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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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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3月19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3月18日至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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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上午9:30至11:30， 下午13:00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3月18日下午15:00至3月19日下

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海宁市海州西路201号皮革城大厦19楼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主持人：董事长张月明先生

6、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16人，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766,447,13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9.7505%。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0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18,997,189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比率为56.0514%。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9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7,449,95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比率为3.6991%。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共20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6,062,40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比率为7.4888%。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现场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与股东授权代表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757,790,14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705%；反对股份8,409,793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72%； 弃权股份247,2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7,405,41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881%；反对股份8,409,7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545%； 弃权股份247,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74%。

（二）在关联股东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海宁市市场开发服务中心、钱娟萍、俞中凌回避表决的前提下,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93,205,3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4014%；反对股份8,695,69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275%；弃权股份72,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7,084,21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524%；反对股份8,695,6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20%； 弃权股份72,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56%。

（三）在关联股东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海宁市市场开发服务中心、钱娟萍、俞中凌回避表决的前提下,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93,205,3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4014%；反对股份8,695,69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275%；弃权股份72,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7,084,21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524%；反对股份8,695,6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19%； 弃权股份72,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56%。

（四）在关联股东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海宁市市场开发服务中心、钱娟萍、俞中凌回避表决的前提下,逐

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1、《关于本次交易整体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93,035,7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352%；反对股份8,765,19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956%；弃权股份172,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9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6,914,61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6754%；反对股份8,765,1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445%； 弃权股份172,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01%。

2、《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

（1）《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93,065,3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642%；反对股份8,740,29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711%；弃权股份16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6,944,21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063%；反对股份8,740,2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85%； 弃权股份167,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52%。

（2）《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标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93,065,3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642%；反对股份8,740,29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711%；弃权股份16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6,944,21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063%；反对股份8,740,2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85%； 弃权股份167,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52%。

（3）《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92,509,6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192%；反对股份9,295,99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61%；弃权股份16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6,388,51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1265%；反对股份9,295,9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83%； 弃权股份167,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52%。

（4）《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方式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92,796,9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010%；反对股份9,008,69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343%；弃权股份16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6,675,81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263%；反对股份9,008,6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85%； 弃权股份167,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52%。

（5）《关于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92,796,9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010%；反对股份9,008,69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343%；弃权股份16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6,675,81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263%；反对股份9,008,6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85%； 弃权股份167,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52%。

（6）《关于发行股份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93,065,3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642%；反对股份8,740,29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711%；弃权股份16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6,944,21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063%；反对股份8,740,2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85%； 弃权股份167,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52%。

（7）《关于发行股份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92,734,0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393%；反对股份9,071,59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960%；弃权股份16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6,612,91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607%；反对股份9,071,5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41%； 弃权股份167,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52%。

（8）《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价格调整机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91,097,08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3340%；反对股份10,653,516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474%； 弃权股份222,9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8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4,975,99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6529%；反对股份10,653,5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145%；弃权股份22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26%。

（9）《关于发行股份数量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92,751,1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560%；反对股份9,054,49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793%；弃权股份16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6,630,01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785%；反对股份9,054,4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463%； 弃权股份167,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52%。

（10）《关于发行股份锁定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92,811,7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155%；反对股份8,993,89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198%；弃权股份16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6,690,61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417%；反对股份8,993,8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831%；弃权股份16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2%。

（11）《关于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处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93,075,3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740%；反对股份8,730,29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613%；弃权股份16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6,954,21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167%；反对股份8,730,2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81%；弃权股份16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2%。

（12）《关于发行股份上市地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93,112,3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3102%；反对股份8,693,29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251%；弃权股份16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6,991,21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553%；反对股份8,693,2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695%；弃权股份16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2%。

（13）《关于标的资产过渡期间损益归属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93,069,3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681%；反对股份8,736,29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672%；弃权股份16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6,948,21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105%；反对股份8,736,2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43%；弃权股份16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2%。

（14）《关于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93,099,2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974%；反对股份8,706,39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379%；弃权股份16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6,978,11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417%；反对股份8,706,3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31%；弃权股份16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2%。

（五）在关联股东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海宁市市场开发服务中心、钱娟萍、俞中凌回避表决的前提下,审

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组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93,066,0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648%；反对股份8,834,99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641%；弃权股份72,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6,944,91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070%；反对股份8,834,9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73%； 弃权股份72,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57%。

（六）在关联股东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海宁市市场开发服务中心、钱娟萍、俞中凌回避表决的前提下,审

议通过了《关于与交易对方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93,052,1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512%；反对股份8,848,89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777%；弃权股份72,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6,931,01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6925%；反对股份8,848,8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318%；弃权股份72,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7%。

（七）在关联股东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海宁市市场开发服务中心、钱娟萍、俞中凌回避表决的前提下,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92,796,8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009%；反对股份9,021,19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66%；弃权股份155,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2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6,675,71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262%；反对股份9,021,1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116%； 弃权股份155,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22%。

（八）在关联股东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海宁市市场开发服务中心、钱娟萍、俞中凌回避表决的前提下,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说明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92,542,3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513%；反对股份9,021,09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65%；弃权股份410,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6,421,21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1607%；反对股份9,021,0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114%；弃权股份410,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79%。

（九）在关联股东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海宁市市场开发服务中心、钱娟萍、俞中凌回避表决的前提下,审

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92,542,3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513%；反对股份9,021,09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65%；弃权股份410,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6,421,21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1607%；反对股份9,021,0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114%；弃权股份410,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79%。

（十）在关联股东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海宁市市场开发服务中心、钱娟萍、俞中凌回避表决的前提下,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是否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第五条相

关标准的说明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92,521,6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310%；反对股份9,041,79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668%；弃权股份410,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6,400,51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1391%；反对股份9,041,7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330%；弃权股份410,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79%。

（十一）在关联股东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海宁市市场开发服务中心、钱娟萍、俞中凌回避表决的前提下,

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本次重组有关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92,810,7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145%；反对股份8,752,69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833%；弃权股份410,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6,689,61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407%；反对股份8,752,6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314%；弃权股份410,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79%。

（十二）在关联股东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海宁市市场开发服务中心、钱娟萍、俞中凌回避表决的前提下,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92,810,7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145%；反对股份8,752,69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833%；弃权股份410,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6,689,61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407%；反对股份8,752,6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314%；弃权股份410,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79%。

（十三）在关联股东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海宁市市场开发服务中心、钱娟萍、俞中凌回避表决的前提下,

审议通过了《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

的公允性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92,810,7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145%；反对股份8,752,69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833%；弃权股份410,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6,689,61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407%；反对股份8,752,6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314%；弃权股份410,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79%。

（十四）在关联股东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海宁市市场开发服务中心、钱娟萍、俞中凌回避表决的前提下,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92,529,1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383%；反对股份9,288,89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92%；弃权股份155,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2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6,408,01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1469%；反对股份9,288,8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09%； 弃权股份155,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22%。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未来三年（2018-2020年度）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757,769,72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678%；反对股份8,449,214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24%； 弃权股份228,2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9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7,384,993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668%；反对股份8,449,2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956%； 弃权股份228,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76%。

（十六）在关联股东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海宁市市场开发服务中心、钱娟萍、俞中凌回避表决的前提下,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组对即期回报影响及填补回报安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92,811,5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153%；反对股份8,751,89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825%；弃权股份410,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6,690,41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415%；反对股份8,751,8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306%；弃权股份410,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79%。

（十七）在关联股东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海宁市市场开发服务中心、钱娟萍、俞中凌回避表决的前提下,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92,564,3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729%；反对股份9,253,69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46%；弃权股份155,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2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6,443,21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1836%；反对股份9,253,6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41%； 弃权股份155,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23%。

（十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758,698,55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890%；反对股份7,440,583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08%； 弃权股份308,0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8,313,82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9338%；反对股份7,440,5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456%； 弃权股份308,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06%。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李波、张灵芝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

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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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度利润分配事宜网上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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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3月16日（星期五）下

午15：00—16：00，通过证券时报网提供的网络平台（网址：http://rs.stcn.com）召开了公

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事宜说明会，就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了沟通和交流。

一、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2018年 3月14日公司披露了 《关于召开2017年度利润分配事宜网上说明会的通知》

（临时：2018-014）。 2018年 3�月16日，公司总经理邱樟海先生，总会计师、副总经理沈成

德先生，董事会秘书林蔚晴女士通过网络平台，与投资者进行了互动交流，就投资者关注的

问题进行了解答。

二、本次说明会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公司就投资者在本次说明会上提出的普遍关心的问题给予了回答，相关问题及答复整

理如下：

1、 请问2017年利润如何分红？ 什么时间分红？

公司回复：您好！ 2017年度公司拟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 谢谢！

2、 请问公司，到底不分红的原因是什么？是准备购买资产，还是涉及混改？否则这么多

未分利润，不应该不分红啊

公司回复：您好！ 1、业务特点决定。 公司主营类金融业务，类金融业务的经营模式凸显

了资金的重要性，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2、战略转型需要。目前公司正处于战略转型升级重

要阶段，典当、投资、租赁业务的开拓发展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 同时2017年新开展了微联

合贷款担保业务，需要大量保证金。 3、为促进公司未来可持续发展，创造更好效益，实现股

东利益最大化，2017年度拟不实施现金分红。 谢谢！

3、 贵公司既不扩大再生产，又舍不得给股东分红，公司是不是有什么隐藏的问题？ 等

待爆炸？ 还是公司是只铁公鸡？

公司回复：您好！ 公司经营正常，没有应披露未披露的信息。 公司留存的未分配利润拟

增加公司各类业务的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以更好的发挥资金作用、更好地创造效

益。 谢谢您对公司的关心。

4、 公司连续2年没分红，连续近15年没送转股，有十亿的未分利润，公司总说发展需

要。 请问邱总，公司准备怎样发展？ 混改提两年了，准备怎样混改?有没有时间表？ 另外，公

司股价一年腰斩，请问邱总，公司准备如何稳定股价？ 如何进行市值管理？ 如何实现百亿目

标？ 谢谢！

公司回复：您好，公司自1994年上市以来共分配18次，其中现金分红14次，累计分红派

现3.74亿元。

本公司（母公司）2017年度实现净利润28,476,895.73元，按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2,847,689.57元，加上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321,870,108.86元，2017年度实际可供股东分

配利润347,499,315.02元。

公司将通过不断调整和优化业务结构，提高抗风险能力、持续经营能力和经营效率，培

育主营核心业务，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来进行公司的市值管理。

2018年是公司中期战略规划实施的第五年，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公司要积极应对，主

动求变，将集中力量，突出重点，全力实施业务规模“百亿工程” 。一是创造条件抓住机遇加

快提升担保业务规模；二是积极探索发挥杠杆作用着力拓展典当业务；三是突破区域研发

新品助力租赁业务上规模；四是明确方向突出重点争取投资业务新发展；五是创新体制优

化机制实施贸易业务倍增计划。 谢谢！

5、邱总好！ 前些年看了贵公司的中期发展战略规划而买进香溢融通，且去年也投票支

持公司为发展不分红。 但实在看不出公司近5年有质的变化，非常遗憾。 极希望公司在邱总

带领下能脱颖而出，成为沪深股市的“独角兽” ，让我等小股民增加收益，提高生活质量。

公司回复：感谢您对我司的关心和支持。 我司在股东会、董事会领导下，一直为实现中

期战略目标而不懈努力，但由于种种原因结果令您不甚满意，我们也感到遗憾。再次感谢您

对我司的关心和支持。 谢谢！

6、您好，对这些欠账不还的历史积账公司有没有更好的措施和更好的解决方法？

公司回复：您好,对此项工作我们极为重视：一是确定目标，分解落实。 二是进一步优

化、完善工作机制、方式方法，工作任务明确，责任落实到人。三是创新手段，加大力度，一案

一策、多策并举，领导带队负责，推动处置方案落实。 四是按照“有计划不唯计划，有目标不

局限于现有目标，有办法不局限于现有办法” 的工作要求，抓住房地产价格回升的有利时

机，加大处置力度。 谢谢！

7、 公司官网接近两年没更新东西了？ 负责人这块是不是工作不到位？

公司回复：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心和支持，我们会尽快改进。 谢谢！

8、 去年卖房产的事情为什么突然没有进展了？

公司回复：您好！ 为了盘活存量资产，增加资金来源，公司对房产的处置正在积极推进

中。 如有进展，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相关要求及规定及时披露。 谢谢！

9、 您好沈总，请问2017年新开展的微联合贷款担保业务是什么业务？ 谢谢！

公司回复：您好！微联合贷款是向符合条件的自然人客户提供的可循环使用、随借随还

的人民币类信用贷款产品。目标客户由温州银行与其合作的互联网银行依托互联网平台风

控筛选，以个人信用为基本考量，额度区间500元至30万元。 从申请、审批到放款全流程实

现互联网线上运营，具有普惠、便捷的特点。 香溢担保与温州银行达成担保合作协议，由香

溢担保为温州银行与互联网银行开展的“微联合贷款”业务项下温州银行对不特定客户的

贷款份额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香溢担保据此按月向温州银行收取相应的担保合作

费。 主要客户群体为线上的个人消费客户；客户所在区域为全国各地的互联网用户。 谢谢！

10、 邱总好！ 看到农业银行增资扩股对象中，有许多烟草关联公司，但作为香溢融通

的上级公司，中烟为何不对贵公司缺乏资金发展的情况下增资？甚为不解，是不是香溢融通

内部机制有问题？

公司回复：您好！ 据公司了解，中国烟草总公司等烟草关联公司对农业银行的增资，是

中国烟草根据国务院相关要求作出的重要决策。 谢谢您对公司的关心！

11、 公司证代一直空缺。 啥时候到位？ 这个也体现公司治理的规范。

公司回复：您好，公司董事会将尽快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谢谢您对公司的关心！

12、 请问目前贵公司已经取得哪些金融牌照？

公司回复：您好！ 目前公司取得的类金融业务的相关资质有：担保、典当、融资租赁、私

募基金管理人等资质。 谢谢！

13、 目前公司的多少与烟草有关的业务？

公司回复：目前我司与烟草有关的业务主要有卷烟零售、终端客户维护、广告代理等，

2017年实际发生额2456万元。 谢谢！

感谢各位投资者长期以来对公司的关注和信任。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具体内容详见

http://rs.stcn.com。

特此公告。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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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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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望京SOHO塔2B座29层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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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95,746,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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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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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

董事长邓天洲先生主持，会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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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人，出席7人，副董事长林大湑先生请假未参加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王远东先生请假未参加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兼副总裁陈正钢先生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为广东华丰中天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潮州闽粤经济合作区

LNG�储配站项目建设工程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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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5,737,775 99.9982 8,800 0.0018 0 0.000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表决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韩晶晶女士、彭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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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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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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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七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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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八届董事会第七十二次会议于

2018年3月19日15:00时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举行，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8人，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8人，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境外子公司债券发行方案的议案》；

公司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境外子公司发行债券的方案的

议案。 鉴于债券市场形势等客观情况发生了变化，公司拟调整本次发行的方案。

本议案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境外债券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拟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本次境外子公司发行债券有关的全部事宜，以保

证高效、有序地完成本次发行工作。

本议案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境外子公司发行债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推动本次境外子公司发行债券的顺利进行， 拟就本次发行不超过5亿美元

（含5亿美元）境外债券事宜，为拟设立的境外全资子公司全额提供保证担保，担保范围为

本期债券本息及有关本次发行的其他合理费用。

本议案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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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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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重大资产收购事项，本次所

筹划的重大事项对公司构成了重大资产重组，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8

年2月5日起停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2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02）和2018年2月10日

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04）及2018年2月24日披露

的《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05）。

因预计无法在停牌期满一个月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文件，根据《上市公司筹划重

大事项停复牌业务指引》 的有关规定， 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

牌，并于2018年3月6日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11）

和2018年3月13日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12）。 公司

股票自2018年3月6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一个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正

在与交易各方积极商讨、论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方案。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

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

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进展公告。待

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相关公告并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3月20日

证券代码：

600856

证券简称：中天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18-016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境外子公司债券

发行方案的调整议案说明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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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境外子公司发行债券的议案。 鉴于债券市场形势等客观情况发生了变化，

公司拟调整本次发行的方案， 于2018年第八届董事会第七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公司境外子公司债券发行方案的议案，本议案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关于公司境外子公司发行债券的调整内容见下表：

事项 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8年第八届董事会第七十二次会议

发行主体 公司拟在境外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在英属维京群岛成立的全资 子公司

Everest�Zenith�Limited

发行类型 无说明 公开发行

发行对象 无说明 境外（除美国以外）的合格专业机构投资者

发行规模

总规模不超过2亿美元（含2亿美元），具体

金额以国家相关部门备案的金额为准，具

体发行期限和各期限的发行规模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在上述总额度范围内视本

次发行地适用法律、 市场情况以及有关监

管机构的意见确定

总规模不超过5亿美元（含5亿美元），具体金额

以国家相关部门备案的金额为准， 具体发行期

限数和各期限的发行规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在上述总规模范围内视本次发行地适用法

律、 市场情况以及有关监管机构的意见等情况

确定

债券期限 不超过1年期（含1年） 3年或5年

付息、兑付方

式

无说明 每半年付息，30/360付息

特此公告。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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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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北省廊坊市开发区华祥路118号新奥科技园B座公司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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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76,002,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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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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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副董事长于建潮先生主持会议,会议以现

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刘斯亮律师、张莹律师出席了

现场会议并做见证。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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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人，出席3人，公司董事长王玉锁先生、董事赵令欢先生、独立董事

徐孟洲先生、李鑫钢先生、张维先生因有其他工作安排未能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公司监事会主席蔡福英女士、监事王曦女士因有其他

工作安排未能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3、 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史玉江先生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总会计师刘建

军先生列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度公司与子公司之间预计担保情况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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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967,631 99.9926 35,000 0.0074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新能矿业有限公司为新能能源有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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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25,852 99.3706 35,000 0.6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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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公司与

子公司之间预计担保情

况的议案

13,025,852 99.7320 35,000 0.2680 0 0.0000

2

关于新能矿业有限公司

为新能能源有限公司提

供关联担保的议案

5,525,852 99.3706 35,000 0.6294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

理人所持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在审议第2项议案时，关联股东新奥控股投资有限公司、河北威远集团有

限公司、廊坊合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回避表决，关联股东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陕国投·正灏 62�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王玉锁先生未参与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斯亮、张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

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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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3月20日

股票代码：

601233

股票简称：桐昆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31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度现金分红暨投资者说明会的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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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现金分红暨投资者说明会以现场会议的方式举行， 公司管理层就公司2017年度

业绩、利润分配、行业发展展望等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了互动交流。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本次说明会于2018年3月19日(星期一)上午9:30－11:40，在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六楼会议室召开，公司管理层与各位投资者进行了现场交流。

三、公司参会人员

公司：董事长陈士良先生、副总裁兼董秘周军先生、财务总监费妙奇女士、公司证代宋

海荣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以现场提问交流的形式，就所关心的问题与公司参会人员进行了沟通交流。

五、会议主要内容

本次现金分红暨投资者说明会的主要内容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3月20日

附件：现金分红暨投资者说明会会议内容

一、公司董事长回顾企业发展的历程，并阐述公司未来发展的战略

董事长首先欢迎各位投资者来参加公司的说明会，也感谢大家关心、关注和投资桐昆

股份，希望大家在未来继续关心、关注和投资桐昆股份。 其次，董事长简单介绍了桐昆的历

史：桐昆是从第一代的乡镇企业发展而来，迄今为止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建厂历史，到2021

年，也就是再过3年是我们建厂40周年。 从建厂时生产丙纶长丝到上世纪90年代初改纺涤

纶，公司在一路风雨中做到了现在全球涤纶长丝生产规模最大的企业。在这个过程中，企业

的转型发展成就了桐昆，去年我们的产量接近400万吨，相比2011年上市时的年产量158万

吨，市场占有率在这几年中基本每年提升1%，现在的国内市场占有率接近14%。 公司未来

的发展战略上，将继续做大做强聚合长丝的规模，同时也将继续在产业链延伸上补强发展。

2012年我们建成了PTA一期，2017年底又建成PTA二期，未来随着企业聚合长丝规模的扩

大，在原料的自给上，在大宗原料的匹配上，我们还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和动作。

二、公司相关人员对公司2017年度现金分红的情况进行说明

具体略，详见公司于2018年3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发

布的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7年度现金分红方案说明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27号）。

三、参会投资者与公司管理层就相关的问题进行交流

1、过去两年行业并购及新产能较多，怎么来看待？

答：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有信心。 涤纶长丝行业未来2-3年仍将维持较好的发展态势，主

要基于如下理由:

（1）行业外进入者越来越少，大家都回归理性，不会盲目投资；

（2）聚合长丝行业属于重资产行业，规模效应明显，行业的优势企业利润也不是很高，

小规模的企业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3）通过几年的洗牌，现在剩下的企业集中度较高，看市场行业有一致性，企业的协同

效应也能体现，小企业对市场的扰动就很小了，大家都有信心也都有实力，不会亏损卖产

品。

（4）产能的释放是有序的，基本上保持每年6%左右的增长，今年我们公司计划投产的

产能为120万吨，同行业企业计划投产产能合计约110万吨，与下游经编等企业新增产能释

放是基本一致的。

（5）主要设备供货厂家的产能得到控制。设备供货厂家现在也吸取了2012-2013年的

教训，不会盲目扩产、增产，他们的生产订单已经排到2020年底，也是有序分批交货。

（6）下游市场非常好，目前下游应用领域涵盖纺织服装、家纺、产业用、装饰四大块，特

别是家纺和装饰需求增速每年都能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一季度库存较高是每年都存在的

阶段性的问题，这个库存要用时间去换空间，在未来一两个月内一定会逐步消化。

2、公司有别于同行业企业发展战略的不同点在哪里？

答：（1）公司的战略不同，我们希望企业平稳可持续发展，所有品种都均衡化，企业的

利润也能平稳向上，看一个企业一年的利润是很难判断一个企业好坏的。

（2）无链不强，要做强产业链，但每家企业都要有自己的强项，有自己的制高点，项目

投资时考虑成本、时机、政府的政策支持度等。

3、煤化工等项目的规划考虑情况？

答：现在煤制乙二醇在聚合反应中的应用比例已经提高了不少，据我们所知，公司的控

股股东正有计划开展前期的项目调研论证等工作。

4、贸易战等对产品出口的影响如何？

答:长丝行业以前也存在反倾销等事件，企业也是这么过来。但长丝主要市场还是在国

内，主要需求在国内，中西部地区增速快。企业也在找方法规避贸易战、反倾销。总体看影响

不大。

5、浙石化的进展和资金到位情况？

答：浙石化项目目前正处在设备安装阶段，预计今年年底投产，各股东资本金到位已经

保证了项目的正常运作，目前项目进度、安全、质量可控。

6、长丝产业转移到东南亚的可能性？

答：未来5-10年，我们认为在国内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产业转移到国外要看国

外市场的变化，也要考虑政策环境、投资成本，技术进步、同时到国外去办厂一定要有市场

基础，当然公司也会关注好这些变化和趋势。

7、公司未来项目的资本开支及资金来源？

答：（1）公司通过资本市场融资；

（2）公司每年的折旧和产生的利润；

（3）银行支持和使用一些金融衍生品。

8、PTA二期的开工情况？

答：现在时点上PTA一期、二期都是满负荷生产的，二期4月份还有一次消缺，一期6-7

月份可能会有个例行检修，预计20-25天。

9、行业新增产能的投产2018年与2011年相比有什么不同？

答：2011年时有很多行业外企业进入化纤行业， 也有小企业通过借贷进入化纤行业，

现在的新增产能主要是行业龙头在扩张产能。

10、煤制乙二醇的使用情况？

答：煤制乙二醇现在搭配使用，最高已经在聚合装置上用到了30%的比例。

11、2017年嘉兴石化PTA的利润结算办法？

答：因PTA全部自用，因此根据税务部门要求，参考市场价格，采用内部结算价结算。

12、PTA二期投产后成本降低多少？

答：PTA二期投产之后，根据工艺商提供的内控指标和要求来测算，一期、二期全开后

比只开一期装置单吨PTA制造成本要低150元以上，具体数据要在PTA二期装置全部消缺

完成，平稳运行一段时间后再测算。

13、PTA一期制造成本？

答：现在时点包含所有开支和费用且含税的情况下大约在每吨500元-550元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