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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十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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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泰化学” ）六届十二次董事会会议于2017年11月2日以电话、传

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于2017年11月7日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13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13名，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就提交的各项议案形成以下

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下属子公司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申

请银行承兑汇票敞口额度20,000万元，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2017年11月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17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赞成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下属公司阿拉尔市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申请不超过

32,000万元融资租赁额度，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2017年11月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17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逐项审议通过关于新增预计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一）关于新增公司及下属公司与新疆天泰纤维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关联交易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新增公司及下属公司与新疆泰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关联交易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新增公司及下属公司与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王洪欣、帕尔哈提·买买

提依明、李良甫、王培荣、梁斌回避表决）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新增公司及下属公司与新疆圣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帕尔哈提·买买提依

明回避表决）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关于新增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与新疆和顺中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

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见2017年11月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增预计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17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会议以赞成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17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2017年11月2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7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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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十二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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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泰化学” ）六届十二次监事会会议于2017年11月2日以电话、传

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于2017年11月7日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5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5名。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就提交的各项议案形成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下属子公司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申

请银行承兑汇票敞口额度20,000万元，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2017年11月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17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赞成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下属公司阿拉尔市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申请不超过

32,000万元融资租赁额度，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2017年11月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17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逐项审议通过关于新增预计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一）关于新增公司及下属公司与新疆天泰纤维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关联交易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新增公司及下属公司与新疆泰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关联交易（关联监事李娇回避表决）

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新增公司及下属公司与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关联交易（关联监事尚晓克、谭顺龙回避表

决）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新增公司及下属公司与新疆圣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关联交易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关于新增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与新疆和顺中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见2017年11月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增预计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17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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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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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情况概述

（一）对外担保基本情况

1、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为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泰化学” ）下属公司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蓝天物流” ）根据经营业务需要，拟向新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银行承兑汇票敞口额度20,000万元，保证金20%，期限

一年，贷款利率以实际签订合同为准，由中泰化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为阿拉尔市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下属公司阿拉尔市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拉尔富丽达” ）根据扩建20万吨纤维素纤维项目建设需

要，拟向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申请不超过32,000万元融资租赁（售后回租），利率3.98%，手续费1.65%，保证金3%，期限

五年，由中泰化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保证公司的合法权益和防范担保风险，公司向阿拉尔富丽达收取担保费，担保

费收费比率为2%。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六届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需提交公司2017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

（1）被担保方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38,744.75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芸华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阳澄湖路39号1206室

主营业务：煤炭批发经营；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危险货物运输，国际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2017年9月30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163,937.36万元，负债总额为108,977.32万元，净资产为54,

960.04万元，资产负债率为66.47%。 （未经审计）

（2）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2、阿拉尔市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被担保方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阿拉尔市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6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培荣

注册地址：新疆阿拉尔市2号工业园纬二路东755号

主营业务：粘胶纤维、差别化纤维的生产销售。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2017年9月30日，资产总额为210,190.80万元，负债总额为177,471.68万元，净资产为32,719.12万

元，资产负债率为84.43%。 （未经审计）

（2）阿拉尔市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 24,000 40.00%

浙江富丽达股份有限公司 6,000 10.00%

阿拉尔新农化纤有限责任公司 6,000 10.00%

杭州融腾投资有限公司 15,000 25.00%

新疆泰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6,000 10.00%

阿拉尔市萧余众鑫投资有限公司 3,000 5.00%

合计 60,000 100.00%

二、担保的主要内容

（一）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担保期限与金额：

1、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公司向新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银行承兑汇票敞口额度20,000万元，保证金20%，期

限一年，由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 阿拉尔市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向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申请不超过32,000万元融资租赁 （售后回租）， 利率

3.98%，手续费1.65%，保证金3%，期限五年，由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保证公司的合法权益

和防范担保风险，公司向阿拉尔市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收取担保费，担保费收费比率为2%。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为下属公司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保证担保， 以及为阿拉尔市富

丽达纤维有限公司申请融资租赁提供保证担保，是根据上述两家公司2017年经营业务需要。 中泰化学为下属公司提供保

证担保的风险可控，有利于促进被担保对象正常运营。 会议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不存在与

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及《关于

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相违背的情况。 我们认为上述担保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利益，不

会对公司及下属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的规定，此担保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四、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实际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571,020.2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96.49%，其中：

为控股子公司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424,499.50万元； 为全资子公司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102,329.87万元；为全资子公司新疆中泰化学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16,540万元；为控股子公司新疆中

泰化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提供担保89,232.80万元；为控股子公司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提供担保244,480万元；为控

股子公司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57,018.18万元； 为控股子公司新疆富丽震纶棉纺有限公司提供担保153,

000万元；为控股子公司新疆中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115,000万元；为全资子公司北京中泰齐力国际科贸有限公

司提供担保4,100万元；为全资子公司新疆中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14,920万元；为参股公司新疆圣雄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282,399.89万元；为控股股东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37,000万元；为新疆博湖苇业股

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1,000万元。若本次担保全部发生，公司累计对外担保1,623,020.2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99.64%，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34.78%。

新疆博湖苇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湖苇业” ）因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以下简称

“浦发银行” ）办理2,000万元保理融资到期未还，浦发银行提起诉讼，要求博湖苇业偿还前述2,000万元融资款项本息，并

要求本公司和新疆七星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七星集团” ）承担连带责任保证责任。 乌鲁木齐中院一审判决

博湖苇业偿还前述款项和相关利息，并要求本公司和七星集团承担连带责任保证责任。 本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自治区高院” ）提出上诉；自治区高院二审判决基本维持原判，判决博湖苇业偿还保理

融资款本息2,370.10万元，本公司和七星集团承担连带责任保证责任，在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主债务人博湖苇业追偿。

本公司认为系浦发银行和博湖苇业违法办理保理业务，本公司不应承担担保责任。 为此，本公司已经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

再审，并采取其它相关司法救济措施积极维护权益，最高院已经受理，公司将予以后续披露。

五、备查文件

1、公司六届十二次董事会决议；

2、公司六届十二次监事会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4、 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公司2017年9月30日财务报表、 阿拉尔市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2017年9月30日财务报

表。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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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预计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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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1、新增公司及下属公司与新疆天泰纤维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关联交易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化学”或“公司” ）及下属公司根据生产经营需要，拟向新疆天泰纤维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泰纤维” ）及其下属公司采购棉浆粕、粘胶纤维等产品，2017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15,000万

元，价格依据市场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

2、新增公司及下属公司与新疆泰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关联交易

公司及下属公司根据生产经营需要，拟接受新疆泰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泰昌实业” ）及其下属公司提供

运输、加工的劳务，2017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300万元，价格依据市场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

3、新增公司及下属公司与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关联交易

公司及下属公司根据生产经营需要，拟向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鹏公司” ）及其下属公司销售兰炭、沫

煤等产品，2017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2,000万元，价格依据市场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

4、新增公司及下属公司与新疆圣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关联交易

公司及下属公司根据生产经营需要，拟向新疆圣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雄能源” ）及其下属公司销售商

品，2017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8,000万元，价格依据市场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

5、新增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与新疆和顺中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

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矿冶” ）根据生产经营需要，拟向新疆和顺中泰矿业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和顺矿业” ）采购石灰石等产品，2017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3,000万元，价格依据市场价格经双

方协商确定。

上述新增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2017年11月7日召开的六届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对相

关议案作了回避表决，其余董事全部同意。 关于新增预计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将提交公司2017年第十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合同签订金额或预计金

额（万元）

上年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万元）

占同类业务比例

（%）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

天泰纤维及其下属公司 15,000 ——— ———

和顺矿业 3,000 ——— ———

小计 18,000 ——— ———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环鹏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2,000 ——— ———

圣雄能源及其下属公司 8,000 ——— ———

小计 10,000 ——— ———

接受关联人提供劳务

泰昌实业及其下属公司 300 ——— ———

小计 300

（三）截至2017年9月30日，公司及下属公司与天泰纤维及其下属公司共发生交易43,859.45万元；公司及下属公司与

泰昌实业及其下属公司共发生交易6,795.56万元；公司及下属公司与环鹏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共发生交易33,020.53万元；公

司及下属公司与圣雄能源及其下属公司共发生交易325,461.44万元；中泰矿冶与和顺矿业共发生交易0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最终以会计师审计结果数据为准。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新疆天泰纤维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新疆天泰纤维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1月8日，注册资本61,600万元，法定代表人李勇，法定住所为新疆塔城地区沙

湾县柳毛湾镇工业区光明路南侧，主营业务为天然纤维、人造纤维、化学纤维、工业硫氢化钠的生产，销售。

新疆天泰纤维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1,600 35.07%

山东银鹰股份有限公司 22,000 35.71%

山东银鹰化纤有限公司 18,000 29.22%

合计 61,600 100.00%

截止2017年6月30日，天泰纤维资产总额221,053.21万元，负债总额159,086.54万元，净资产61,966.67万元，2017年

1-6月实现营业收入66,606.26万元，净利润1,990.13万元（未经审计）。

2、新疆泰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

新疆泰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2年09月26日，注册资本19,348.424万元，法定代表人李延杰，法定住所为新疆

巴州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尼尔镇，主营业务为浆粕、棉短绒加工销售，籽棉收购、皮棉销售，余热发电，农业种植、牲畜

养殖。

新疆泰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李辉 9,916.606 51.25%

李娇 9,431.818 48.75%

合计 19,348.424 100.00%

截止2017年6月30日，泰昌实业资产总额90,969.58万元，负债总额53,457.63万元，净资产37,511.95万元，2017年1-6

月实现营业收入21,702.83万元，净利润339.95万元（未经审计）。

3、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成立于1994年10月29日，注册资本19,230万元，法定代表人李良甫，法定住所为新疆乌鲁木

齐市沙依巴克区后峡，主营业务为化工产品的研究、生产、销售。

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7年6月30日，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资产总额211,545.23万元，负债总额95,431.82万元，净资产116113.41万

元，2017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24,109.94万元，净利润-75.72万元（未经审计）。

4、新疆圣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新疆圣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12月12日，注册资本424,686.5879万元，法定代表人张群蓉，法定住所为新

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阿拉沟沟口，主营业务为煤炭批发经营，电石生产、销售，硫酸、盐酸、水合肼、液氯、液碱、片碱、次氯酸

钠批发，矿产资源项目的投资；煤化工、盐化工系列产品的加工制造及销售。

新疆圣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股份数(股) 股权比例

1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787,680,944 18.55%

2 新疆光大金控天山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329,038,462 7.75%

3 前海恒泽荣耀（深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66,666,666 6.28%

4 林圣雄 200,000,000 4.71%

5 朱文选 178,461,538 4.20%

6 南安市翔云都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73,223,333 4.08%

7 黄秋菊 133,846,154 3.15%

8 彭星 110,179,496 2.59%

9 嘉兴春秋晋文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10,000,000 2.59%

10 嘉兴春秋齐桓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1,115,385 2.38%

11 深圳市香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84,615,385 1.99%

12 三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4,615,385 1.99%

13 戎新仁 84,615,385 1.99%

14 姚国宁 77,000,000 1.81%

15 山西光大金控投资有限公司 76,700,000 1.81%

16 嘉兴春秋楚庄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6,153,846 1.79%

17 北京首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9,230,769 1.63%

18 赵晓岩 63,461,538 1.49%

19 温州泓亿青英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3,461,538 1.49%

20 杨如静 49,792,200 1.17%

21 安徽太平洋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46,153,846 1.09%

22 苏州天权钟山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2,307,692 1.00%

23 普鸿谷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2,307,692 1.00%

24 姜梅 42,307,692 1.00%

25 深圳市德益轩辕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42,307,692 1.00%

26 张跃 42,307,692 1.00%

27 苏州天枢钟山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8,076,923 0.90%

28 李福华 36,726,499 0.86%

29 顾轶群 35,834,615 0.84%

30 吴如如 35,120,000 0.83%

31 刘明五 34,615,385 0.82%

32 李国荣 34,615,385 0.82%

33 苏州绍成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0,461,538 0.72%

34 苏州天薇钟山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0,461,538 0.72%

35 九江联豪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0,038,462 0.71%

36 王蓓 29,361,538 0.69%

37 苏州天昌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8,769,231 0.68%

38 苏州天鑫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8,346,154 0.67%

39 苏州天阳钟山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7,923,077 0.66%

40 苏州天瑶钟山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7,923,077 0.66%

41 苏州天玑钟山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6,653,846 0.63%

42 苏州天胥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6,230,769 0.62%

43 苏州天齐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5,384,615 0.60%

44 苏州天盘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4,538,462 0.58%

45 苏义进 24,484,333 0.58%

46 苏州天璇钟山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3,692,308 0.56%

47 史正林 23,076,923 0.54%

48 白植明 22,670,000 0.53%

49 苏州天葑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1,153,846 0.50%

50 苏州天相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1,153,846 0.50%

51 福建仙游瑞铂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1,153,846 0.50%

52 魏红英 20,000,000 0.47%

53 徐存松 19,038,462 0.45%

54 黄金萍 17,307,692 0.41%

55 韩小军 12,692,308 0.30%

56 王美芬 11,000,000 0.26%

57 苏尔盾 10,114,000 0.24%

58 王建军 10,000,000 0.24%

59 魏敦媛 9,200,000 0.22%

60 陈廷 8,923,077 0.21%

61 杨靖超 6,836,923 0.16%

62 王洪 6,346,153 0.15%

63 邓玉美 5,000,000 0.12%

64 吴昌实 4,000,000 0.09%

65 张立君 3,163,163 0.07%

66 赵素菲 3,076,923 0.07%

67 黄阔进 3,000,000 0.07%

68 王建民 2,501,292 0.06%

69 廖薇 1,884,200 0.04%

70 陈力群 1,762,678 0.04%

71 董文纯 1,600,000 0.04%

72 李刚 1,538,462 0.04%

73 陈爱珠 1,000,000 0.02%

74 顾国增 620,000 0.01%

75 林运城 244,000 0.01%

合计 4,246,865,879 100%

截止2017年6月30日， 圣雄能源资产总额1,256,776.29万元， 负债总额1,045,440.70万元， 净资产211,335.59万元，

2017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192,634.32万元，净利润8,128.81万元（未经审计）。

5、新疆和顺中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新疆和顺中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9月20日，注册资本500万元，法定代表人袁红梅，法定住所为乌鲁木齐

经济技术开发区阳澄湖路39号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8楼806室，主营业务为矿山技术服务，矿山机械设备租赁；销售；

矿产品，机械设备，劳保用品，建筑材料，装饰装潢材料，钢材。

新疆和顺中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股份数(股) 股权比例

1 昌吉市天泰和顺商贸有限公司 2,550,000 51%

2 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 2,450,000 49%

（二）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1、新疆天泰纤维有限公司

2017年1月至2017年5月，公司现任副总经理李芸华女士担任天泰纤维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或者间接地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中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为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 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在未来十二个月内，或者过去十二个月内，曾经发生

以上情形之一的，视同为上市公司的关联人。 ” 的条款规定，确认天泰纤维为公司关联方（确认期间至2018年5月）。

2、新疆泰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现任职工代表监事李娇女士担任泰昌实业的自然人股东、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或者间接地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中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为上市

公司的关联自然人。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 ” 的条款规定，确认泰昌实业为公司关联方。

3、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为公司股东，持有公司3.49%的股份，为中泰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董事

长、法定代表人李良甫先生为本公司董事。

4、新疆圣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1）2015年9月7日，公司通过增资扩股及股权转让的方式完成对圣雄能源的重组，目前持有圣雄能源18.55%股份，为

其第一大股东。

（2）2015年9月至2017年5月，公司历任董事、公司控股股东中泰集团原总会计师孙润兰女士、公司现任董事、中泰集

团副总经理帕尔哈提·买买提依明先生曾担任圣雄能源董事。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或者间接地控制上市公司的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中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为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 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

的，或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 在

未来十二个月内，或者过去十二个月内，曾经发生以上情形之一的，视同为上市公司的关联人。 ” 的条款规定，补充确认圣

雄能源为公司关联方（补充确认期间至2018年5月）。

5、新疆和顺中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现任副总经理李新扬先生、李芸华女士担任新疆和顺中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或者间接地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中的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为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 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

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在未来十二个月内，或者过去十二个月内，曾

经发生以上情形之一的，视同为上市公司的关联人。 ” 的条款规定，确认和顺矿业为公司关联方。

（三）履约能力分析

以上公司经营稳定，具备履约能力。 上述关联交易系本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所需。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价格均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市场公允价格确定。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上述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签订了相应的具体合同，后续新增日常关联交易尚未签署具体合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以上与关联方开展的业务属于公司正常的经营行为，为持续的、经常性关联交易，与关联方交易价格依据市场公允价

格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本公司与上述关联企业均为独立法人，独立经营，在资产、财务、人员等方

面均独立，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本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发表的意见

（一）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及下属公司根据经营业务需要，预计2017年拟新增与关联方开展采购、销售商品，运输服务等关联交易业务，以上

关联交易价格依据市场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我们同意将此事项提交中泰化学董事会审议。 同时，在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应履行回避表决程序。

（二）公司独立董事就日常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1、程序性。 公司于2017年11月7日召开了六届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预计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对新增公司2017年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作了预计，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实行回避原则，

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在召集、召开及作出决议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2、公平性。 上述关联交易是因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而进行的，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是按照“公平自愿，互惠

互利” 的原则进行的，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

为。

六、备查文件

1、公司六届十二次董事会决议；

2、公司六届十二次监事会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发表的独立意见；

4、公司关联方2017年6月30日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092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

2017-183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7

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通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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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六届十二次董事会、六届十二次监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审议的有

关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鉴于此，现提请召开股东大会，就本次股东大会之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名称：2017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会议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为：2017年11月24日上午10: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7年11月23日－2017年11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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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4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00－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11月23日15:00至2017年11月24日15:00期间的

任意时间。

（五）现场会议地点：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阳澄湖路39号，电话0991-8751690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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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

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

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七）股权登记日：2017年11月20日（星期一）

（八）参加会议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

为准。

（九）出席对象：

1、截止2017年11月20日（星期一）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

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

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公司下属子公司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申请银行承兑汇票敞口额度20,000万元，新疆中泰

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2、审议关于公司下属公司阿拉尔市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申请不超过32,000万元融资租赁额度，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3、审议关于新增预计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3.1新增公司及下属公司与新疆天泰纤维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关联交易

3.2新增公司及下属公司与新疆泰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关联交易

3.3新增公司及下属公司与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关联交易

3.4新增公司及下属公司与新疆圣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关联交易

3.5新增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与新疆和顺中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

上述议案已分别经公司六届十二次董事会、六届十二次监事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上述议案1、议案2为特别表决事项，即须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方

为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属于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应对中小投资者（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票单独计票，公司将根据计票结果进行公开披露。

三、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时间：2017年11月20日上午9:30至下午19:30之间。

（二）登记方法：

1、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

证进行登记；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

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3、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但是出席现场会议时应当持上述证件的原件，以备查验。

（三）登记地点：公司证券投资部

邮寄地址：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阳澄湖路39号，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邮编：830026，传真

号码：0991-8751690（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其他事项

（一）本次会议召开时间预计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二）会议咨询：公司证券投资部

联系人：潘玉英

联系电话：0991－8751690

传真：0991－8751690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八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投票代码：362092

2、投票简称：中泰投票

3、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1）议案设置

表1�股东大会议案对应“议案编码” 一览表

议案编码 议案内容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代表以下所有议案 √

1.00

关于公司下属子公司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申请银行承

兑汇票敞口额度20,000万元，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

2.00

关于公司下属公司阿拉尔市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申请不超过32,000万

元融资租赁额度，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00 关于新增预计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3.01 新增公司及下属公司与新疆天泰纤维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关联交易 √

3.02

新增公司及下属公司与新疆泰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关联

交易

√

3.03 新增公司及下属公司与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关联交易 √

3.04

新增公司及下属公司与新疆圣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关联

交易

√

3.05

新增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与新疆和顺中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

易

√

（2）对于以上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同一议案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

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7年11月24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

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http://www.szse.cn�或http://wltp.cninfo.com.cn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

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五分钟即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

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

活方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2、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3、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11月23日15:00至2017年11月24日15:00期间的

任意时间。

4、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的进程另行通知。

附：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授权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

代为行使表决权。

代理人应对本次股东大会以下议案进行审议：

议案编码 议案内容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

该列打

勾的栏

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代表以下所有议案 √

1.00

关于公司下属子公司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

有限责任公司申请银行承兑汇票敞口额度

20,000万元，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下属公司阿拉尔市富丽达纤维有限

公司申请不超过32,000万元融资租赁额度，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00

关于新增预计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

√

3.01

新增公司及下属公司与新疆天泰纤维有限公

司及其下属公司关联交易

√

3.02

新增公司及下属公司与新疆泰昌实业有限责

任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关联交易

√

3.03

新增公司及下属公司与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

司及其下属公司关联交易

√

3.04

新增公司及下属公司与新疆圣雄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关联交易

√

3.05

新增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与新疆和顺中泰

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

√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票账户：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单位）签字（盖章）：

受托日期：

证券代码：

002092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

2017-178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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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0月20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7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的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无修改议案的情况，也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名称：2017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肖军先生

公司董事长王洪欣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主持会议，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肖军先生代为主持会议。

（四）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会议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为：2017年11月7日上午10: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7年11月6日－2017年11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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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7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

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11月6日15:00至2017年11月7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六）现场会议地点：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阳澄湖路39号，电话0991-8751690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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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

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

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八）股权登记日：2017年11月1日（星期三）

（九）参加会议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

为准。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1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756,682,062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35.2527％。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1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646,593,54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0.1239％。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10,088,52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1288％。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1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49,110,72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6.953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唐勇强律师、冯传求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2017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5,877,462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37％； 反对23,9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1％；弃权78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8,306,1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04％；反对2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0％； 弃权780,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36％。

（二） 审议通过关于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10,000万元综合授

信，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6,553,16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0％；反对128,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8,981,8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36％；反对12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4％；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唐勇强律师、冯传求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二〇一七年第十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现场大会及网络投票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是真实、合

法、有效的，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7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对公司2017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092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

2017-184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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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股东浙江富丽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富

丽达” ）出具的《证券质押登记证明》，获悉浙江富丽达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解除质押及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解除质押股数

（股）

质押

开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浙江富丽达股

份有限公司

否

437,035

2016-10-21

2017-11-03

华融金融租赁

股份有限公司

0.22%

557,005 0.28%

1,285,397 0.64%

16,666,667 2017-08-30

新疆中泰（集

团）有限责任

公司

8.30%

二、股东股份被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股）

质押

开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浙江富丽达股

份有限公司

否 3,000,000 2017-11-06

至申请解除

质押登记为

止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江东支行

1.49% 融资

三、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浙江富丽达持有公司200,917,615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9.36%，其中处于质押状态132,671,

511股，占浙江富丽达持有公司股份的66.03%，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18%。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

300051

证券简称：三五互联 公告编号：

2017-125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三五互娱（厦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部分

股权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7年9月15日召开2017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三五互娱（厦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

意公司以人民币0万元的价格受让黄诚、蒋中强、徐礼平、汤璟蕾合计持有的三五互娱（厦门）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五互娱” ）60%的股权，公司自受让该股权后应按照三五互娱章程之规定履行

实缴注册资本（即300万元）的义务。 股权转让后，公司持有三五互娱60%股权。（详情请见公司于2017

年9月15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的《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收购三五互娱部分股权事宜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经办理完成，三五互娱成为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三五互娱的股权结构如下表：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0 60%

林岚 200 40%

合计 500 100%

同时，三五互娱取得了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营业执照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名称：三五互娱（厦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MA2XNR2F5A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象屿路97号厦门国际航运中心D栋8层03单元G

法定代表人： 龚少晖

注册资本：伍佰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6年09月21日

营业期限：2016年09月21日至2066年09月20日

经营范围：电影和影视节目制作；电影和影视节目发行；文化、艺术活动策划；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

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数字内容服务；动画、漫画设计、制作。

特此公告。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11月7日

证券代码：

002217

证券简称：合力泰 公告编号：

2017-113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解除股权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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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合力泰” ）近日接到公司股东陈运先生关于部分

股权解除质押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及

一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

股数（万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陈运 是 2,507.44

2016年11月3

日

2017年11月6

日

中国银河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6.13%

二、公司股权处于质押状态的累计情况

1、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股东陈运先生持有公司股份95,947,130股，占公司总股本3,128,310,676股

的3.07%。 其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61,000,000股处于质押状态，占其总持股的63.58%。

2、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文开福先生持有的本公司股份369,700,200股、股东泰和县行健投

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27,700,000股、泰和县易泰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21,500,000

股、李三君持有的本公司股份13,129,526股、唐美姣持有的本公司股份9,500,000股、曾力持有的本公

司股份93,800,000股、 陈运持有的本公司股份61,000,000股、 尹宪章持有的本公司股份20,000,000

股、马娟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56,900,000股、余达持有的本公司股份10,000,000股及曾小利持有的本

公司股份6,000,000股处于质押状态。

3、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文开福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处于质押状态本公司股份666,

729,726股，占公司总股本3,128,310,676股的23.31%。除以上情况外，不存在持有、控制本公司5%以上

股份股东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处于质押状态的情况。

4、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上述质押股份行为不会导致其实际

控制权的变更，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控股股东未来股份变动如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情形的，将

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金流水。

特此公告。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

603055

证券简称：台华新材 公告编号：

2017-012

浙江台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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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台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华新材” 或“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议案》，决定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使用、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

用首次公开发行募集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

本要求的理财产品，总额为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使用期限不超过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并授权总经理在规定额度范围及要求下行使购买投资产

品的决策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以及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对此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该事项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7年10月23日披露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及指定媒体上的相关公告：《浙江台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06）。

一、 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具体实施情况

公司于2017年11月03日与中国银行嘉兴市分行、中信银行嘉兴市分行，于2017年11月

06日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购买理财产品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 品 类

型

理 财 金

额 （万

元）

起息日 到期日 期限

预 计 年

化 收 益

率

购买日期

1

中国银行

嘉兴市分

行

中银保本理

财-人民币按

期 开 放

（CNYAQK

F)

保 证 收

益型

22，000 2017.11.03 2018.02.02 91天 4．3% 2017.11.03

2

中信银行

嘉兴市分

行

中信理财之

共赢利率结

构18285期人

民 币结构性

理财产品

保 本 浮

动收益 、

封闭式

4,500 2017.11.03 2018.02.01 90天 4.5% 2017.11.03

3

中国银河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银河金山”

收 益 凭 证

1775期

保 本 固

定 收 益

型（低风

险）

3,500 2017.11.07 2018.03.12 126天 4.75% 2017.11.06

说明：公司及子公司与中国银行嘉兴市分行、中信银行嘉兴市分行、中国银河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在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过程中，将风险控制放在了首位，审慎

投资，严格把关。 在上述理财产品期间，公司将与银行及证券公司保持密切联系，实时分析

和跟踪产品的净值变动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

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以保证资金安全。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有权进行监督和检查。

三、 对公司的影响

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

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不会影响公司日

常经营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开展。 通过适度理财，也可以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获

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截止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尚未到期的金额为30,000万元。

特此公告！

浙江台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1月0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