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第一季度标普500十大行业表现

■ 责编：陈晓刚 美编：韩景丰 电话：

010－63070230 E-mail:zbs@zzb.com.cn

■ 2016年4月1日 星期五

海外财经

verseas

A04

O

地址：北京宣武门西大街甲

９７

号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１

电话：编辑部

６３０７0３３１

发行部

６３０７0３２６

、

６３０７0３２４

广告部

６３０７２６０３

传真：编辑部

６３０７０４83

、

６３０７０480

广告部

６３０７１０２９

零售价格：

2．0０

元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

００１９

号

分析师预计企业业绩下滑

美股反弹持续性存疑

□本报记者 杨博

美股一季度剧烈震荡，在年初大幅下挫后，

自2月中旬以来持续反弹， 呈现明显V形走势。

标普500指数先抑后扬， 今年累计上涨近1%

（截至3月30日）。

华尔街分析师认为， 美股未来走势还要看

企业盈利表现， 但目前美国上市公司仍面临巨

大的盈利压力，因此市场反弹持续性存疑。

多板块成功逆袭

今年1月伴随着全球股市的下滑，标普500

指数一度重挫5.07%， 创下2009年以来最差同

期表现，2月11日创下1810点的两年来新低，较

去年5月2134点的历史高位下跌15%。

但受益于油价反弹和投资者对全球经济增

长放缓的担忧减轻， 特别是美联储加息预期降

温，美股在2月中旬触底后开始持续反弹，标普

500指数迄今累计涨幅接近13%。

自2月中旬以来的反弹中， 前期跌幅较深

的板块成为领涨先锋。 标普500十大行业板块

中，原材料、IT、金融等板块表现突出。 个股方

面，能源企业成功逆袭，大举占领标普500成分

股涨幅榜的前排位置。

彭博统计显示，十大行业板块中，原材料板

块自2月11日以来上涨16.38%，位居首位，IT和

非核心消费品板块紧随其后，涨幅接近16%，金

融、工业、能源板块涨幅也都超过14%。 而在年

初至2月11日的下跌期内， 金融板块曾重挫

18%，表现垫底，IT、原材料和非核心消费品板

块的跌幅也都超过10%。

相比之下，年初表现较好的电信服务、公

用事业、 核心消费品板块在本轮反弹中偃旗

息鼓，涨幅都不到10%，显著跑输大市。 但综

合一季度整体表现来看， 上述三个板块仍占

据涨幅榜前三位，分别上涨15.34%、13.9%和

5.2%。

个股方面，本轮反弹市场呈现普涨格局，标

普500指数成分股中有493只个股实现上涨，其

中370多只个股涨幅超过10%。 涨幅榜前十位

的公司中，有6家是能源相关公司，其中切萨皮

克能源以125%的涨幅位居第一。整个第一季度

有超过300只标普500成分股实现上涨， 其中

120多只个股涨幅超过10%。

重新聚焦企业盈利

上周标普500指数下跌0.67%，终结了此前

连续五周的上涨。但本周以来，在美联储主席耶

伦鸽派表态的刺激下，标普500指数重拾升势，

截至3月30日收盘创下2064点的年内新高。

在一季度以震荡上升的表现收官后，华尔

街分析师对于接下来几个季度的市场表现心

存谨慎。 分析师认为，美股此前上涨很大程度

上受到央行宽松货币政策的支持，未来走势则

将重回企业盈利基本面。 而从业绩表现看，美

股上市公司仍面临巨大盈利压力，市场反弹持

续性存疑。

4月11日， 美国铝业将率先发布第一季度

财报，从而拉开新一轮财报季大幕。 FactSet统

计的分析师平均预期， 第一季度美股企业盈利

将同比下滑8.7%，显著低于三个月前预计的增

长1.6%。 如果这一预期成真，将创下2009年第

三季度以来最大降幅， 同时也是连续第三个季

度下滑。 去年第四季度，标普500企业盈利下滑

近3%，第三季度下滑近1%。 历史统计显示，美

股企业盈利上次出现连续三个季度的下滑还是

在金融危机期间。

此外分析师还预计， 第一季度美企收入将

同比下滑1%，可能连续第五个季度下降。

能源企业盈利大幅下降是驱动美企整体盈

利下滑的重要因素， 预计第一季度油气公司盈

利将同比下降近99%。 截至2月底，能源板块在

标普500指数中的权重接近7%。 如果剔除该板

块， 预计标普500今年第一季度整体盈利同比

下滑1.8%。

此外， 占指数权重最高的科技和金融板块

业绩前景疲软，也给整体业绩带来压力。分析师

预计第一季度科技板块盈利同比降幅将达到

5%以上，金融板块盈利下滑7%。非核心消费品

板块的预期表现最好，预计盈利同比增长14%，

是唯一有望实现两位数增长的板块。

摩根士丹利分析师本月中旬将标普500指

数未来12个月的目标点位从2175点下调至

2050点，并指出考虑到更疲软的增长预期和其

它风险因素上升， 建议投资者削减全球股市的

风险敞口。

此前曾成功预言了美股前两次暴跌以及2

月11日触底的瑞银技术分析团队近期指出，美

股当前的超买程度已经创2009年来最高，预计

将开始筑顶环节。中期来看，预计在一季度晚些

时候或二季度早些时候触顶， 随后市场将迎来

大幅调整。 标普500指数第一回调点位大约是

1970-2000点区域。

不过德意志银行市场策略师认为， 除非美

国出现经济衰退的迹象或发生新一轮全球动

荡，否则美股不会再出现大幅回调。

一季度美国股市IPO仅8宗

□本报记者 杨博

研究机构复兴资本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

今年第一季度美国股市仅有8宗首次公开募股

（IPO），筹资额7亿美元，创下金融危机以来最

低水平。此前自2014年以来，美股单季IPO数量

一直保持在30宗以上，最低季度筹资额为51亿

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季度美股全部8家IPO

公司都来自医疗保健板块。 去年该板块就曾以

78家公司IPO的表现位居各板块之首。上述8家

公司中， 有一家医疗设备公司到目前为止尚未

实现任何销售收入， 两家生物科技公司还没有

开始临床试验， 三家公司的产品尚处于临床试

验第一阶段。 据悉，其中有三家公司IPO定价低

于最后一轮私人融资的价格。

报告还显示， 第一季度美股IPO平均回报

率为20%，上市首日平均回报为-0.1%。衡量次

新股表现的复兴资本IPO指数第一季度下跌

10%，显著不及同期标普500指数表现。

由于估值显著下调， 有8家公司在首季推

迟了IPO。 复兴资本报告认为， 尽管第一季度

IPO活动放缓， 但上市管道中仍有大量整装待

发的公司， 近期市场反弹和波动性下降有望给

第二季度的IPO活动带来提振。 预计4月或5月

美股IPO市场将出现“破冰者” ，可能是美高梅

地产公司或美国食品控股公司， 这两家公司的

预期筹资额都超过10亿美元。

美光科技

上季度亏损9700万美元

□本报记者 杨博

全球最大芯片商之一的美光科技3月30日

发布的财报显示，由于DRAM平均售价和产品

销量双双下滑，该公司在截至3月3日的上财季

销售收入同比下降近30%至29.3亿美元， 当季

出现9700万美元亏损，显著不及去年同期盈利

9.4亿美元的表现。

美光科技预计， 当前财季收入将在28亿

-31亿美元之间， 毛利润率在16.5%-19%之

间。 该公司CEO杜尔坎表示，尽管继续面临充

满挑战的市场环境，但美光仍在继续研发高级

DRAM和NAND芯片技术，并改善成本结构，

预计今年下半年竞争地位将出现显著改善。

受新兴市场需求下降以及美元升值等因素

影响，全球个人电脑销售一直面临下滑压力，这

给芯片行业带来巨大冲击。 但业内分析人士认

为， 全球半导体行业去库存已经在今年第一季

度接近尾声，预计第二季度景气度将开始升温，

今年半导体产业整体将增长2%。

去年美光科技股价大跌61%， 截至3月30

日收盘的今年跌幅为26%。

欧元区3月CPI维持负值

□本报记者 张枕河

欧盟统计局3月3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欧

元区3月CPI年率初值仍处于负值，只是降幅比

2月有所收窄，而CPI低迷的主要原因依旧是能

源价格低迷， 这表明欧洲央行的政策对于提振

通胀似乎效果有限。

具体数据显示，欧元区3月CPI年率初值下

降0.1%，降幅与预期值一致，但低于2月终值下

降0.2%。 3月核心CPI年率初值上升1.0%，升幅

好于预期值上升0.9%， 也好于2月终值上升

0.8%。 能源价格的疲软，仍然是欧元区通胀率

的主要拖累因素。 数据显示，欧元区3月能源价

格按年率下降8.7%，降幅高于2月终值8.1%，更

高于1月终值5.4%。

分析人士指出，虽然欧元区2月核心CPI升

幅略有扩大，然而该地区物价目前仍然疲软，从

而使得欧洲央行未来的政策面临巨大压力。 欧

洲央行试图将欧元区的通胀率提升至接近但略

低于2%的水平上，并已经为此购入大量政府债

券，以注入更多现金，加速物价增长。 欧洲央行

执委科尔表示， 负利率并非主要的货币政策工

具，欧洲央行还有更多的政策工具。

整理/杨博

长盛货币市场基金收益支付公告

（

2016

年第

4

号）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4月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长盛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长盛货币

基金主代码

080011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5

年

12

月

12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长盛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

和

《

长盛货币市场基金招募

说明书

》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的日期

2016-04-01

收益累计期间

自

2016-03-01

至

2016-03-31�

止

注： 本基金管理人定于2016年4月1日将投资者所拥有的自2016年3月1日至2016年3月31累计待结

转收益进行集中支付，并按1元面值直接结转为基金份额，不进行现金支付。

2�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投资者累计待结转收益

=∑

投资者日待结转收益

（

即基金份

额持有人日待结转收益逐日累加

）

投资者日待结转收益

=

（

投资者当日所持有的基金份额

+

当日累计待结转收益

）×

当日基金收益

/（

当日基金总份额

+

所有待结转收益

）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2016

年

4

月

5

日

收益支付对象

2016

年

4

月

1

日在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

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为收益再投资方式

，

投资者收益结转

的基金份额将于

2016

年

4

月

1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2016

年

4

月

5

日起可查询及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

[2002]128

号

《

财政部

、

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 税收问题 的通

知

》

及财税

[2008]1

号

《

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

知

》

的规定

，

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

，

暂不征收所

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结转免收手续费

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一、提示

1、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2005]41号）的规

定，投资者当日申购的本基金份额自下一个工作日起享有本基金的分配权益，当日赎回的本基金份额自

下一个工作日起不享有本基金的分配权益。

2、本基金投资者的累计收益定于每月第一个工作日集中支付并按1元面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 如

遇特殊情况，将另行公告。

二、咨询办法

1、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csfunds.com.cn。

2、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国统一客户服务号码：400-888-2666。

3、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话：010-62350088。

4、本基金销售机构：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和讯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浙江金观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宜信普

泽投资顾问（北京）有限公司、万银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

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一路财富（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钱景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

经北证（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君德汇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济安财富（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扬州国信嘉利投资理财有限公司、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泰城财富基金销售（大连）有限公

司、上海汇付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微动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泰信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基煜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凯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恒宇天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乐融多源

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深圳富济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珠海盈米财富管理有

限公司、奕丰金融服务（深圳）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

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民生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方正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恒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泰证券有限公司、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德邦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财通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五矿证券有限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中投资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4月1日

证券代码：

002439

证券简称：启明星辰 公告编号：

2016-025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事项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停牌时间及进展安排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事

项，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交易所” ）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

称：启明星辰，证券代码：002439）自2016年3月25日（星期五）开市起停牌，

公司于2016年3月25日披露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目前，公司正在筹划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信息安

全行业标的公司100%的股权，同时募集配套资金并实施第二期员工持股计

划。 经公司向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6年4月1日上午开市起继续停牌。

公司计划在2016年4月25日前（不超过30个自然日）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

件》要求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预案（或报告书），公司股票将在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并公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后复牌。 公司已聘请中

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独立财务顾问。

如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公司

将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事项推进情况确定是否向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

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延期复牌申请未获交易所同意的，公司股票将于

2016年4月25日上午开市起复牌，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

不再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事项。 公司提出延期复牌申请并获交易所同意

的，公司累计停牌时间不超过三个月，如公司仍未能在延期期限内披露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再

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事项。

如公司在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事项的，公司将及时

披露终止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事项相关公告，公司承诺自复牌之日起三

个月内不再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事项，公司股票将在公司披露终止筹划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事项相关公告后恢复交易。

公司股票在停牌期间，将根据相关规定，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等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告。

二、风险提示

公司筹划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经董事长签字及董事会盖章的停牌申请；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1日

证券代码：

002439

证券简称：启明星辰 公告编号：

2016-026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为建立长效的激励机制，提供员工的凝聚力和公司竞争力，充分调动启明

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完

善员工与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机制，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

指导意见》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7号：员工

持股计划》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拟研究推出第二期员工持

股计划，以实现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

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0%，单个员工所获股份权益对应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 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充分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性，防止内幕信息

泄露，公司大股东和董事会本着稳健、顺利实施的原则推进。 目前，公司已在

对员工持股计划的可行性进行讨论和论证，并将进行员工意见的征求和相关

后续确认工作。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尚处于筹划阶段，从推出到实施尚需董事会和股东大

会批准，需要一定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在此过程中，员工持股计划的推出

面临着政策、利率、经济周期、流动性等诸多不确定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1日

证券代码：

002073

证券简称：软控股份 公告编号：

2016-026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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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合同签署概况

近日软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软控（沈阳）

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软控智能” 、“乙方” ）与正新橡胶（中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新橡胶” 、“甲方” )签署了仓储区设备、出入库设备的采

购合同，合同金额为7,500万元人民币。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正新橡胶（中国）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轮胎制造与销售

注册地：江苏省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朝阳东路

主营业务：生产、研究、开发、测试汽车子午线轮胎、汽车斜交轮胎及其它

橡胶制品、橡胶机械及其配套件，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售后服务。从事模具、轮

胎、橡胶、橡胶机械、日用品的商业批发及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正新橡胶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公司及子公司在过去连续十二个月内与正新橡胶及正新集团发生类似

业务的累计交易金额为10,150万元人民币（包含本次合同）。

4、正新橡胶是国内从事轮胎生产的专业化公司，在国内外轮胎市场具有

一定的品牌信誉和知名度，近几年财务状况良好，交易履约风险较小。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标的：仓储区设备、出入库设备

2、合同总额：7,500万元人民币

3、合同生效条件：合同自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即生效。

4、合同交货期：按照甲方要求完成设备交货。

5、结算方式：合同生效后，甲方向乙方预付合同总金额的30%货款；设备

交付至客户现场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货款；乙方完成设备的

安装调试并通过甲方验收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5%货款；设备质

量保证期后满甲方向乙方付清合同总金额的5%货款。

6、其他：合同条款中对付款方式、安装调试及最终验收等条款约定明确。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合同金额占公司最近一个经审计会计年度（2014年）合并营业收入

的2.54%。 合同的履行对公司未来的业绩预计会有积极的影响。

2、本合同约定的产品与公司主营业务一致，公司从资金、人员、技术、产能

等方面均能满足生产需要，具备履行本合同的能力。

3、本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会使公司对交易对方产生

依赖。

五、风险提示

本合同的付款方式为分期付款，存在回款时间长或延期的风险。提醒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该合同的履行情况。

2、备查文件：

《设备采购合同》378213001

《设备采购合同》378213002

《设备采购合同》378213003

特此公告。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3月31日

证券代码：

002073

证券简称：软控股份 公告编号：

2016-027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投资的江苏北人挂牌新三板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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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参与投资上海涌铧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发起设立的上海涌控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涌控投资” ），

并以自有资金1,750万元人民币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涌控投资基金份额，详见

2015年6月27日“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涌控投资参股的北人机

器人系统（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北人” ）已于 2016�年 3�月 8�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简称“新三板” ）正式挂牌，并于3月31日举

行挂牌仪式。

北人机器人系统（苏州）有限公司证券简称：江苏北人；证券代码：

836084；转让方式：协议转让。

江苏北人的总股本为6,500万股。 目前，涌控投资持有江苏北人8,395,

855股，占其总股本的12.92%。

特此公告。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3月31日

证券代码：

000918

证券简称：嘉凯城 公告编号：

2016-023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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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进行。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3月31日下午2：40

网络投票时间:� 2016年3月30日至2016年3月31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3月31日上午9:30—11:

30，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3月30日

下午3:00至2016年3月31日下午3:00�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16年3月24日

3、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教工路18号欧美中心B座19楼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董事会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会议的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合计共24人，代表979,907,476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54.3128%。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有5人，代表股份数979,422,976股，占公司总股份

数的54.286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9人，代表股份484,5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269％。

2、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会议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下属控股公司19亿元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公司的发展需要，拟为下属控股公司19亿元融资提供担保，具体如下:

1、为湖州嘉恒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州嘉恒” ）13亿元融资提供担保。

湖州嘉恒拟通过中建投信托发行13亿元集合信托计划进行融资， 本公司为上述融资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

2、为嘉凯城集团嘉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业公司” ）6亿元融资提供担保。

嘉业公司拟通过昆仑信托发行6亿元集合信托计划，受让嘉业公司持有的张家港嘉凯城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75%的股权收益权的方式融资6亿元。 本公司为上述融资提供担保。

表决情况：同意股数979,628,77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716%；反对股数78,8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80%；弃权股数199,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20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216,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221%；反对股数78,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80%；弃权股

数199,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204%。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的需要，拟将公司注册地变更为浙江省杭州市惠民路56号1号楼318室，并修订《公司

章程》相应条款，同时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工商登记等相关事宜。 因注册地变更，公司章程修改如下：

原公司章程：

“第五条 公司住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银盆南路289号万利大厦五楼；邮政编码：410013。 ”

现修订为：

“第五条 公司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惠民路56号1号楼318室，邮政编码：310002。 ”

表决情况：同意股数979,687,57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776%；反对股数20,0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20%；弃权股数199,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20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275,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281%；反对股数2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20%；弃权股

数199,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204%。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增选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根据大股东浙江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提名，拟增选陈三联先生、李尊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一）拟增选陈三联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数979,450,78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53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38,30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39%。

（二）拟增选李尊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数979,703,78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9792%。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291,30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297%。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秦泠、周媛媛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

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