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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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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视觉中国 公告编号：

2018-012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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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视觉中国” ）第八届董事

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2018年2月23日上午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以电话会议及通讯表决方式

召开，会议通知于2018年2月1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 公司应到会董事8

人，实际到会董事8人，参与表决董事8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议案详

情请参见公司与本公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刊登的详细内容。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500px� Inc.100%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的《视觉中国：关于收购500PX,� INC.100%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4）。

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汪天润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鉴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原独立董事钟晓林先生已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主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 公司2018年1月4日召开的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增补汪天润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各

项工作的顺利开展，经董事长提名，选举汪天润先生为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汪天润先生

为主任委员，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汪天润先生与张迪生先生、柴继军先生共同组

成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汪天润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经董事长提名，选举汪天润先生

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汪天润先生与王冬先生、张迪生

先生共同组成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 审议通过了《关于择期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公司监事会提请董事会召集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增补第八

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会议通知将由董事会通过公告方式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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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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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视觉中国” ）第八届监事

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18年2月23日上午在公司办公室以电话会议及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8年2月1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公司应到会监事3人，实际到会

监事3人，参与表决监事3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五、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第八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于近日收到钱朝晖先生递交的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监事及监事会主席职务的辞

呈。 钱朝晖先生辞去监事职务将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因此，根据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钱朝晖先生辞职的生效时间应为公司股东大会补选监事

的当日，在补选出的监事就任前，钱朝晖先生仍将继续履行监事职责。

根据上述情况，公司监事会提议增补岳蓉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任期到本届监事会届满。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简历：

岳蓉，女，1974年7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 2003年至今，任武汉华工创业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副总经理；2005年至今，任武汉华科大生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法定代表

人；2011年至今，任科华银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岳蓉女士与公司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 岳蓉女士不存在不得提名

为监事的情形，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深交所其他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岳蓉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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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

500PX, INC.100%

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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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概述

（一）概述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视觉中国” ）的香港全资

子公司视觉中国香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收购方” ） 通过其境外子公司JPEG�

Acquisition� Corp.（以下简称“JAC” 或“合并子公司” ）以现金方式收购美国500PX,

INC.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或“500px” ）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收购” 或“本次

交易” ）。

500px是国际知名的线上摄影社区，拥有超过1,300万注册会员，汇集了全球超过195

个国家和地区的优秀摄影专业人才、摄影爱好者，图片数量超过一亿两千万张，体现全球范

围内的多元化及创意趋势。500px在摄影师用户服务、版权授权及定制拍摄业务等方面具有

丰富的经验并在业界享有美誉。 本次收购500px，是继收购Corbis资产后，公司全球化战略

的又一重要举措，也是公司“社区＋内容＋交易” 商业模式中的重要一环，将进一步完善公

司的行业生态布局，对公司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通过本次收购，公司将全面参与全球摄影

师网络平台的运营，大大拓展公司获取海量全球优质视觉内容的能力，不断巩固和强化公

司内容的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加强了公司在图片行业的主导地位；公司还将获得全球的内

容发布、传播渠道，更好地满足全球客户日益增长的创意素材和定制内容的需求；同时，通

过500px全球化的互联网平台，视觉中国将为全球用户提供更专业的SaaS� (Software� as�

a� Service)� 创意支持服务，包括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时间戳在内的创意工具和能力提

升，以及涵盖注册、交易、追溯、保护、艺术品收藏的数字版权服务。收购500px的100%股权，

有利于更好地整合500px和视觉中国各自优势资源，在内容运营、市场渠道、产品技术等各

个层面形成优势互补。

本次交易的具体方式如下：

公司通过收购方在美国特拉华州设立一家全资的合并子公司JPEG� Acquisition�

Corp.。 合并子公司与标的公司将于交割条件全部满足之后依据美国特拉华州相关法律进

行公司合并。 收购方、 合并子公司、 标的公司以及标的公司股东代表签署《Merger�

Agreement》（以下简称“《合并协议》” ）。按照《合并协议》约定的条款与条件，在合并生

效日，合并子公司将并入标的公司，其法人资格即刻终止，收购方取代标的公司原股东成为

标的公司新股东，持有标的公司100%股权，标的公司将成为合并后的存续公司，并成为收

购方的全资子公司和视觉中国的间接全资子公司。

按照《合并协议》的约定，本次交易对价一共为1,700万美元（以协议签署日当日美元

对人民币汇率6.3482折合人民币10,791.94万元） 加上交割时双方确定的标的公司账上现

金数额。 收购方将在交割条件全部满足之后的交割日向标的公司支付1,400万美元以及交

割时双方确定的标的公司账上现金数额， 由标的公司按照协议约定向标的公司股东支付。

收购方将在交割日后一周年到期日支付150万美金对价， 在交割日后两周年到期支付剩余

的150万美金对价。

2015年7月13日，收购方与标的公司签订了《B轮优先股认购协议》，收购方做为领投

认购标的公司B轮优先股定向增资扩股计划，持有其15.48%股份。 详见2015年7月16日《视

觉中国： 关于战略投资专业摄影社区标的公司及素材独家代理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67）。 本次收购100%股权完成后，标的公司将成为视觉中国间接控股100%的全资

子公司，标的公司纳入公司的合并范围。

（二） 审议程序

2018年2月23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了《关于收购500px� Inc.100%股权的议案》。 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18年2月23日，双方已经签署《合并协议》。

本次交易须经江苏省发改委、商务厅、外汇主管部门关于本次收购的备案或登记。 本次

交易无需征得债权人同意，无需征得其他第三方同意。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二、 交易各方的基本情况

（一） 收购方基本情况

名称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视觉中国香港有限公司 JPEG�Acquisition�Corp.

注册

地址

常州市武进区西太湖科技产业园禾香路123

号

UITE� 1203,12/F�

RUTTONJEE� HOUSE� 11�

DUDELL� ST� CENTRAL�

HONG�KONG

919�North�Market�Street,

Suite� 950, �

Wilmington,

County� of� New�

Castle,

Delaware,�19801

注册资本

( 或 总 股

本)

70,057.74万元人民币 0.000013万美元 0.01美元

法定代表人 廖杰 柴继军 王钧

注册号码 91320400608117856C 2199799

6656570�

810020177496663

成立

日期

1994年5月28日 2015年2月3日 2017年12月12日

主营

业务

广播电视传输技术，互联网络传播、互联网

络游戏及娱乐娱乐技术，移动通讯网络游戏

及娱乐的技术，广播影视娱乐的技术，视频

制作、电子传输技术等文化及娱乐产品技术

的开发、咨询、服务于转让；媒体资产管理软

件及其他计算机软件的开发、咨询、服务与

转让；计算机图文设计、制作服务（不含印刷

和广告）；摄影、扩印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

流活动（不含演出）；企业管理，企业创业投

资咨询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

财务咨询；版权代理；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

赁；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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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事版权进出口及图片摄影

插画等文化类产业的咨询服

务。

法律许可的经营活动

视觉中国香港有限公司系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JAC系为

本次交易视觉中国香港有限公司在美国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二）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中，公司通过收购方在美国特拉华州设立合并子公司与标的公司进行公司合

并的方式收购标的公司股东持有的100%股权。

标的公司股东情况具体详见“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不

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500PX,� INC.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美国特拉华州

注册时间：2011年11月28日

注册地址 ：2711� Centerville� Road,Suite� 400,City� of� Wilmington,County� of�

New� Castle,State� of� Delaware,19808

主要办公地点：100-20� Duncan� Street,� Toronto,� ON,� Canada,M5H� 3G8

CEO：Andy� Yang

营业执照注册号：5082081� 8100

111352311

主要业务：500PX,� INC.是国际知名的线上摄影社区，拥有超过1,300万注册会员，汇

集了全球超过195个国家和地区的优秀的摄影专业人才、摄影爱好者，图片数量超过一亿两

千万张。 500PX,� INC.的商业模式是以专业摄影师、摄影爱好者的互联网社群为基础，拓展

出面向企业客户和面向会员用户的两种业务模式。 面向企业用户的业务主要是视觉内容版

权授权服务以及定制拍摄服务，面向会员用户的业务主要是会员订阅服务以及其他增值服

务服务。

标的公司总股本41,702,516股，主要股东如下：

序号 股东 普通股 优先股 总股数

1 Visual�China�Hong�Kong�Limited - 6,441,742 6,441,742

2 Andreessen�Horowitz�Fund�III,�L.P.,�as�nominee - 5,478,960 5,478,960

3 FF�Silver�Venture�Capital�Fund,�L.P. - 4,033,790 4,033,790

4 AH�Parallel�Fund�III,�L.P. - 1,610,435 1,610,435

5 Fame�Mount�Limited - 1,610,435 1,610,435

6 Harrison�Metal�Capital�III,�L.P. - 1,450,261 1,450,261

7 High�Line�Venture�Partners�LP - 1,071,920 1,071,920

8 NC2�Media�LLC - 805,217 805,217

9 ff�Sapphire�(IV)�Venture�Capital�Fund,�LP - 402,608 402,608

10 Suntech�Limited - 402,608 402,608

11 Deep�Creek�Capital�Ventures�LLC - 253,450 253,450

12 CAA�Ventures�I,�LP - 80,570 80,570

13 Rugged�SPV,�LLC - 80,570 80,570

14 Mountain�Brook�Holdings,�LLC - 65,140 65,140

15 Dustin�Plett - 60,430 60,430

16 Rugged�Ventures,�LLC 300,000 32,570 332,570

17 Oleg�Gutsol 3,223,229 - -

18 Volodymyr�Dryzhepolov 28,125 - 28,125

19 Diana�Tula 27,080 - 27,080

20 Roxy�Keshavarznia 26,041 - 26,041

交易前股权结构：

交易后股权结构：

（二）交易标的股权和主要资产的权属情况

本次收购资产的名称：美国500PX,INC.公司100%股权

类别：股权收购

权属：标的公司的股权和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

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三）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标的公司财务数据（合并）如下(未经审计)：

币种：人民币单位：元

科目 2016年12月31日 2017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57,551,996 36,003,044

负债总额 33,376,318 28,830,357

净资产 24,175,678 7,172,687

应收账款总额 3,262,041 2,503,039

科目 2016年1-12月 2017年1-9月

营业收入 37,818,107 34,607,395

毛利润 24,361,425 25,807,477

净利润 -44,539,241 -15,317,396

注：因目标公司报表以美元计量，资产负债表采用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折算，利润

表采用交易发生当期平均汇率折算， 参照中国银行美元对人民币外管局中间价汇率，

2017.09.30汇率6.6369，2016.12.31汇率6.937，2017.01-09平均汇率6.787，2016年平均汇率

6.7153。

（四）其他

1、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2、公司不存在为标的公司担保、委托该公司理财，以及标的公司占用公司资金等方面

的情况。

3、公司现持有标的公司15.48%股份，财务核算方法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本次收

购后，标的公司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损益将全部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四、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收购方：视觉中国香港有限公司

合并子公司：JAC（以下简称“合并子公司” ）

标的公司：500PX,INC.

标的公司股东代表：Fortis� Advisors� LLC

协议签署日期：2018年2月23日

（一）交易价格、资金来源、交易定价依据、支付方式

1）交易价格为1,700万美元（加上交割时双方确定的标的公司账上现金数额），本次

交易价格是综合考虑标的公司所处行业地位、盈利能力及财务状况等因素，根据公平合理

的定价原则，与标的公司的股东协商后确定。

2）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3）支付方式：现金收购。

4）支付时间：《合并协议》生效后，收购方将在交割条件全部满足之后的交割日向标的

公司支付1,400万美元以及交割时双方确定的标的公司账上现金数额， 由标的公司按照协

议约定向标的公司股东支付。 收购方将在交割日后一周年到期日支付150万美金对价，在交

割日后两周年到期支付剩余的150万美金对价。

（二）合并、交割、效力

1）合并。 根据《合并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合并子公司将于交割日合并到标的公司中

（“合并” ）。 标的公司应为合并后的存续公司。

2）交割。 《合并协议》下所拟议交易的交割（“交割” ）应在2018年2月28日或订约方

可能共同确定的其他日期（“交割日” ）进行。

3）交割活动。交割时，标的公司将与收购方和合并子公司相互交付各类证明、文书和文

件；收购方和合并子公司将向特拉华州州务卿提交合并证明；收购方将促使标的公司向股

东支付资金。

4）效力。根据《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合同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存续公司，并成为收

购方的全资子公司。

（三）交割的前提条件

收购方和合并子公司完成交割须以满足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主要条件为前提：

1)�本次交易应取得标的公司股东批准；其他股东以书面形式放弃优先权；

2)�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已取得所有所需的第三方同意；

3)�声明和保证截至交割日在所有重大方面均真实、准确；

4)�标的公司在所有重大方面履行并遵守其所有承诺；

5)�不存在阻碍交易的不利禁令、法定、诉讼或程序；

6)�交易取得收购方及视觉中国董事会批准；

7)�交易取得中国相关政府机构批准或备案；

8)�签约日至交割日标的公司业务、财务或资产等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动；

9)�尽职调查结果在所有重大方面令收购方满意；

10)�各方同意的其他交割前提条件。

（四）声明、保证及承诺

1、声明与保证

在《合并协议》中，标的公司就公司资质、股权结构、不违约、财务报表、最近财务变动、

未披露负债、经纪人费用、知识产权、合同、子公司、税务事项、不动产、授权、雇员福利、环境

事项、披露及保险等方面作了声明与保证。 收购方就公司资质、授权、不违约及经纪人费用

等方面作出了声明与保证。

2、承诺

在《合并协议》中，各方承诺，将尽其合理的最大努力取得各自决策机构、有权审批或

备案政府部门以及交易所需的第三方许可， 以合理商业努力开展标的公司的正常经营，不

发生正常经营范围外的重大事项，并相互给予对方及时通知，促使交易顺利完成交割。

（五）终止

《合并协议》约定，合并协议可在下列情形下终止：

1)�各方共同书面合意终止；

2)�一方违约且在15天未能补救，则另一方有权终止；一方未违约情况下，该方的交易

先决条件未能满足而导致在2018年3月31日之前未能完成交割，该方有权终止；

3)�本次交易在签约后90天内未能交割，任何一方有权终止；

4）交易未取得中国相关政府机构审批或备案，收购方有权终止。

终止效力：若任一方根据《合并协议》相关条款终止《合并协议》，则各方在《合并协

议》下的所有权利和义务均应终止，任一方均不对任何其他方承担任何责任（违约责任除

外）。

（六）违约责任及救济

1）标的公司的一般声明与保证在交割后12个月保持有效，关于知识产权的声明与保证

在交割后30个月保持有效，关于公司股权结构和税务的声明与保证不设期限限制。

2）如标的公司违反声明、保证和承诺，标的公司股东同意就收购方可能遭受的由该违

约而造成的损失对收购方进行全额赔偿；但除因故意的不实陈述、欺诈以及违反税务和公

司资质声明及保证引起的赔偿不设上限外， 标的公司违反其他声明及保证的赔偿限额为

150万美元，违反知识产权声明及保证的赔偿限额为300万美元，违反公司股权结构及税务

的声明及保证的赔偿限额为600万美元。

（七）管辖法律

《合并协议》应受美国特拉华州法律管辖并依其进行解释。

五、 本次交易存在的主要风险

1.�本次交易存在无法获得备案或登记的风险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本次收购标的公司100%股权尚需取得必要的备案， 包括但不限

于：江苏省发改委、商务厅及外汇主管部门关于本次收购的备案或登记，能够取得该等备案

或登记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2.�收购整合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由于标的公司业务主要在

美国和加拿大，上市公司仍需在财务管理、客户管理、资源管理、制度管理、业务拓展等方面

与标的公司进行整合。 本次交易后的整合能否顺利实施以及整合效果能否达到并购预期存

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3.�本次交易形成的商誉减值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在上市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将形成一定金额的商誉。根据《企业会

计准则》规定，本次交易形成的商誉不作摊销处理，但需在未来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

试。 如本次收购的标的公司未来经营状况恶化，则存在商誉减值的风险，从而对上市公司当

期损益造成不利影响。

4.汇率波动风险

本次收购将以美元现金支付全部收购对价，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变动将给本次收购带

来汇率风险。

同时，由于标的公司的日常运营中涉及美元、加元等外币，而本公司的合并报表采用人

民币编制。 伴随着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变动，将可能给公司未来运营带来汇率风险。

六、 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500px是国际知名的线上摄影社区，拥有超过1,300万注册摄影师会员，汇集了全球超

过195个国家和地区的优秀的摄影专业人才、 大量摄影爱好者， 图片数量超过一亿两千万

张，体现全球范围内的多元化及创意趋势。 500px在用户服务、版权授权及定制拍摄业务等

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并在业界享有美誉。近期，500px被卫报选为全球十大独立旅游移动端

APP，并且被Deloitte评选为加拿大50大快速崛起的科技公司。 500px服务的客户包含如谷

歌、索尼、AirBnb、Lonely� Planet等全球知名企业。

2015年，视觉中国以战略投资者的身份参与500px全球战略规划，双方同时签订了《视

觉内容独家授权代理协议》，公司获得500px图片内容大中华区域专属代理权，使公司的创

意类高端图片素材数量大幅提升。 另外， 双方共同打造专业摄影社区的中文网站和移动

App产品，视觉中国摄影师社区500px.me网站以及基于iOS和Android系统的摄影师社区

移动客户端都已上线。

500px社区汇聚全球范围内的专业摄影师、摄影爱好者，商业模式是以专业摄影师、摄

影爱好者的互联网社群为基础，拓展出面向企业客户和面向会员用户的两种业务模式。 面

向企业用户的业务主要是视觉内容版权授权服务以及定制拍摄服务，面向会员用户的业务

主要是会员订阅服务以及其他增值服务。

本次收购500px， 是继收购Corbis资产后公司全球化战略的又一重要举措， 也是公司

“社区＋内容＋交易”商业模式中的重要一环，对视觉中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通过本次收

购，公司将全面参与全球摄影师网络平台的运营，大大拓展公司获取海量全球优质视觉内

容的能力，不断巩固和强化公司内容的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加强了视觉中国在图片行业的

主导地位；公司还将获得全球的内容发布、传播渠道，更好地满足全球客户日益增长的创意

素材和定制内容的需求；同时，通过500px全球化的互联网平台，视觉中国将为全球用户提

供更专业的SaaS� (Software� as� a� Service)�创意支持服务，包括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时

间戳在内的创意工具和能力提升，以及涵盖注册、交易、追溯、保护、艺术品收藏的数字版权

服务；收购500px的100%股权，有利于更好地整合500px和视觉中国各自优势资源，在内容

运营、市场渠道、产品技术等各个层面形成优势互补。

七、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合并协议》；

3．标的公司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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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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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视觉中国” ）监事会于近

日收到监事钱朝晖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钱朝晖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八届监

事会监事、监事会主席职务。 钱朝晖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钱朝晖先生辞去监事职务将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因此，根据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钱朝晖先生辞职的生效时间应为公司股东大会补选监事

的当日，在补选出的监事就任前，钱朝晖先生仍将继续履行监事、监事会主席职责。 钱朝晖

先生辞职生效后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公司监事会依法规范运作不受影响。

钱朝晖先生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促进公司的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积

极作用。 公司及公司监事会对钱朝晖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

谢！

特此公告。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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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8

年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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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3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择期召开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3．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4．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3月14日（星期三）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投票时间为2018年3月14日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3月13日15：00至2018年3

月14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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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

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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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

投票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18年3月8日（星期四）。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在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10号院恒通国际商务园B5，视觉（中国）文化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三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会议议案：

议案

编码

议 案 名 称

是否需要特

别决议通过

是否需要关

联股东回避

表决

1.00 关于增补第八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否 否

2．议案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已通过2018年2月23日召开的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 议案内容

详见2018年2月27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的相关公告。

三、议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编码示例表

议案编码 议 案 名 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增补第八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办法

1．登记方式：

将如下资料传真至公司进行登记，本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出席人

股东身份证/营

业执照

出席人身份

证

股东账

户卡

本文 附件二

（注）

法定代表人证

明书

法定代表人授权

委托书

股东本人 原件 — 原件 — — —

个人股东 委托

人

复印件 原件 复印件 签名原件 — —

法人股东

法定代表人

复印件 （盖公

章）

原件 复印件 盖章原件 盖章原件 —

法人股东 委托

人

复印件

（盖公章）

原件 复印件 盖章原件 — 盖章原件

注：

1.�登记时本文附件二须填写表决意见，其他信息应填写全面；

2.�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上述股东登记原件到场。

2．登记时间：

（1）参加现场会议股东的登记时间为：2018年3月12日（星期一）9:00至17:00；

（2）参加网络投票无需登记。

3.�登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10号院恒通国际商务园B5三层董事会办公室。

4.�联系人：董事会秘书柴继军；

联系电话：010-57950209；

传真：010-57950213；

电子邮箱：ss000681@163.com。

5.�会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地址为http:

//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的内容和格式详

见“附件一” 。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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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代码：360681；

2.投票简称：视觉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二.�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8年3月14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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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3月13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

午3:00，结束时间为2018年3月14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

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

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

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股东账号：，持股数：股。现委托先生/女

士，身份证号码：，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以下表中的意见行使表决权：

议案

编码

议 案 名 称

表决（打√）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关于增补第八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日期：2018年3月14日

证券代码：

000681

证券简称：视觉中国 公告编号：

2018-017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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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7年11月30日、

2017年12月18日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地址的议案》、《关于增加经营范围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同意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增加经营范围并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17年12月1日、2017年12月19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完成了注册地址、经营范围的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了由常州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核准换发的《营业执照》，登记相关信息如下：

名称：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00608117856C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常州市武进区西太湖科技产业园禾香路123号

法定代表人：廖杰

注册资本：70057.7436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4年05月28日

经营范围：广播电视传输技术，互联网络传播、互联网络游戏及娱乐娱乐技术，移动通

讯网络游戏及娱乐的技术，广播影视娱乐的技术，视频制作、电子传输技术等文化及娱乐产

品技术的开发、咨询、服务于转让；媒体资产管理软件及其他计算机软件的开发、咨询、服务

与转让；计算机图文设计、制作服务（不含印刷和广告）；摄影、扩印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

流活动（不含演出）；企业管理，企业创业投资咨询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财

务咨询；版权代理；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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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059

证券简称：云南旅游 公告编号：

2018-007

债券代码：

112250

债券简称：

15

云旅债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于

2018年2月22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通知，于2018年2月26日上午以通讯表决的

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

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2018年2月27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公司聘任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细内容见2018年2月27日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网站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059

证券简称：云南旅游 公告编号：

2018-008

债券代码：

112250

债券简称：

15

云旅债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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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2月26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聘任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

聘任郭金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

届董事会届满。 公司董事长张睿先生不再代行董事会秘书职务。

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前， 郭金先生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已报深圳证券交易所审

核无异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一、简历及基本情况

郭金，男，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中共党员。曾任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事务部副总监、总监、证券事务代表、职工监事、董事会秘书处副总监，深圳华侨城文

化旅游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郭金先生已获取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

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郭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没有在本公司控股股东云南世博旅游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职务，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年修订）》第 3.2.3�条所规定的情况。

二、郭金先生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云南省昆明市世博路10号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邮箱：gj8702@163.com

电话：0871-65014605

传真：0871-65012141

特此公告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0683

证券简称：远兴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18-005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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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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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2月26日（星期一）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2月26日

9:30—11:30和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2月25日15:00

至2018年2月26日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12层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宋为兔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7、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人， 代表股份1,

326,953,387股，占公司总股份3,967,172,992股的33.4483%。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代表股份1,325,623,827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33.414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1,329,56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0335%。

综合出席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数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合

计为10人，代表股份4,461,392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1125%。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共3人，代表公司股份3,131,832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789%；参加网络投票的中

小投资者共7人，代表公司股份1,329,56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33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下列议案：

1、《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6,852,4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4%；反对10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6%；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360,4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384%；

反对100,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61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鞠慧颖、崔丽霞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和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其他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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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股票代码：

300572

股票简称：安车检测 公告编号：

2018-009

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2017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41,176.96 31,818.12 29.41%

营业利润 9,225.39 4,214.84 118.88%

利润总额 9,384.95 5,841.55 60.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925.93 4,903.38 61.64%

基本每股收益（元） 1.1828 0.9542 23.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78% 16.61% -1.83%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09,833.92 87,460.79 25.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7,048.20 50,643.09 12.65%

股本 6,725.40 6,667.00 0.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8.4825 7.5961 11.67%

注：上表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公司一直致力于为机动车检测领域提供整体解决方案，主营业务和主要产品未发生重

大变化。 2017年公司业务持续快速增长。 公司主营业务突出，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机动车

检测系统及检测行业联网监管系统的销售。

2017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41,176.96万元，同比增长29.41%；主营业务收入41,170.55

万元，同比增长29.43%；利润总额9,384.95万元，同比增长60.6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7,925.93万元，同比增长61.64%。

截止2017年12月31日止，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金额109,833.92万元，较年初增

长25.5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余额为57,048.20万元，较年初增长12.65%；

报告期，公司营业利润同比增长118.88%，主要原因为本期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

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号）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文件的相关规定，利润表中科目“其他收益” 由科目

“营业外收入”调整至“营业利润” 之上列示，该调整会增加营业利润金额，影响金额为1,

624.28万元，导致本期营业利润同比增长38.54%。

报告期，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同比下降1.83%，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期分配股利和

增发员工股权激励限售股，导致报告期加权平均普通股股数和加权平均净资产同比增幅大

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幅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2017年度业绩预告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

差异。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无。

五、其他说明

1、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2017年年

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2、截至目前，公司董事会尚未就2017年年度利润分配情况进行讨论。 敬请广大投资者

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

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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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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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2月26日收到公司控

股股东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长春光机所” ）一致行动

人长春长光精密仪器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光集团” ，是长春光机所的全资资产管

理公司）、长春光机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光科技” ，是长春光机所全资子

公司）的告知函，长光集团和长光科技于2018年2月26日使用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分别增持本公司股票455,000股和454,300股，现将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股份情况

1、增持人：长春长光精密仪器集团有限公司、长春光机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2、增持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同

3、增持方式：采用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从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

4、增持股份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5、增持数量及说明

增持人 增持方式 增持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成交均价 增持金额（元）

长光集团 集中竞价 455,000 0.1896% 10.99 4,999,222.53

长光科技 集中竞价 454,300 0.1893% 11.00 4,999,456.84

二、本次增持前后增持人的持股情况

增持人

本次增持前 本次增持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长光集团 0 0 455,000 0.1896%

长光科技 0 0 454,300 0.1893%

三、后续增持计划

增持人未来六个月内不会以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四、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增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2、长春光机所、长光集团及长光科技承诺：在本次增持完成后六个月内以及法定期限

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3、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

化。

4、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