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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１

、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纵横通信”、“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监许可［

２０１７

］

１３０７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纵横通信”，股票代码为“

６０３６０２

”。

２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

下询价和配售。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市场情

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网上发行

的发行价格为

１５．１８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２

，

０００

万股。

３

、本次发行的网上申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Ｔ＋２

日）结束。

４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１９

，

９４９

，

９２８

股

（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３０２

，

８３９

，

９０７．０４

元

（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

５０

，

０７２

股

（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

７６０

，

０９２．９６

元

５

、网上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即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为

５０

，

０７２

股，包销金额为

７６０

，

０９２．９６

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

例为

０．２５％

。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资金

扣除承销保荐费用后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

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发布的网上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３１５３８０５

、

０２１－２３１５３６６３

发行人：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

日

广州赛意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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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

于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３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

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赛意信息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０６８７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８

，

０００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２

，

０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新股无锁定

期，新增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

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

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

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 审慎做出投资决

定。

三、联系方式

１

、发行人：广州赛意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

１２

号

１６

楼

１６０３－１６０５

单元

联系人：柳子恒

电话：

０２０－３８８７８８８０

传真：

０２０－３８８３９５２０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

保荐代表人：张嘉伟、姜涛

电话：

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２５４

发行人：广州赛意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

8

月

2

日

证券代码：

300450

证券简称：先导智能 公告编号：

2017-077

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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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7年8月1日， 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

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17年半年度

报告全文》、《2017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于2017年8月2日刊登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8月1日

证券代码：

300653

证券简称：正海生物 公告编号：

2017-021

烟台正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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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8月1日， 烟台正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了公司2017年半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公司于2017年8月2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了 《2017年半年度报

告》及其摘要，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烟台正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8月2日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cquae.com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128号投资大厦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8号静安中心2012室

联系人：颜先生 联系电话：（023）63622380� �（010）51085028-8005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

重庆鹏程航空实业

有限公司99.764%

股权

2694.07 2669.99

陆运、水运、航空客货运输代理服务；国际、国内货物仓储服务；航

空货物机坪装卸服务；销售：日用百货，汽车零配件，摩托车及零配

件，建筑材料、化工产品（以上范围皆不含危险化学品），文化体育

用品，家具，钟表，珠宝首饰，服装，皮革制品，家用电器，照相器材，

通信器材及配件。 。 联系方式：徐先生，13627655767

2664

/

重庆远达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49%股

权 及

18301.74万元债权

60112.62 11933.08

房地产开发（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方可经营）；旅游项目投资；代

理房屋销售；物业管理（凭相关资质证书执业）。（法律、法规禁止

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限制的取得许可或审批后方可经营）

24148.95

证券简称： 方大炭素 证券代码 ：600516� � � � � �公告编号：2017—063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风险提示：

一、产品价格波动风险

受国家淘汰落后产能，取缔“地条钢” ，废钢供给增加，价格下降；钢材价格上涨等因素

影响，电炉炼钢的比例出现恢复性增长，使得炼钢用石墨电极需求量出现增长。 但是公司产

能利用已经饱和，短期内无扩产计划，同行业企业在加速复产，公司石墨电极价格及下游市

场能否维持现有水平，存在不确定性。

二、原材料上升风险

石墨电极生产周期较长，随着针状焦等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原有低价原材料的将逐

步消耗，公司产品原材料成本会上升，公司现有盈利水平能否维持存在不确定性。

三、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2017年7月28日，公司股票收盘价格为30.89元/股，与2016年12月30日收盘价格9.26元

/股相比，涨幅约为3.3倍；静态市盈率为772.25，动态市盈率为180.43，市净率为9.61，与2016

年12月30日（静态市盈率为231.5，动态市盈率为54.09，市净率为2.73）相比，涨幅分别约为

3.3倍、3.3倍、3.5倍(市盈率数据来源于大智慧）。 目前，公司股票价格及相关指标均处于历史

高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就 《关于对方大炭素近期经营业绩有关事项的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17】

0870�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提及的事项，具体回复如下：

一、市场对公司主要产品近期的价格变化、产能情况比较关注，请公司说明有关行业政

策、上下游业务、产品供需是否发生重大变化，分类说明石墨电极、针状焦等产品现有产能、

价格是否发生重大变化，并定量说明前述情况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回复：

（一）行业政策说明

公司主营石墨电极及炭素制品生产与销售。 目前，所处炭素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上下游业务说明

公司上游原料主要为针状焦、煅后焦、煤沥青等，产品下游主要为钢铁及磷化工等行

业。 目前，公司上下游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产品供需变化说明

从供给端看，前几年，因炭素产品市场需求低迷及环保政策的影响，国内炭素行业内停

产、减产的企业数量增多，行业内产能利用率降低，产品供给减少。 行业内，随着石墨电极价

格上涨，吉林炭素、开封炭素等国内知名炭素企业正常生产，部分企业正在复产，产品供给

逐步增加。

从需求端看，公司产品主要用于电弧炉炼钢，受国家淘汰落后产能，取缔“地条钢” ，废

钢的供给增加，价格下降；钢材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电炉炼钢的比例出现恢复性增长，使

得炼钢用石墨电极需求量出现增长。

综合上述因素，致使石墨电极供需格局较以往年度发生变化，产品价格走高。

（四）石墨电极、针状焦等产品现有产能、价格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目前石墨电极年产能为16.5万吨，较上一年度没有发生重大变化，预计本年度内，

公司产能不可能发生重大变化。

今年以来，公司石墨电极产品出现上涨，尤其近期涨幅较大。 从6月份的36000元/吨左

右上涨到7月份的78000元/吨。 目前的石墨电极价格是短期的市场行为，不代表市场价格的

长期水平，预计长期将难以维持。

受石墨电极价格上涨的影响，炭素行业内部分企业开始复产，供给水平会进一步提高。

随着电弧炉炼钢企业增加数量趋于稳定，石墨电极的需求将处在一个稳定的水平。 按照市

场经济规律，供给和需求逐步趋于平衡状态，公司产能利用已经饱和，短期内无扩产计划，

同行业企业在加速复产，公司石墨电极价格及下游市场能否维持现有水平，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合资企业—方大喜科墨（江苏）针状焦科技有限公司煤系针状焦产能为6万吨/年，

由于公司设备调试工作尚未完成，预计2017年后半年，生产针状焦7600吨左右，现在市场价

格在每吨1500美元左右。

（五）定量说明前述情况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公司主要利润来自石墨电极产品，没有石墨烯相关产品。

按照2017年下半年预计产量、以2017年7月的石墨电极价格估算，假设石墨电极产品价

格可以维持目前水平， 预计2017年下半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约增加约48亿元。

但如果石墨电极价格回落到上年水平，预计2017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将增加约8亿元。 考虑

到目前市场变化较大，对下半年产品价格预测具有重大的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公司针状焦方面

方大喜科墨（江苏）针状焦科技有限公司针状焦年产能6万吨。 预计2017年下半年产量

为7600吨。 主要原因是公司刚刚投产，生产设备逐步调试正常后，才能达产。 按照下半年预

计产量7600吨和当前售价约1500美元/吨计算，预计增加营业收入约6616万，对公司业绩实

际影响较小。

二、请公司就市盈率、市净率、市值规模等，与同行业公司进行比较分析，并结合公司当

前的生产经营和市场变化情况，说明盈利能力的可持续性，并进行充分的风险揭示。

回复：

公司所属行业为：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类似上市公司对比情况如下：

公司简称及股票代码

2017年7月28

日收盘价(元/

股)

静态市盈

率

动态市盈率

市净率测

算

流通市值

（亿元）

方大炭素（600516.SH） 30.89 772.25 180.43 9.61 531.05

宝泰隆 （601011.SH） 9.45 135 148.58 1.79 123.68

山西焦化 (600740.SH) 8.55 148.18 125.74 3.19 56.16

（备注：上述数据来源于大智慧）

2017年7月28日，公司股票收盘价格为30.89元/股，与2016年12月30日收盘价格9.26元/股

相比，涨幅约为3.3倍；静态市盈率为772.25，动态市盈率为180.43，市净率为9.61，与2016年12

月30日（静态市盈率为231.5，动态市盈率为54.09，市净率为2.73）相比，涨幅分别约为3.3倍、3.3

倍、3.5倍(市盈率数据来源于大智慧）。 目前，公司股票价格及相关指标均处于历史高位。

公司市盈率、市净率、市值规模等指标均高于同类上市公司水平。

公司炭素制品下游主要为钢铁行业，钢铁行业的相关因素与主导产品石墨电极销售密

切相关，主要包括：电炉炼钢的比例变化、废钢的供给及价格、钢铁价格的走势、环保政策的

变化等。

公司上游主要原材料主要包括针状焦、煤沥青等。 上游原材料价格及供给状况的变化，

将影响公司石墨电极的生产、销售及盈利空间。

因此，公司石墨电极目前盈利能力的持续性不确定，公司的投资风险已经显现。

三、近期，有关证券公司发布的研究报告称，公司主要产品销售价格较上年同期上升，7

月份公司净利润预计达到5亿元左右，高利润大概率持续到明年3月，年化盈利能力已达70

亿元。 请公司核实上述表述与实际情况是否相符，并如实澄清。

回复：

研究机构所称“7月份公司净利润预计达到5亿元左右” ，此数据与事实不符。 近日经公

司财务部门测算（未经审计），7月份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预计在4.3亿元左右。

研究机构所称“高利润大概率持续到明年3月” ，此结论缺乏事实依据。 公司产品价格

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一旦同行业企业复产加速、钢铁行业盈利下降等均会影响公司业绩。 目

前，没有事实表明公司高利润持续到明年3月。

研究机构称“年化盈利能力已达70亿元” ，此结论缺乏判断依据。 根据公司现有产能和

目前产品市场价格计算，公司2017年净利润不可能达到70亿元。 但鉴于现在市场价格的变

化，公司净利润具体数据难以测算。 随着市场变化，公司产品和原材料价格随时出现上涨和

下降，公司业绩随时出现波动。 “年化盈利能力已达70亿元”缺乏事实依据。

四、请公司核实近期是否接受过有关研究报告发布机构的调研，如接受过，请说明是否

提供过可能影响股价的敏感信息，并说明调研的时间、地点和提纲，提供调研人员的有关身

份信息，供本所进行交易核查。

回复：

公司于2017年7月21日在办公楼五楼会议室接受了相关机构的调研， 调研机构参观了

公司生产经营现场，并咨询了国内炭素行业目前的产能情况、原料针状焦供给、石墨电极市

场现状等。

公司已将调研机构及其人员信息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

调研机构及人员具体如下：

序号 调研机构 调研人员姓名

1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黄昱颖

2 宝莹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涂正威

3 冠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牛金福

4 广州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张子溪

5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郭哲

6 南京三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俞善民

7 深圳前海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翁仁源

8 珠海汉诚投资集团 陈广华

在此次调研中，公司向调研机构介绍了石墨电极及针状焦产能、原料采购、主要生产工

艺等情况，未向其提供过盈利预测、成本数据、重要合同、产品价格预测等可能影响股价的

敏感信息。

特此公告。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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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7月28日收到上海证

券交易所发来的 《关于对方大炭素近期经营业绩有关事项的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

【2017】0870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积极组织相关人员对

《问询函》中提出的问题进行回复，详见2017年8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方大

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经公司申请，公司

股票于2017年8月2日开市起复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

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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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

2017年8月1日召开。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进行，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9名。会议的召开和

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授权子公司林州市林丰铝电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产能置换指标

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8月2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临2017-116号公告。

该议案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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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

2017年8月1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白学成先

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充分讨

论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授权子公司林州市林丰铝电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产能置换指标

交易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授权林丰铝电进行产能置换指标交易，该交易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

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及股东根本利益。 公司监事会同意授权林丰铝电进行产能置换指标交

易。

本议案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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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授权

子公司林州市林丰铝电有限责任公司

进行产能置换指标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授权人名称：林州市林丰铝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林丰铝电” ）

●授权事项：授权林丰铝电对产能置换指标进行交易，并对外签署相关协议。

●授权期限：自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6个月内有效。

一、此次授权基本情况

1、林丰铝电产能置换事项

2011年、2013年， 按照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国发

[2010]7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2011年工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2013年第35号）要求，各省（区、市）已将2011年、2013

年工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分解落实到企业，并在当地政府网站和主流媒体上公告

了企业名单。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各地公告的基础上对以上工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

单、淘汰落后生产线（设备）及产能进行了公告，接受社会监督。 中孚实业控股子公司林丰

铝电100千安电解铝预焙槽104台共计2.8万吨于2011年被列入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并

关停；200千安预焙电解槽136�台共计7万吨于2013年被列入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并关

停。 以上产能共计9.8万吨。

2015年4月， 根据工信部 《关于印发部分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的通

知》工信部产业【2015】127号文，2011�年及以后列入工信部公告或省级人民政府完成任

务公告的企业产能可作为实施等量或减量置换的产能指标。林丰铝电符合该文件规定的可

供置换指标为上述9.8万吨产能。

目前，林丰铝电在运电解铝生产线均为400千安槽型，产能共计25万吨。

2、 授权事项： 经公司2017�年 8�月1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林丰铝电根据国家和地方政府相关规定，对产能置换指标进行交

易，并对外签署相关协议。该授权自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6个

月内有效。 该事项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实施方式：林丰铝电根据董事会的授权，对此次产能指标置换事项实施情况、相关合

同签署以及相关文件办理及时报公司董事会备案，公司法律、审计等相关部门负责对此事

项进行专项监督和审计。

4、信息披露：公司将根据《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

有关要求，及时做好此次产能指标置换的信息披露工作。

二、风险控制措施

1、林丰铝电将根据国家、地方政府及行业协会的要求，在本次授权范围内对此次产能

置换事项进行全面控制。

2、林丰铝电设立专业小组及时分析和跟踪产能置换进展，及时发现并评估可能存在的

资金风险，并采取措施予以控制。

3、公司法律、审计等相关部门负责对此事项进行专项监督和审计。

三、风险提示及对公司影响

林丰铝电以上9.8万吨产能置换事项尚未取得相关省、市级主管部门的正式批复，待取

得有关批文后尚可进行产能置换交易。以上产能置换交易将会影响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净利润，最终影响金额以产能置换交易完成时成交的金额为准。

四、专项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全体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授权林丰铝

电根据国家和地方政府相关规定，对产能置换指标进行交易，并对外签署相关协议，有利于

确保本次产能指标置换事项顺利进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授权林丰铝电进行产能置换指标交易。

2、 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17�年 8月1日召开了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

权子公司林州市林丰铝电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产能置换指标交易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

司授权林丰铝电进行产能置换指标交易，该交易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使用效率，符合公司

及股东根本利益。 公司监事会同意授权林丰铝电进行产能置换指标交易。

特此公告。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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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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2017年8月1日（星期二）15:00开始；

（2）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系统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

址：http://wltp.cninfo.com.cn）。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8月1日

（星期二）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7

年7月31日（星期一）15:00至2017年8月1日（星期二）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的地点：中山市兴中道18号财兴大厦北座六楼会议室。

3、会议表决的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的召集人：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的主持人：董事长何锐驹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出席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7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额912,489,859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61.8590%。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5人，代表本公司股份数共912,484,

659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8587%。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2人，代表本公司股份数共5,200股，占本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4%。

4、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5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3,592,6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994%。

5、公司副董事长苏斌先生、董事温振明先生、独立董事李萍女士、监事陶兴荣先生因工

作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余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公司聘请的律师参与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审议了以下

议案：

（一）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股东大会作出决议需要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912,486,659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96%；

反对3,20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4%；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3,589,4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99.9864%；

反对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0.0136%；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议

案审议通过。

本次通过修订后的《公司章程》（修订稿及修订对照表）全文已与本公告同时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二）审议《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912,486,659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96%；

反对3,20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4%；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3,589,4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99.9864%；

反对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0.0136%；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议

案审议通过。

本次通过修订后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订稿及修订对照表）全文已与本公告同

时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中元（中山）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古勇、郑建威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2017年第1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召集人和出席会议

人员的主体资格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2016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中山公用2017年第1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中山公用2017年第1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