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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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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2月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苏州市高新区邓尉路6号苏州柯利达装饰股

份有限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23,860,780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67.789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

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顾益明先生主持，会议采用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3人，董事鲁崇明、王菁、王秋林、独立董事刘

晓一、顾建平、李圣学因公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施景明、朱怡因公未出席本次会

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3,851,080 99.9956 9,700 0.0044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3,851,080 99.9956 9,700 0.0044 0 0.0000

2.02议案名称：《发行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3,851,080 99.9956 9,700 0.0044 0 0.0000

2.03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3,851,080 99.9956 9,700 0.0044 0 0.0000

2.04议案名称：《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3,851,080 99.9956 9,700 0.0044 0 0.0000

2.05议案名称：《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3,851,080 99.9956 9,700 0.0044 0 0.0000

2.06议案名称：《限售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3,851,080 99.9956 9,700 0.0044 0 0.0000

2.07议案名称：《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金额与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3,851,080 99.9956 9,700 0.0044 0 0.0000

2.08议案名称：《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3,851,080 99.9956 9,700 0.0044 0 0.0000

2.09议案名称：《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3,851,080 99.9956 9,700 0.0044 0 0.0000

2.10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3,851,080 99.9956 9,700 0.0044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收购广东赛翼智能科技有限公司70%股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3,851,080 99.9956 9,700 0.0044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3,851,080 99.9956 9,700 0.0044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修订稿）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3,851,080 99.9956 9,700 0.0044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3,851,080 99.9956 9,700 0.0044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3,851,080 99.9956 9,700 0.0044 0 0.0000

8、议案名称：《公司相关主体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履行填补即期回

报措施的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3,851,080 99.9956 9,700 0.0044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8年-2020年）股东回报规划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3,851,080 99.9956 9,700 0.0044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3,851,080 99.9956 9,700 0.0044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3,851,080 99.9956 9,700 0.0044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公司符合非

公开发行股票条件

的议案》

14,790,080 99.9344 9,700 0.0656 0 0.0000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

和面值》

14,790,080 99.9344 9,700 0.0656 0 0.0000

2.02 《发行方式》 14,790,080 99.9344 9,700 0.0656 0 0.0000

2.03

《发行对象和认购

方式》

14,790,080 99.9344 9,700 0.0656 0 0.0000

2.04 《定价原则》 14,790,080 99.9344 9,700 0.0656 0 0.0000

2.05 《发行数量》 14,790,080 99.9344 9,700 0.0656 0 0.0000

2.06 《限售期》 14,790,080 99.9344 9,700 0.0656 0 0.0000

2.07

《本次发行的募集

资金金额与用途》

14,790,080 99.9344 9,700 0.0656 0 0.0000

2.08

《本次发行前的滚

存利润安排》

14,790,080 99.9344 9,700 0.0656 0 0.0000

2.09

《本次发行决议的

有效期限》

14,790,080 99.9344 9,700 0.0656 0 0.0000

2.10 《上市地点》 14,790,080 99.9344 9,700 0.0656 0 0.0000

3

《关于收购广东赛

翼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 70%股权的议

案》

14,790,080 99.9344 9,700 0.0656 0 0.0000

4

《关于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预案（修

订稿）的议案》

14,790,080 99.9344 9,700 0.0656 0 0.0000

5

《关于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使用可行性分析报

告（修订稿）的议

案》

14,790,080 99.9344 9,700 0.0656 0 0.0000

6

《关于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报告的

议案》

14,790,080 99.9344 9,700 0.0656 0 0.0000

7

《关于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摊薄即期

回报及填补措施的

议案》

14,790,080 99.9344 9,700 0.0656 0 0.0000

8

《公司相关主体关

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履行填补即期

回报措施的承诺的

议案》

14,790,080 99.9344 9,700 0.0656 0 0.0000

9

《关于公司未来三

年（2018年-2020

年）股东回报规划

的议案》

14,790,080 99.9344 9,700 0.0656 0 0.0000

10

《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

14,790,080 99.9344 9,700 0.0656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全部为特别决议案， 获得出席会议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股份的2/3以上通过有效。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益友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施熠文、吕亚强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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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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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2月9日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

案》，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就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需要， 公司预计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以下简称“招商银行” ）申请新增总额不超过10,000万元的银行授信（包

括但不限于授信、借款、并购贷款、银行承兑汇票、贸易融资、保理、押汇、出

口代付等），授信期限三年。 本次授信额度申请拟由公司控股股东苏州柯利

达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授信、 授权事项的有效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之日起， 同时提请董事会授权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书面指定的授

权代理人在上述授信额度内代表公司办理相关手续，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上述授信额度以招商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 具体融资金额将

视公司的实际经营需求决定。

特此公告。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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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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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215,784,000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8年2月26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

（二）公司股票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92号文批准，苏州柯利达

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柯利达” 或“公司” ）向社会公众首次公开

发行30,000,000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于2015年2月26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挂牌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90,000,000股，发行上市

后总股本为120,000,000股。

（三）本次上市限售股的锁定期安排

公司本次解禁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前股东苏州柯利达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柯利达集团” ）、顾益明、朱彩珍、顾龙棣、苏州弘普

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弘普投资” ）、鲁崇明共计持有的

215,784,000股公司股份，锁定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 现锁定

期即将届满，该部分股票将于2018年2月26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一）公司总股本的变化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120,000,000股，其中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为30,00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90,000,000股。

2015年6月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根据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公司采用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的方式于2015年6月25日向109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

378.5万股限制性股票。 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完成后，公司股

份总数由120,000,000股增至123,785,000股，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30,00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93,785,000股。

2016年3月3日，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前股东苏州国发融富创业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江苏中海联合信息工程发展有限公司、王秋林、黄益民共计

持有的10,080,000股公司股份解锁，锁定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

月，该部分股票于2016年3月3日起上市流通。公司股份总数为123,785,000

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40,08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83,705,

000股。

2016年7月14日，根据公司《激励计划》和《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

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未达标和4名激励对象离职，其对应的已授

出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77.70万股予以回购注销。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123,785,000股减少为123,008,000股，其中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为40,08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82,928,000股。

2016年7月， 公司实施 《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

案》， 以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123,008,000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35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

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 本次利润分配实施完毕后，公司股份总数由123,

008,000股增至184,512,000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60,120,000股，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24,392,000股。

2017年4月12日，根据公司《激励计划》，公司向1名激励对象授予62.25

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 本次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份

总数由184,512,000股增至185,134,500股，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60,

12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25,014,500股。

2017年6月2日，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回购注销1名离职激

励对象已授出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3.6万股。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

后，公司股份总数由185,134,500股减少为185,098,500股，其中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为60,12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24,978,500股。

2017年8月8日，根据公司《激励计划》和《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公

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未达标和1名激励对象离职，其对应的已授出

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162.2625万股予以回购注销。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

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185,098,500股减少为183,475,875股，其中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为60,12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23,355,875股。

2017年8月， 公司实施 《2016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

案》， 以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183,475,875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

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8股。 本次利润分配实施完毕后，公司股份总数由183,

475,875股增至330,256,575股，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08,216,000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222,040,575股。

2017年11月27日，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回购注销2名离职

激励对象已授出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2.97万股。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330,256,575股减少为330,226,875股，其中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为108,216,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222,010,875股。

（二）本次限售股的变化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上市后期初限售

股数量

2015年度利润分配实施

完成后持有的限售股数

量

2016年度利润分配实施

完成后持有的限售股数

量

1 柯利达集团 46,000,000 69,000,000 124,200,000

2 顾益明 11,455,000 17,182,500 30,928,500

3 朱彩珍 7,394,700 11,092,050 19,965,690

4 顾龙棣 7,375,000 11,062,500 19,912,500

5 弘普投资 5,290,000 7,935,000 14,283,000

6 鲁崇明 2,405,300 3,607,950 6,494,310

合 计 79,920,000 119,880,000 215,784,000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发行前公司股东对所持股

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如下：

1、公司控股股东柯利达集团及股东弘普投资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所持公司全部股

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股票上市后六

个月内如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或上市后六个月期

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其持有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六个月。

2、公司实际控制人顾益明、朱彩珍、顾龙棣及股东鲁崇明承诺：自公司

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上述

股份锁定期满后，在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其每年转让股份不

超过所持有的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持有的公司股份；所

持公司全部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

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如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或者

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其持有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

长至少六个月；在上述承诺履行期间，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不影响承诺的

效力，在此期间其仍将继续履行上述承诺。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 上述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各自所作出的股份锁定

承诺。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 保荐机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柯利达本次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本次限售股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的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限售承诺；

3、上市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4、东吴证券同意柯利达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解禁事项。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1、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215,784,000股；

2、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18年2月26日；

3、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

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剩余限售

股数量

（股）

1 柯利达集团 124,200,000 37.61 124,200,000 0

2 顾益明 30,928,500 9.37 30,928,500 0

3 朱彩珍 19,965,690 6.05 19,965,690 0

4 顾龙棣 19,912,500 6.03 19,912,500 0

5 弘普投资 14,283,000 4.33 14,283,000 0

6 鲁崇明 6,494,310 1.97 6,494,310 0

合计 215,784,000 65.34 215,784,000 0

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涉及的相关股东，所持股份在交易、转让

时，仍需符合公司上市公告书等约定的减持承诺，遵守《公司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

规定。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1、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0 0 0

2、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

份

138,483,000 -138,483,000 0

3、其他 83,527,875 -77,301,000 6,226,875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合计 222,010,875 -215,784,000 6,226,875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人民币普通A股 108,216,000 215,784,000 324,000,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合计

108,216,000 215,784,000 324,000,000

股份总额 330,226,875 0 330,226,875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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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712

证券简称：思美传媒 公告编号：

2018-016

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实施进展情况的公告

股东张国昀保证向公司提供的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张国昀先生于

2018年1月12日向公司递交了《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以下简称“减持计划” ），

拟在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

股份75,825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2%）。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月13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监高减持股份计划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18-006）。

公司于2018年2月9日收到张国昀先生发来的 《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

函》，其减持数量已过半，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张国昀

集中竞价 2018年2月5日 20.87 26,000 0.0076

集中竞价 2018年2月8日 20.78 19,200 0.0056

合计 - - - 45,200 0.0132

二、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减持前持股 本次减持后持股

张国昀

持股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持股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303,300 0.09 258,100 0.08

注：本表中“占总股本比例” 变动与上表“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存在尾差情况，系数据

计算时四舍五入造成。

三、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1、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2、本次股份减持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的情况。

3、本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公司基本面未发

生重大变化。

4、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四、备查文件

《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10日

证券代码：

603003

证券简称：龙宇燃油 公告编号：

2018-010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进行股票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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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1、出质人：徐增增女士，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质权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 ）

质押时间：2018年2月8日

质押股份数量:3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68%� 。

2、质押股份为流通股，初始交易日为2018年2月8日，购回交易日期为2018年6月28日,上述质

押已在兴业证券办理了相关手续。

3、截止公告日，徐增增女士持有公司12,015,653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72%� 。

4、此次股份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目的是周转资金所需，徐增增女士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

金偿还能力，由此产生的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5、此次股份质押式回购交易不会影响其对公司的控制权，也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

二、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的质押情况

1、徐增增女士与上海龙宇控股有限公司、刘振光先生构成一致行动人（以下简称“一致行动

人” ），截止公告日，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公司股份136,084,41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85%；

2、截至本公告日，一致行动人共质押股份107,933,002股，质押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4.47%；

3、公司将密切关注该质押事项的进展，并按规定及时披露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2月10日

证券代码：

603003

证券简称：龙宇燃油 公告编号：

2018-011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的股东减持股份计划进展情况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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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减持计划实施前，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通过旗下资产管理计划（以

下简称“财通基金” ）持有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龙宇燃油” ）股份

24,783,220股，占总股本5.62%；

●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财通基金于2018�年1�月16日至2018�年2月8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累计减持龙宇燃油股份631,047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14%，未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龙

宇燃油股份，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公司于2017年12月23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财通基金）股份减持结果及下期减持

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91）,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收到《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计划进展

情况的告知函》，截至2018年2月8日，财通基金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的减持期间已过半，根据《上市

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预披露的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减持情况

2017年12月28日至2018年2月8日期间， 财通基金未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龙宇燃油股份；

2018年1月16日至2018年2月8日期间， 财通基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龙宇燃油股份

631,04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4%，减持价格区间为[10.36,12.12]元；上述合计减持股份631,04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4%。

二、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财通基金本次减持前持有龙宇燃油股份股份24,783,220股，占总股本5.62%；财通基金本次减

持后持有龙宇燃油股份24,152,173股，占总股本5.48%，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份。

三、其他说明

1、财通基金本次所减持的股份均来源于龙宇燃油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2、截至函告日，财通基金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等相关规定。

3、财通基金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更，不会对公司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4、公司将继续关注财通基金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2月10日

证券代码：

600812

股票简称：华北制药 编号：临

2018-007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药品

GMP

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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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2月8日,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河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颁发的《药品GMP证书》。 现将有关信息公告如下：

一、《药品GMP证书》的主要内容

企业名称：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石家庄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南路115号

证书编号：HE20180001

认证范围：片剂、硬胶囊剂，202车间

有 效 期至2023年1月17日

发证机关：河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二、涉及生产线产能及主要产品情况：

序号 生产线名称 年生产能力 主要产品

1 新制剂分厂202车间片剂生产线 132000万片/年

苯磺酸左旋氨氯地平片、 甲钴胺

片、阿奇肠溶片、腺苷钴胺片

2

新制剂分厂202车间硬胶囊剂生产

线

120000万粒/年

吗替麦考酚酯胶囊、 胶体果胶铋

胶囊

本次通过GMP认证的生产线为新制剂分厂202车间片剂、硬胶囊剂生产线。上述生产线属于原

《药品GMP证书》到期后的再认证，没有发生新的资金投入。

三、主要产品市场情况

序号 产品名称 剂型 适应症 国内外同类产品市场情况

1.

苯磺酸左旋

氨氯地平

片剂 高血压、心绞痛。

该产品国内市场容量21亿片

（折2.5mg）。 其他主要生产厂

家有施慧达、浙江昂利康、石药

玄宁等， 公司市场份额约占

10%。2016年，公司该产品销售

收入4287.95万元。

2. 甲钴胺片 片剂 周围神经病变。

该产品国内市场容量 16.4亿

片， 其他主要生产厂家有日本

卫材、江苏四环等，公司市场份

额约占8%。 2016年，公司该产

品销售收入4280.34万元。

3.

阿奇霉素肠

溶片

片剂

(1)化脓性链球菌引起的急性咽炎、急

性扁桃体炎。 (2)敏感细菌引起的鼻窦

炎、中耳炎、急性支气管炎，慢性支气

管炎急性发作。 (3)肺炎链球菌、流感

嗜血杆菌以及肺炎支原体所致的肺

炎。 (4)沙眼衣原体及非多种耐药淋病

奈瑟菌所致的尿道炎和宫颈炎。 (5)敏

感细菌引起的皮肤软组织毒染。

该产品国内市场容量约6670万

片（折0.25g）。 其他主要生产

厂家有石药欧意、浙江大德等，

公司市场份额约占43%。 2016

年 ， 公 司该产品销售收入

2509.31万元。

4. 腺苷钴胺片 片剂

主要用于巨幼红细胞性贫血，营养不

良性贫血、妊娠期贫血、多发性神经

炎、神经根炎、三叉神经痛、坐骨神经

痛、 神经麻痹。 也可用于营养性疾患

以及放射线和药物引起的白细胞减

少症的辅助治疗。

该产品国内市场容量8.5亿片。

其他主要生产厂家有石药欧意

等， 公司市场份额约为40%。

2016年， 公司该产品销售收入

1525.78万元。

5.

吗替麦考酚

酯胶囊

胶囊

可用于预防同种肾移植病人的排斥

反应，及治疗难治性排斥反应，可与

环孢素和肾上腺皮质激素同时应用。

该产品国内市场容量25万粒。

主要生产厂家有上海罗氏、中

美华东制药等， 公司产品市场

份额较小。2016年，该产品销售

收入为290.14万元。

6.

胶体果胶铋

胶囊

胶囊

用于慢性胃炎及缓解胃酸过多引起

的胃痛、胃灼热感、反酸。

该产品国内市场容量为6.5亿

粒， 主要生产厂家有浙江得恩

德、山西振东安特等，公司产品

市场份额较小。2016年，该产品

销售收入为266.51万元。

注：1、产品市场销售数据为工信部2015年数据。

2、公司无法从公开渠道获得主要生产厂家的市场销售情况， 同类产品市场情况为公开渠道查

询的结果。

四、对公司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公司新制剂分厂是在原生产线《药品GMP证书》到期后对生产线的再认证并获得GMP证

书，说明公司相关生产线各方面均满足新版GMP要求。 本次《药品GMP证书》的获得，不会对公司

当期和未来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由于药品的生产、销售受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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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8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

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12月15日召开了

2016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

议案》， 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注

册发行金额不超过15亿元人民币。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七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6-111），详见2016年12月16日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公司于2017年3月24日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 《接受注册通知

书》（中市协注[2017]SCP95号），接受公司超短期融资券的注册。 公司发行超短

期融资券核定注册金额为15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

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5亿元人民币于2018年2月6-7日簿记发

行，由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 截至目前，公司已完成5亿元人民币超短期

融资券的发行，且募集资金已经全额到账。 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发行要素

债券名称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

券

债券简称 18雏鹰农牧SCP001

债券代码 011800207 期限 270天

起息日 2018年2月8日 兑付日 2018年11月5日

计划发行总额 50,000万元 实际发行总额 50,000万元

发行利率 7.5% 发行价格（百元面值） 100

主承销商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超短期融资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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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二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