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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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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信立泰 编号：

2018-028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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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8年4月29日，以书

面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8年4月2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的

通知时限。应参加董事9人，实际通过书面方式参加董事9人，出席董事符合法定人数。本次会议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审议并形成如下决议：

会议以9人同意，0人反对，0人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参股Mercator�

MedSystems,� Inc.的议案》。

为完善公司在心脑血管领域的战略布局，加强国际创新研发合作，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诺泰国际有

限公司（下称“诺泰” ），以自有资金399.9998万美元，认购美国Mercator� MedSystems,� Inc.（下称

“目标公司” ）新发行的D轮优先股1,039,960股。 认购完成后，诺泰将持有目标公司5.07%股份，成为目

标公司股东。

同时，诺泰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认购目标公司额外1,039,960股D轮优先股的权利。 若认购该部分

股份，诺泰将合计出资799.9996万美元，持有目标公司2,079,920股，占目标公司9.08%股份。

董事会授权诺泰执行董事负责签署本次交易有关协议及后续具体履行协议的相关事宜， 授权期限

至相关事宜全部办理完毕止。

（《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参股Mercator� MedSystems,� Inc.的公告》详见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

鉴于诺泰国际有限公司是否行使优先认购权尚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交易的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2294

证券简称：信立泰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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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参股

Mercator MedSystem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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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交易概述

（一）基本情况

为完善公司在心脑血管领域的战略布局， 加强国际创新研发合作，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信立泰” 或“公司” ）全资子公司诺泰国际有限公司（下称“诺泰” ）拟以自有资金399.9998万

美元，认购美国Mercator� MedSystems,� Inc.（下称“目标公司” ）新发行的D轮优先股1,039,960股。

本次认购完成后，诺泰将持有目标公司5.07%股份，成为目标公司股东。

此外，诺泰有权以同等条件，享有目标公司额外的1,039,960�股D轮优先股的优先认购权。 若认购

该部分股份，诺泰将合计出资799.9996万美元，持有目标公司2,079,920股，占目标公司9.08%股份。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参股Mercator� MedSystems,� Inc.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以9人同意，0人反对，0人弃权审议通过。

（三）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本次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及诺泰与目标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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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授权诺泰执行董事负责签署本次交易有关协议及具体履行协议的相关事宜， 授权期限至相

关事宜全部办理完毕止。

本次投资事项尚需得到有关政府部门备案或审批后方可实施。

（四）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二、 交易基本情况

（一） 诺泰国际有限公司系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具体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诺泰国际有限公司（SPLENDRIS� INTERNATIONAL� LIMITED）

商业登记证号：52527238-000-06-17-1

成立日期：2010年6月29日

注册地点 ：FLAT/RM� 1801� 18/F� BONHAM� TRADE� CENTRE� 50� BONHAM� STRAND�

SHEUNG�WAN,� Hong� Kong

执行董事：杨健锋

注册资本：1500万港币

主营业务：贸易，技术支援服务

产权及控制关系：公司持有诺泰100%股权。

（二）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为诺泰使用自有资金，以认购目标公司新发行的D轮优先股的方式，投资参股目标公司。

第一次认购金额为399.9998万美元。认购完成后，诺泰将持有目标公司1,039,960股优先股，占目标

公司5.07%股份，成为其股东。

若诺泰行使优先认购权，以399.9998万美元认购目标公司额外的1,039,960股优先股，诺泰将合计

出资799.9996万美元，持有目标公司2,079,920股，占目标公司9.08%股份。

该标的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股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

仲裁事项，亦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三） 目标公司概况

1、 基本信息

名称：Mercator� MedSystems,� Inc.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登记地点：美国特拉华州

成立日期：2000年12月19日

联邦税号：94-3385032

联合创始人、总裁：Kirk� Seward

首席执行官：Trent� Reutiman

2、 主营业务

Mercator� MedSystems,� Inc.主要从事高端心血管介入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销售，核心专利技

术为“靶向药物微针输送系统” 。 该系统以传统的介入导管为输送平台，抵达血管病变位置后，通过球囊

扩张，使得微针通过血管壁，在动脉外膜实现精准靶向给药。 目前，微针输送系统主要运用于外周动脉疾

病领域，在高血压、肿瘤、呼吸等领域亦有拓展研究。

围绕核心技术，公司全球首创Bullfrog?微针输送系统，并于2016年获得美国FDA（510k）产品注

册及欧盟CE产品认证，获得美国、欧盟等多个国家（地区）40余项专利。 Bullfrog?微针输送系统主要适

应症为下肢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 目前，在美国正处于临床推广阶段，并开展了超过500人的临床试验。

公司2017年发布的DANCE临床试验结果显示，在下肢动脉疾病领域，完成传统的血运重建（斑块旋切

术或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等）后，使用Bullfrog?微针输送系统靶向精准注射抗炎药物，可以显著提高血

运重建术的通畅性和时效性，效果明显优于单独使用斑块旋切术和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等方法。

Bullfrog?微针输送系统因其在治疗下肢动脉疾病方面的多样性、灵活性和有效性，获得业内人士

的广泛认可，被权威杂志The� MedTech� Strategist评选为“2017年度外周动脉疾病（PAD）领域最值

得关注的创新产品” 。

该产品特点突出，专利保护全面，保护周期长。 目前，有数个具有前瞻性的、多中心、随机对照的临床

试验正在开展，论证Bullfrog?微针输送系统针对不同适应症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3、 诺泰参股前，目标公司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股权比例（%）

1 Charles�Crocker 3,202,516 16.84%

2

Howard� H. � Leach� Living� Trust� U/D/T�

Dated�September�5,�1986,�as�Amended

2,963,139 15.58%

3 Volcano�Capital,�LLC 2,331,793 12.26%

4 Stanmore�Investments 1,112,523 5.85%

5 Aphelion�Medical�Fund,�L.P. 1,098,159 5.78%

6 其他股东 8,306,904 43.69%

合计 19,015,034 100.00%

诺泰参股后，目标公司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变动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诺泰第一次认购后 若诺泰行使优先认购权后

持股数量（股） 股权比例（%） 持股数量（股） 股权比例（%）

1 诺泰国际有限公司 1,039,960 5.07% 2,079,920 9.08%

2 Charles�Crocker 3,322,278 16.18% 3,322,278 14.50%

3

Howard�H. �Leach�Living�

Trust� U/D/T� Dated�

September�5, �1986, �as�

Amended

3,075,002 14.98% 3,075,002 13.42%

4 Volcano�Capital,�LLC 2,419,821 11.79% 2,419,821 10.56%

5 Stanmore�Investments 1,181,181 5.75% 1,181,181 5.15%

6

Aphelion�Medical�Fund,�

L.P.

1,138,836 5.55% 1,138,836 4.97%

7 其他股东 8,352,889 40.69% 9,697,847 42.32%

合计 20,529,967 100.00% 22,914,885 100.00%

以上表格为初步测算数据，最终以目标公司D轮融资最终完成情况为准。

4、 目标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元 币种：美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3月31日

总资产 3,439,457.60 1,358,791.88

净资产 -76,026.92 -2,434,833.20

负债合计 3,515,484.52 3,793,625.08

所有者权益 -76,026.92 -2,434,833.20

项目 2017年度 2018年1-3月

营业收入 259,025.00 35,800.00

营业成本 1,669,541.07 553,630.20

营业利润 -8,416,721.13 -2,328,865.98

利润总额 -8,457,743.44 -2,337,346.92

净利润 -8,458,543.44 -2,337,346.92

（四）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目标公司D轮优先股每股价格为3.8463美元。诺泰以自有资金399.9998万美元，认购目标公司发

行的D轮优先股1,039,960股；认购完成后，将持有目标公司5.07%股份，成为目标公司股东，享有D轮优

先股股东的权利并承担义务。

2、 本次投资款主要用于目标公司的研发投入、临床试验、运营推广等主营业务，以及经目标公司董

事会指定的其他用途。

3、 在目标公司相关在研项目的关键临床试验数据首次披露前，诺泰可以按照与本协议同等条件，

以399.9998万美元，享有额外1,039,960股D轮优先股的优先认购权。

如行使优先认购权，诺泰合计投资金额为799.9996万美元，持有目标公司2,079,920股，占目标公司

9.08%股份。 同时，有权委派一名成员进入目标公司董事会。

4、 支付方式：现金。

5、 交割

（1） 本协议项下首次股份交割，为协议签订后第十日的太平洋时间上午10:00前于协议约定地点

进行，或在协议双方约定的时间和地点进行（该时间和地点为“初始交割日” ）。

（2） 如诺泰行使优先认购权， 则股份交割时间不得晚于协议约定日期当日的太平洋时间下午5:

00。

（3） 每次交割时，目标公司应在收到投资人以支票、电汇、免除债务（或以上多种方式的组合）、或

目标公司董事会批准的以其他方式支付的对价后，向投资人签发股东出资证明。

6、 声明与保证

标的公司就公司资质、股权结构、财务报表、无未披露的负债、知识产权、重大合同、诉讼、许可权、税

务事项、资产所有权、环境、授权、员工福利、审慎义务等方面作出了声明与保证。 诺泰就公司投资经验、

资质、授权、审慎义务等方面作出了声明与保证。

7、 违约责任

若本协议项下任一方违反约定义务或所作陈述、承诺、保证，均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8、 本协议自各方取得各自权力机关批准并签署后生效。

9、 本协议受加利福尼亚州法律管辖，且不适用法律冲突原则或任何法律选择。

三、 涉及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权债务重组情况，交易完成后不产生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本次交易事项与募集说明书所列示的项目无关，不存在公司股权转让或高层人事变动计划等其他安排。

四、 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 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Mercator� MedSystems,� Inc.已上市产品为Bullfrog?微针输送系统，主要运用于下肢动脉粥样硬

化性疾病。 该疾病属于常见且严重的外周动脉疾病，据统计，欧洲、北美地区约有2,700万外周动脉疾病

患者，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加遽，预计未来20年，外周动脉疾病的流行率仍将不断增长，市场前景广

阔。

此外，以微针输送系统为平台，Mercator� MedSystems,� Inc.有多个介入类器械项目在研，技术应

用逐步向肿瘤、高血压、呼吸等领域拓展，市场前景看好。

诺泰是公司境外联络窗口之一。 此次以诺泰为主体，投资参股Mercator� MedSystems,� Inc.，不仅

将获得所持优先股部分的投资收益，并可以此为契机，与国外优秀的技术团队合作，深入参与国际创新

项目研发，符合公司以诺泰为境外窗口，加强与海外研发机构合作的战略目标，进一步提升公司在心脑

血管领域的研发能力。 同时，亦将获得创新产品的国际推广经验，推进国内循证医学推广水平提升，增强

公司核心竞争力。

诺泰第一次投资金额为399.9998万美元。 若行使优先认购权，投资金额合计为799.9996万美元（约

合人民币5,104万元，以实际投资时汇率折算额为准），约占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总资产的0.74%，不会

影响公司现金流的正常运转，亦不会影响公司的生产经营，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

在不利影响。

（二） 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

1、 目标公司位于美国，美国的法律制度、政治体系、文化商业环境等与中国存在一定差异，投资后，

可能在公司治理、文化融合等方面存在一定风险。

2、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发展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可能存在法律、行业、汇率波动和市场风险。

3、 目前，公司以参股股东身份，按协议约定行使股东权利，但并不直接参与目标公司的日常运营管

理，对其日常运营管理可能缺乏监管手段，存在一定管理风险。

4、 本次投资尚需得到有关政府部门备案或审批后方可实施，相关事项的办理以有关部门的审批意

见为准，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5、 新产品上市后的临床推广需要一定周期，投资收益可能会逐步实现，存在短期内不能获得投资

收益的风险；亦存在投资收益不达标或亏损的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并防范有关风险，按照法律法规，严格风险管控，降低和规避投资风险。

鉴于诺泰国际有限公司是否行使优先认购权尚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交易的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 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相关协议；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三日

证券代码：

603868

证券简称：飞科电器公告编号：

2018-016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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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2588号上海千禧海鸥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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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99,885,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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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8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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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总裁李丐腾先生主持，会议采用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范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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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财务总监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7年度公司董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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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885,230 100.0000 10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2017年度公司监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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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884,430 99.9998 100 0.0000 800 0.0002

3、议案名称：2017年度公司财务决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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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885,230 100.0000 10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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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885,230 100.0000 10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2017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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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885,230 100.0000 10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18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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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885,230 100.0000 100 0.000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继续对经营性流动资金实施现金管理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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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884,030 99.9997 100 0.0000 1,200 0.0003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392,00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5,286,00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2,599,223 99.9962 100 0.0038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1,862,583 99.9946 100 0.0054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736,64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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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度公司董事会工

作报告

7,885,230 99.9987 100 0.0013 0 0.0000

2

2017年度公司监事会工

作报告

7,884,430 99.9886 100 0.0013 800 0.0101

3

2017年度公司财务决算

报告

7,885,230 99.9987 100 0.0013 0 0.0000

4

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及

年度报告摘要

7,885,230 99.9987 100 0.0013 0 0.0000

5

2017年度公司利润分配

方案

7,885,230 99.9987 100 0.0013 0 0.0000

6

关于续聘2018年度财务

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

构的议案

7,885,230 99.9987 100 0.0013 0 0.0000

7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继续

对经营性流动资金实施

现金管理的议案

7,884,030 99.9835 100 0.0013 1,200 0.015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全部议案对持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议案五

《2017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进行了现金分红分段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陈杰、李依依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认为：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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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5月4日

证券代码：002169 证券简称：智光电气 公告编号：2018027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阿里云计算有限

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协议签署概述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智光电气” ）与阿里云计算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阿里云” ）于2018年5月3日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基于各自优

势，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构建“基于大数据驱动的面向综合能源大服务的工业互

联网平台” 。

二、合作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6673959654P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胡晓明

成立日期：2008年4月8日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转塘科技经济区块16号8幢

经营范围：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互联网资源协作服务；第一

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内容分发网络业务；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国内互联网虚拟专用网

业务；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存储转发

类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互联网域名解析服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

息服务业务等

阿里云在杭州、北京和硅谷等地设有研发中心和运营机构，是全球领先的云计算及人

工智能科技公司，致力于以在线公共服务的方式，提供安全、可靠的计算和数据处理能力，

让计算和人工智能成为普惠科技。 阿里云的目标是打造互联网数据分享第一平台，成为以

数据为中心的云计算服务公司，借助技术的创新，不断提升计算能力与规模效益，用互联网

的方式帮助客户便捷地按需获取阿里云的云计算产品与服务。

注：来源阿里云官网https://www.aliyun.com及公开调研资料。

三、协议主要内容

双方约定本合作框架协议下的各具体合作项目，将依托阿里云的云计算、大数据、人工

智能产品、 技术及专家服务， 结合智光电气能源应用场景与行业应用专家共同建设实施

“基于大数据驱动的面向综合能源大服务的工业互联网平台”项目。 项目首期建设子项目

内容确定为：

1、企业云平台基础设施建设；

2、“综合能源大服务工业互联网平台” 的构建；

3、大型能源设备和成套系统的预测性维护系统的开发与应用；

4、区域综合能源能效优化系统的开发与应用。

在具体项目合作过程中，各具体子项目具体实施内容、双方分工细则、权利义务等，采

取“一个项目，一份商务合同”的形式，由双方另行签署合同予以约定。

四、合作目的及影响

旨在以国家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 发展工业互联网为契机，紧跟能源革命和电

力体制改革步伐，充分发挥公司在能源技术与服务领域多年积累的大量应用场景和行业经

验，结合阿里云大数据技术在能效优化、工艺优化、品质提升等方面的平台支撑和智能决策

支持，形成聚合效应，深入挖掘综合能源产业链应用数据价值，共同打造具有领先水平综合

能源大服务工业互联网平台。

本次合作是以业务发展和市场需求为驱动， 在电气产品和综合能源服务拓展的同时，

借鉴并融合互联网思维，采用云计算、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技术，持续发展以大数据驱

动为主要特点的综合能源大服务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助力智光电气成为“国内具有

领先地位的大型综合能源技术与服务提供商” 的战略目标加速实现。

鉴于双方合作处于启动阶段，预计短期内对公司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五、审议程序

1、上述协议为框架性协议，不涉及任何具体的交易标的和标的金额，无需提交董事会

和股东大会审议。

2、公司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六、风险提示

本协议为双方战略合作的框架性协议，双方将在此战略合作协议下根据具体合作事项

另行签订商务合作协议，协议的具体实施和进度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要求，在今后的定期报告或临时公告中持续披露本次战略合作

的后续进展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5月3日

证券代码：

300577

证券简称：开润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38

安徽开润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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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与网络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2018年4月13日，安徽开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以公告形式向全体股东发出召

开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会议以现场和网络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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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3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5月2日下午15:00至2018年5月3日下午15:00期间的

任意时间；现场会议于2018年5月3日下午14:3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人,代表股份数80,048,04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6.2854%。其

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7人，代表股份数78,988,41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5.4079%；参

加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数1,059,63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8774%。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范劲松先生主持。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

席或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0,048,04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股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作了独立董事2017年度述职报告。

（二）审议《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0,048,04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股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三）审议《2017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80,048,04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股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四）审议《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0,048,04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股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五）审议《2017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80,048,04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股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3,831,5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六）审议《关于续聘公司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0,048,04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股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3,831,5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七）审议《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0,048,04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股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3,831,5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八）审议《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0,048,04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股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3,831,5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徐大伟律师、巩雪阳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安徽开润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安徽开润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开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5月3日

股票代码：

601558

股票简称：

ST

锐电 编号：临

2018-024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事项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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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2月3日、2015年

12月11日、2018年1月10日、2018年1月12日、2018年1月25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了《涉及诉讼的提示性公告》、《涉及诉讼

公告》、《诉讼事项进展公告》、《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及股票复牌公告》、

《诉讼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105、临2015-108、临2018-001、临2018-004、

临2018-006）。 美国时间2013年6月27日美国司法部对公司提起刑事案件诉讼，诉称公司

及其他三被告在与美国超导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的业务往来中涉嫌电信诈骗、窃取商业秘密

以及共谋罪。 但公司并未收到任何一家美国法院送达的与该事项相关的任何司法文书。 目

前就相关司法文件送达的有效性问题， 正在司法程序中， 尚无最终结果。 美国中部时间

2018年1月8日上午9点，美国司法部对公司提起的刑事诉讼在威斯康星州西区联邦地区法

院开庭审理。 公司于北京时间2018年1月25日凌晨收到公司聘请的美国律师邮件通知：该

案件陪审团达成一致决议，认为公司上述三项罪名成立。 法院预计于2018年6月4日作出判

决。

现将本案最新进展公告如下：

公司于北京时间2018年5月3日凌晨收到公司聘请的美国律师邮件通知： 威斯康星州

西区联邦地区法院重新制定了宣判听证庭审时间表， 法院预计于当地时间2018年7月6日

作出判决。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案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及时

关注公司公告，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3日

证券代码

:600785

证券简称

:

新华百货 编号

:2018-023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财产保全担保解除的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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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15年2月17日披露

了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项财产保全担保的公告》

（2015-009号），公司与宁夏大世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大世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中，公司以全资子公司银川新华百货老大楼有限公司部分房

产为公司诉讼事项财产保全提供担保。

一、关于本次财产保全担保解除的情况说明

因该诉讼事项已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完毕，公司特向宁夏回族自治区

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宁夏高院” ）申请解除上述保全担保。 近日公司收到宁夏高院

（2015）宁民商初字第2-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

1、 解除对宁夏大世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北

京中路48号大世界商务广场六层整层房屋及对应土地权属的查封；

2、 解除对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物银房权证兴庆区字第

2005020588号房屋的查封。

二、备查文件

1、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5）宁民商初字第2-4号《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5月3日

证券代码：

000965

证券简称：天保基建 公告编号：

2018-15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

活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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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18年3月22日发布了2017年年度报告。为

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定于2018年5月8日（周二）下午15:00-16:30举行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 活动将借助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

平台,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以登录“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参与本次

互动交流。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五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2651

证券简称：利君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36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集体接待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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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工作，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

由四川省上市公司协会、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深圳全景网络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2018年四川

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主题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深圳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

资者可以登录“全景路演天下” 网站（http://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微信号：

p5w2012），参与公司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时间为2018年5月11日（星期五）15:30至17:

00。

届时公司总经理林麟先生、 董事会秘书胡益俊先生将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与投资者就2017年

年报、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沟

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2113

证券简称：天润数娱公告编号：

2018-050

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延期回复

2017

年年报问

询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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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于2018年4月23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8】第40号）（以下简称“《年报问询函》” ），要求公

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在2018年5月3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并对外

披露。

因《年报问询函》涉及内容较多，公司不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时间内完成回复工作。 经向深

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年报问询函》回复日期延迟至2018年5月14日。

特此公告。

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三日

证券代码：

600462

证券简称：九有股份 编号：临

2018-014

深圳九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

子公司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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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根据《深圳市市级产业专项资金拨付操作规程》（深财科[2010]173号）和《关于发

布〈深圳市财政专项资金委托商业银行监管方案〉》（深财科[2012]1号）的有关规定，

2018年4月28日， 深圳九有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深圳博立信科技有限公司收到了

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拨付的补助资金76万元。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等有关规定，上述补助资金76万元计入营

业外收入，确认为当期损益。

本次公告的政府补助会对公司当期利润产生一定的影响，具体的会计处理以审计机

构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九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