】万

股，全部为普通股，每股面值 1元。 

 

3.06 公司股份总数为 30000 万股，全部

为普通股，每股面值 1元。 

 

8.07 公司根据财务状况和业务发展需

要决定是否进行利润分配，并可采取现

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8.07 公司根据财务状况和业务发展需要

决定是否进行利润分配，并可采取现金或

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在公司盈利年度、现金流满足公司正

常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最近三年以

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

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

定性。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

合理投资回报。 

 

9.08  公司指定【           】为刊

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

体。 

 

9.08  公司指定《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为刊登

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10.02 公司合并，应当由合并各方签订

合并协议，并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

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30 日内在

【            】公告。债权人自接到

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

的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可以要求公

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10.02 公司合并，应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合

并协议，并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

通知债权人，并于 30 日内在公司指定公

告媒体中的其中一份报纸上公告。债权人

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

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可以要求

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10.04 公司分立，其财产作相应的分割。

公司分立，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

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

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30 日

内在【             】上公告。 

 

10.04 公司分立，其财产作相应的分割。

公司分立，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

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日

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30 日内在公

司指定公告媒体中的其中一份报纸上公

告。 

 

10.06 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必须

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

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30

日内【               】上公告。债

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

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

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

的担保。 

公司减资后的注册资本将不低于

10.06 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必须编

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

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30 日内

在公司指定公告媒体中其中一份报纸上

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

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

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

的担保。 

公司减资后的注册资本将不低于法



 

法定的最低限额。 

 

定的最低限额。 

 

10.12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 10 日

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60 日内在

【            】上公告。债权人应当

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

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清

算组申报其债权。 

 

10.12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 10 日内

通知债权人，并于 60 日内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

的其中一份报纸上公告。债权人应当自接

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

的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清算组申报

其债权。 

 

 在原 11.01 条后增加以下 11.02 条款，原

11.01 条后的条款序号重新调整 

11.02 公司股票被终止上市后，公司股

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继续交易。 

公司不得修改章程中的前项规定。

12.07本章程自公司2007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于公司上市之日

起施行。 

 

12.07 本章程自公司上市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