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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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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小康股份 公告编号：

2017-106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美国

AM General LLC

公司民用汽车工厂及相关资产

完成交割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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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资产收购情况概述

2017年6月21日，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康股份” 或“公

司” ） 和境外全资子公司SF� Motors,Inc.（以下简称 “SF� Motors” ） 与AM� General�

LLC（以下简称“AMG公司” ）签署了《资产收购协议》，SF� Motors以1.1亿美元的价格

收购AMG公司民用汽车工厂及根据《资产收购协议》规定的民用工厂相关资产。 2017年6

月22日，本次资产收购事项已经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6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

露的 《关于收购美国AM� General� LLC公司民用汽车工厂及相关资产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7-056）。

二、 交易完成情况

截至2017年10月30日，公司已取得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重庆市境外投资项目

备案通知书》、重庆市商务委员会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已通过外国在美投资委员会的

审批，各方已达到《资产收购协议》约定的交割条件。

2017年10月31日，各方签署了资产所有人确认书(Owner’ s(Vendor)� Affidavit)，卖

方交割证书(Seller� Closing� Certificate),买方交割证书(Buyer� Closing� Certificate)及

小康股份交割证书 (Sokon� Closing� Certificate) 等文件，SF� Motors向交易的对方AM�

General� LLC支付了交易对价。

SF� Motors已按照既定计划有序开展各项交接工作，建设人才队伍，并开展收购的民

用工厂的业务经营。

特此公告。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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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计提大额资产减值准备等

有关事项的问询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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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 年10月30日收到上海

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计提大额资产减值准备等有

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7】2271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我公司对问询函中涉

及的有关事项，作了认真核查；对于问询函中涉及的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的事项，大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本所” ）进行了核查。公司现就《问询函》中的有关

问题回复如下：

1、结合存货及固定资产的构成及具体内容，详细说明存货跌价准备和固定资产减值准

备的计提方式及依据。 请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

（1）2017年9月末存货包括原材料、低值易耗品、在产品及库存商品，存货期末余额如

下表：

单位：万元

存货类别

期末数 期初数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63,386.98 1,170.43 62,216.55 35,150.19 1,200.90 33,949.29

低值易耗品 945.83 6.4 939.43 798.3 11.18 787.12

在产品 10,399.51 650.57 9,748.94 9,610.38 230.22 9,380.16

库存商品 118,168.55 3,470.66 114,697.89 66,666.07 1,635.47 65,030.60

合 计 192,900.87 5,298.06 187,602.81 112,224.94 3,077.76 109,147.18

因市场价格发生变化，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1号—存货》的规定，对2017年9月30

日结存的存货进行减值测试， 按照单个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

备。 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

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

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

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同一项存货中一部分有合同价格约定、其他部分不存在

合同价格的，分别确定其可变现净值，并与其对应的成本进行比较，分别确定存货跌价准备

的计提或转回的金额。

2017年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主要为库存商品中的电动车， 我公司目前生产的电动车

主要为物流商用车，受国家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及各个地方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和推广的

影响，市场价格存在一定的波动。 根据我公司当期产品销售价格以及对标产品市场销售定

价， 我公司按照上述存货跌价准备计提依据对库存电动车进行严格的减值测试， 经测定

2017年1-9月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期初余额 本期计提金额 本期减少金额 期末余额

原材料 1,200.90 169.82 200.29 1,170.43

在产品 230.22 633.55 213.19 650.57

库存商品 1,635.47 5,859.72 4,024.52 3,470.66

低值易耗品 11.18 0.61 5.39 6.40

合 计 3,077.76 6,663.70 4,443.40 5,298.06

（2）2017年9月末固定资产包括房屋及建筑物、机器设备、运输工具、电子设备及其

他，固定资产期末余额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账面原值合计 537,561.47 524,372.63

其中：房屋及建筑物 178,239.08 168,185.48

机器设备 341,033.96 340,644.12

运输工具 6,820.14 4,302.52

电子设备及其他 11,468.30 11,240.51

累计折旧合计 245,806.90 215,241.79

其中：房屋及建筑物 38,750.37 34,760.82

机器设备 195,826.24 170,616.11

运输工具 3,491.93 2,512.57

电子设备及其他 7,738.37 7,352.29

固定资产账面净值合计 291,754.57 309,130.84

其中：房屋及建筑物 139,488.71 133,424.65

机器设备 145,207.71 170,028.02

运输工具 3,328.21 1,789.95

电子设备及其他 3,729.93 3,888.22

减值准备合计 6,073.28 402.79

其中：房屋及建筑物 - -

机器设备 6,073.28 402.79

运输工具 - -

电子设备及其他 - -

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合计 285,681.29 308,728.06

其中：房屋及建筑物 139,488.71 133,424.65

机器设备 139,134.43 169,625.23

运输工具 3,328.21 1,789.95

电子设备及其他 3,729.93 3,888.22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的要求，对预计可回收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部

分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固定资产， 主要为公司K系列、V系列、

CV03系列等与产品和生产线紧密相关的固定资产。 在公司投资并生产经营上述固定资产

过程中，中国汽车消费市场结构发生较大变化，特别是从2015年-2017年期间，公司原有的

交叉型乘用车（传统微车）市场需求下降明显，公司新增的SUV车型市场需求增长旺盛。为

应对用户需求变化，公司积极推进技术与产品的转型升级，于2016年6月推出首款SUV车

型风光580，2017年1-9月销售12.26万辆。鉴于市场和消费需求的显著变化，在2017年三季

度内， 公司召开战略会议决策停止K系列、V系列、CV03系列部分车型的开发投入与生产，

公司目前已未使用上述与产品和生产线紧密相关的固定资产，且预计未来继续使用的可能

性较小。 基于市场现状以及对未来市场走势的判断，公司认为相关生产设备存在明显减值

迹象，依据测试结果，公司应当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5,670.50万元。

大信会计师事务（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信会计师” ）对上述资产减值测试过

程、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方式进行了核查，并发表如下核查结论：

综上， 本所认为： 公司所进行的资产减值测试是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

值》进行的，其测试的结果公允的反映了存货、固定资产的当前状况，其计提的减值准备总

体上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2.结合应收账款及长期应收款的交易对象及具体内容，详细说明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和

长期应收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方式及依据。 请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

（1） 公司应收账款核算与经销商的汽车销售款以及根据国家政策对销售新能源汽车

计提的补贴收入；公司对应收账款余额按照账龄分析法及单项金额重大单独计提法两种方

法计提坏账准备。

公司2017年1-9月计提坏账准备1,103.70万元， 其中：2017年销售在上海地区的电动

车因公告目录规定发生变化， 对应收上海区域销售的电动车地补全额计提坏账准备金

771.94万元；公司对应收账款余额按照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331.76万元。 应收账款坏

账准备余额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类 别 期初余额 本期计提金额 本期减少金额 期末余额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

备的应收账款

572.35 771.94 - 1,344.29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

备的应收账款

944.67 331.76 130.99 1,145.44

合计 1,517.02 1,103.70 130.99 2,489.73

（2）公司长期应收款主要核算融资租赁款，潽金融资租赁公司主要在全国从事汽车终

端个体消费者汽车信贷业务，对客户投放6个月一60个月期限不等的信贷产品，客户按一

定的利率分期归还本息，长期应收款科目主要核算对终端个体消费者投放的信贷款项。 对

长期应收款按照五级分类（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进行管理，长期应收款按五级分

类不同比例计提坏账准备（正常【计提比例0%】、关注【计提比例1%】、次级【计提比例

25%】、可疑【计提比例50%】和损失【计提比例100%】）。 因业务量增长以及五级分类中

“可疑” 、“损失” 级金额上升。 截止2017年9月30日，长期应收款计提的坏账准备余额1,

853.83万元，较年初增加1,624.95万元，2017年1-9月确认坏账损失2,423.04万元，2017年

1-9月长期应收款共确认坏账损失4,047.99万元。 长期应收款计提减值准备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融资租赁款 177,291.40 1,853.83 175,437.57 135,161.31 228.88 134,932.43

其中：未实现融资收益 35,396.58 - 35,396.58 32,113.30 - 32,113.30

合计 177,291.40 1,853.83 175,437.57 135,161.31 228.88 134,932.43

大信会计师对上述资产减值测试过程和坏账准备计提方式进行了核查，并发表如下核

查结论：

综上，本所认为：公司应收账款、长期应收款坏账计提政策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符合公

司实际运营情况。

3.根据公司 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在营业收入和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同比大幅

增长的情况下，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 70.30%。 请公司结合业务开

展及产品销售情况，详细说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大幅下降的原因。

回复：

2017年三季报，公司营业收入1,451,008.53万元，同比增长42.24%；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利润49,025.52万元， 同比增长68.76%；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5,

587.34万元，同比下降70.30%。 影响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大幅下降的原因如

下：

（1）票据结算方式造成营业收入、净利润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时间上不匹配。 在

使用票据进行结算时，公司在将商品交付给经营商时确认营业收入并核算营业利润，票据

在到期托收时才计入销售商品接受劳务收到的现金，存在时间差。 公司产品销售与原材料

采购主要使用银行承兑汇票结算，银行承兑汇票占比85%左右，银行承兑汇票的承兑期限

主要为6个月，公司2017年4月-2017年9月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大部分要在10月份以后才

会陆续到期托收， 该部分票据不体现在公司2017年三季报销售商品接受劳务收到的现金

中。 公司现金流量表中2017年1-9月销售商品接受劳务收到的现金， 主要为2016年7月

-2017年3月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托收的金额。

（2）随着SUV车型产能增加，预收账款同比减少较大。 公司目前的主要产品包括多功

能乘用车(MPV)、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交叉型乘用车、微型货车、微车发动机以及汽

车零部件。 公司销售汽车采取预收款模式，即“先款后货” 模式，公司新产品风光580车型

（SUV车型）于2016年6月上市，自上市以来，市场反应良好，订单需求旺盛，经销商预付的

排队购车款较多，但该车型上市初期产能受限，难以快速满足市场需求，形成去年同期末预

收款余额较大；2017年初公司扩充了风光580车型产能，较大程度的解决了产能瓶颈问题，

形成2017年9月末预收款较年初有所降低。 在截止2016年9月末预收账款余额133,322.73

万元，较年初增加109,731.19万元；2017年9月末预收账款余额160,712.35万元，较2017年

初降低80,682.59万元。

预收账款余额变化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2016年初 2016年9月30日 增减金额

23,591.54 133,322.73 109,731.19

2017年初 2017年9月30日 增减金额

241,394.94 160,712.35 -80,682.59

（3）消费税及其他税费增加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出48,299.47万元。 由于公司产品转

型升级， 大排量车型销量及销售占比上升， 致使公司支付消费税及其他税费同比增加48,

299.47万元。

2017年1-9月缴纳主要税费同比变化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税 种 2017年1-9月 缴纳税金 2016年1-9月 缴纳税金 同比增减 备 注

增值税 50,292.46 36,352.35 13,940.11 -

消费税 38,336.88 21,585.84 16,751.05 -

企业所得税 21,168.08 8,213.18 12,954.90 -

合 计 109,797.42 66,151.37 43,646.05 -

（4）销量规模和营业收入的增加，公司采购原材料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所支付的现金保

证金增加。 2017年1-9月开具银行承兑汇票的保证金同比增加经营活动现金流出124,

071.87万元。 截止2017年9月末，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所支付的保证金变化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7年9月30日 2017年初 增减额

其他货币资金-票据保证金 284,819.91 129,698.98 155,120.93

项 目 2016年9月30日 2016年初 增减额

其他货币资金-票据保证金 125,162.76 94,113.70 31,049.06

综上所述，公司 2017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和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

的情况下，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 70.30%。

4、根据公司 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公司其他应收款为2.42亿元，较年初余额相比增加

891.92%。 请公司补充披露其他应收款项的构成、金额、具体用途以及相关款项是否存在坏

账的风险，并就其他应收款所涉及的事项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

回复：

截止2017年9月末，公司其他应收款账面价值为2.42亿元，较年初增加2.18亿元，主要

系小康股份在报告期内收购美国AMG民用汽车资产以及收购美国电池系统公司InEvit,

Inc支付保证金21,437.19万元 。 截止本回复公告日，InEvit,Inc已交割完成收购，支付的

保证资金已转为收购款； 收购AMG民用汽车资产已按照协议约定于2017年11月1日完成

资产交割，支付的保证资金已转为收购款。 故均不存在坏账的风险。 其他应收款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7年9月30日 2016年12月31日

备用金、保证金、押金注 23,314.19 1,913.78

其他往来款 1,113.73 714.96

小计 24,427.92 2,628.74

坏账准备 211.65 187.38

账面价值 24,216.27 2,441.36

注：(收购美国AMG民用汽车资产，保证金8,296.13万元；

(收购美国电池系统公司InEvit,Inc，保证金13,141.06万元。

特此公告。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1月3日

证券代码：

600026

证券简称：中远海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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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7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

2017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17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

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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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7年12月18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17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17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7年12月18日9时30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1171号远洋宾馆三楼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7年12月18日

至2017年12月18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 会议审议事项

（一）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及H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2017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逐项表决） √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

2.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

2.03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

2.04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

2.05 发行数量 √

2.06 限售期 √

2.07 上市地点 √

2.08 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

2.09 滚存利润的安排 √

2.10 决议的有效期 √

3 关于公司2017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

4

关于公司2017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

议案

√

5 关于公司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

6 关于与中远海运集团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

7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

8 关于同意中远海运集团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

9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7-2019年度）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

10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回报措施的议案 √

11

关于相关承诺主体作出《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

施的承诺》的议案

√

12 关于申请清洗豁免的议案 √

13 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特别授权的议案 √

14

关于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工作相关

事宜的议案

√

（二）2017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 H股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公司2017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逐项表决） √

1.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

1.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

1.03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

1.04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

1.05 发行数量 √

1.06 限售期 √

1.07 上市地点 √

1.08 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

1.09 滚存利润的安排 √

1.10 决议的有效期 √

2 关于公司2017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

3 关于与中远海运集团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

4 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特别授权的议案 √

5

关于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工作相关事

宜的议案

√

（三）2017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 H股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公司2017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逐项表决） √

1.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

1.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

1.03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

1.04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

1.05 发行数量 √

1.06 限售期 √

1.07 上市地点 √

1.08 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

1.09 滚存利润的安排 √

1.10 决议的有效期 √

2 关于公司2017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

3 关于与中远海运集团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

4 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特别授权的议案 √

5

关于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工作相关事

宜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本公司于2017年10月30日召开的2017年第十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前述会议的

决议公告以及议案的有关内容已于2017年10月31日及2017年11月1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和《证券

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可参见公司拟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网站（http://www.sse.com.cn）的《中

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17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17年

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 特别决议议案：临时股东大会的第2-4、6-8、13、14项议案；2017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的

第1-5项议案及2017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第1-5项议案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临时股东大会的第1-3、6-12项议案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临时股东大会的第2-4、6-8、12、13项议案；2017年第一次A股

类别股东大会第1-5项议案及2017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第1-5项议案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及其关联人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适用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

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

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四) �参加网络投票的A股股东在本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上投票， 将视同其在本公司

2017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上对A股类别股东大会对应议案进行了同样的表决。 参加现场会议的

A股股东将分别在本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及2017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上进行表决。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

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026 中远海能 2017/11/17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时间：2017年12月18日9:00-9:25。

2、 登记地点：中国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1171号远洋宾馆三楼。

3、 登记方式：

（1）符合出席条件的个人股东：股东本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

有效证件或证明、持股凭证等股权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书面授权委托书、本人有

效身份证件、委托人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2）符合出席条件的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本人有效身份

证件、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书面授权委托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持股凭证进

行登记；

（3）异地股东（上海地区以外的股东）也可以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出席登记手续。

上述授权委托书至少应当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24小时交到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授权委托书由

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 经公证的授权委托书或

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和授权委托书同时交到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六、 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市源深路118号18楼，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200120；

联系电话：021-65967165、65967308；

传真：021-65966160；

邮件：ir.energy@coscoshipping.com。

2、本次会议出席人员的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1月3日

附件1：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回

执

附件2：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3：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1：回执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股东姓名

（法人股东名称）

通讯地址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委托人 身份证号

受托人 身份证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签署（或盖章）：_________________

2017年__� � �月__� � �日

附注：

1、上述回执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2、本回执在填妥及签署后于2017年11月28日（星期二）以前（含当日）以邮寄或传真方式送达本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3、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请于出席会议时附上填写好的《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及附件3）。

附件2：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7年12月18日召开的贵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2.00 关于公司2017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逐项表决）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2.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2.03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2.04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2.05 发行数量

2.06 限售期

2.07 上市地点

2.08 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2.09 滚存利润的安排

2.10 决议的有效期

3 关于公司2017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4

关于公司2017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

报告的议案

5 关于公司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6 关于与中远海运集团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7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8 关于同意中远海运集团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9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7-2019年度）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10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回报措施的议案

11

关于相关承诺主体作出《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填补被摊薄即期

回报措施的承诺》的议案

12 关于申请清洗豁免的议案

13 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特别授权的议案

14

关于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工

作相关事宜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3：2017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7年12月18日召开的贵公司

2017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关于公司2017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逐项表决）

1.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1.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1.03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1.04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1.05 发行数量

1.06 限售期

1.07 上市地点

1.08 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1.09 滚存利润的安排

1.10 决议的有效期

2 关于公司2017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3 关于与中远海运集团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4 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特别授权的议案

5

关于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工

作相关事宜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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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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召开通知的有关情况：本公司已于2017年10月1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刊登了《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7年第1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4、为尊重中小股东利益，提高中小股东对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

股东表决情况进行单独计票。 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7年11月2日（星期四）下午1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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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日上午

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11月1日下午15:00至2017年11月2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

间。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九芝堂北京管理总部第一会议室（北京市朝阳区姚家园路朝阳体育中心东侧路甲

518号B座）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振国先生

7、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出席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含代理人）6名，代表股份59468077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8.4049%。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含代理人）5名，代表股份59468017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8.4048%。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名，代表股份6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01%。

4、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含代理人）2名，代表股份74585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858%。

5、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6、本公司聘请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周晓玲律师、达代炎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

三、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对所审议的议案全部进行了表决。

按照规定进行监票、计票，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 各项议案表决结果具体如下：

1、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946807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458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弃权0股。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全文公告在巨潮资讯网。

2、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946807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458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弃权0股。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修改后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全文公告在巨潮资讯网。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周晓玲律师、达代炎律师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17年第1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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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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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7年3月15日召开的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在中国银行间交易商协会发行债务融资

工具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

下简称“交易商协会” ）申请注册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5亿元

的债务融资工具，包括但不限于长期限含权中期票据（简称“永

续中票” ）等交易商协会认可的债务融资工具品种。 2017年8月

15日， 交易商协会出具 《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7]

MTN434号），同意接受公司中期票据注册，注册金额为人民币

45亿元， 自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年2月28日、3月16日、8月24日披露的2017-017、018、031、

127号临时公告。

2017年10月31日， 公司发行了2017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永续中票），发行规模为人民币30亿元，募集资金已于2017年

11月1日全部到账，发行结果如下：

中期票据名称：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中期票据简称： 17蓝光MTN001 中期票据代码： 101770004

中期票据期限： 3+N年 计息方式： 附息浮动利率

起息日期： 2017年11月1日 兑付日期： 2099年12月31日

计划发行总额： 30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30亿元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面值 发行利率： 7.5%

薄记管理人：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中期票据发行相关文件详见中国货币网（www.

chinamoney.com.cn） 和上海清算所 网（www.shclearing.

com）。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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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阿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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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无锡阿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交易连续三个交易

日内 （2017� 年10月 31� 日、11月1日、11月2日）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2、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征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确认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重要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三个交易日内 （2017� 年10月 31� 日、11月1日、11月2日）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

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公司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必要核实。 现说明如下：

1、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日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调整或

变化。

2、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朱学军先生及实际控制人朱学军先生、崔小

丽女士书面发函询问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

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

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3、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除公司已披露信息外，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4、经核实，未发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 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

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无锡阿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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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月产、销快讯

提示：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10月产、销快讯数据如下：

产品

产量（辆） 销量（辆）

本月

数

去年

同月

数

同比

变化

（%）

本年

累计数

去年同

期累计

数

同比

变化

（%）

本月

数

去年

同月

数

同比

变化

（%）

本年

累计数

去年同

期累计

数

同比

变化

（%）

福特品牌商用车

4,

542

5,144

-11.

70%

43,

289

53,

027

-18.

36%

4,103 5,544

-25.

99%

42,

434

53,

604

-20.

84%

福特品牌SUV 865 862 0.35% 8,333 4,658 78.90% 800 852 -6.10% 8,265 4,833 71.01%

JMC品牌卡车

9,

760

9,537 2.34%

84,

678

80,

439

5.27% 8,690 9,032 -3.79%

84,

247

80,

646

4.47%

JMC品牌皮卡

7,

128

4,576 55.77%

56,

657

47,

034

20.46% 6,517 4,896 33.11%

56,

087

47,

465

18.16%

JMC品牌轻型客

车

4,

183

0 -

25,

617

0 - 3,757 0 -

23,

936

0 -

驭胜品牌SUV 907 6,420

-85.

87%

25,

944

21,

172

22.54% 947 6,816

-86.

11%

26,

936

19,

473

38.32%

重卡 132 22 500.00% 223 50

346.00

%

104 11 845.45% 121 31 290.32%

合计

27,

517

26,

561

3.60%

244,

741

206,

380

18.59%

24,

918

27,

151

-8.24%

242,

026

206,

052

17.46%

全顺整车散件出

口

440 540

-18.

52%

4,740 6,160

-23.

05%

440 540

-18.

52%

4,740 6,160

-23.

05%

总计

27,

957

27,

101

3.16%

249,

481

212,

540

17.38%

25,

358

27,

691

-8.44%

246,

766

212,

212

16.28%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1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