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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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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外投资概述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向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四川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

全资子公司）向部分下属子公司增资，增资金额合计人民币18,6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向子公司

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60）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上述需增资的子公司有16家已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相关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一）企业名称：金华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01576510409A

2、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私营法人独资）

3、住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金西开发区汤溪中心区环路东侧1幢

4、法定代表人：张敬学

5、注册资本：人民币1800万元

6、成立日期：2011年06月07日

7、营业期限：2011年06月07日至2031年06月06日

8、经营范围：兽药批发零售（生物制品除外)(《兽药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9年01月

21日）；配合饲料（畜禽）的生产；浓缩饲料（畜禽）的生产。（《饲料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9年11月26日）饲料的生产技术研发；不再分装的小包装种子、饲料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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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企业名称：湖南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3005743455266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住所：湘潭天易示范区玉龙路北、香樟路东

4、法定代表人：杨再龙

5、注册资本：人民币4000万元

6、成立日期：2011年05月17日

7、营业期限：2011年05月17日至2041年05月16日

8、经营范围：配合饲料（畜禽、幼畜禽、种畜禽）、浓缩饲料（畜禽、幼畜禽、种畜禽）的

生产及销售；生物技术的研发；饲料、饲料原料（不含粮食）、饲料添加剂（不含违禁药物）、

兽药（不含兽用生物制品）(兽药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20年01月27日)的销售；粮食收购。

（以上不含前置许可的审批项目，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三）企业名称：合肥傲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215845702172

2、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3、住所：长丰县杨庙工业聚集区206国道东侧

4、法定代表人：廖绍拔

5、注册资本：人民币1400万元

6、成立日期：2011年10月19日

7、营业期限：2011年10月19日至2031年10月18日

8、经营范围：牧业制品研发；饲料销售；兽药零售（不含生物制剂）（有效期至2018年

09月30日）。

（四）企业名称：郑州傲农饲料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825897386724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住所：荥阳市乔楼镇310国道任庄段北侧

4、法定代表人：彭成洲

5、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6、成立日期：2012年02月08日

7、营业期限：2012年02月08日至2062年02月07日

8、经营范围：生产：浓缩饲料（畜禽、水产）（凭有效许可证经营至2018年11月10日）、

复合预混合饲料（凭有效许可证经营至2019年3月13日）；销售：饲料、饲料原料、兽药。粮食

收购（凭有效许可证经营至2018年3月3日）；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从事技术咨询业

务（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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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企业名称：江苏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323592550873F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住所：江苏泗阳经济开发区金鸡湖路9号

4、法定代表人：仲伟迎

5、注册资本：人民币2500万元

6、成立日期：2012年03月23日

7、营业期限：2012年03月23日至2032年03月22日

8、经营范围：生物制品的研发；饲料、初级农产品、兽药销售；粮食收购、销售；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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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企业名称：武汉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155848795138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住所：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湖街金山大道以北、金银湖路以东武汉华尔登国际酒店

(五星级)二期38层1号、2号、11号、12号(12)

4、法定代表人：夏小林

5、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

6、成立日期：2011年11月22日

7、营业期限：2011年11月22日至2021年11月21日

8、经营范围：生物科技研发；饲料销售；自营或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

限定或禁止的除外)。 (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七）企业名称：莱芜傲农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0054879655F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住所：莱芜市莱城区高庄街道办事处任家洼村沿街楼

4、法定代表人：万国锋

5、注册资本：人民币700万元

6、成立日期：2012年11月27日

7、营业期限：长期

8、经营范围：配合饲料（畜禽、幼畜禽、种畜禽）、浓缩饲料（畜禽、幼畜禽、种畜禽）的

生产（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生物技术开发；饲料生产技术的开发；饲料、兽药制剂的销

售；粮食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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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企业名称：云南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12069830408J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住所：云南省曲靖市马龙县轻工业园区

4、法定代表人：杨辉

5、注册资本：人民币600万元

6、成立日期：2013年06月09日

7、营业期限：2013年06月09日至2023年06月09日

8、经营范围：饲料的生产技术研发；配合饲料、浓缩饲料的生产；饲料、农副产品、兽药

的销售；粮食收购；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九）企业名称：吉安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826071842467Q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住所：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工业园

4、法定代表人：刘国梁

5、注册资本：人民币1700万元

6、成立日期：2013年07月15日

7、营业期限：2013年07月15日至2043年07月14日

8、经营范围：配合饲料(禽畜、幼禽畜、种禽畜)生产、批发和销售；浓缩饲料、添加剂预混

合饲料、饲料原料、饲料添加剂批发、零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粮食收购；兽用化学药、中兽

药等销售；编织袋生产及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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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企业名称：北京慧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095572377F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住所：北京市顺义区张镇张镇大街22号

4、法定代表人：李兵

5、注册资本：人民币1200万元

6、成立日期：2014年3月19日

7、营业期限：2014年3月19日至2034年03月18日

8、经营范围：生产猪浓缩饲料(饲料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19年10月30日)；生产复合预

混合饲料(畜禽水产、反刍动物)(饲料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19年10月29日)；销售兽药；技术

开发、技术推广、技术咨询；销售饲料、饲料添加剂。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

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

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十一）企业名称：哈尔滨傲农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1093011220288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住所：哈尔滨市松北区万宝镇万宝村万宝屯

4、法定代表人：郭连会

5、注册资本：人民币1300万元

6、成立日期：2014年05月19日

7、营业期限：长期

8、经营范围：畜牧饲料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销售饲料；兽用化学药品、中药制剂、器

械经营（禁销生物制品）（兽药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20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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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企业名称：江门傲农饲料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78134527068X6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住所：台山市大江镇公益益兴路50号第二幢一楼A区

4、法定代表人：方勇军

5、注册资本：人民币600万元

6、成立日期：2015年06月06日

7、营业期限：长期

8、经营范围：饲料生产技术的研发；饲料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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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企业名称：南宁傲农育种技术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123MA5KCM3765

3、住所：隆安县城厢镇蝶城路619号

4、法定代表人：李亮

5、注册资本：人民币1600万元

6、成立日期：2016年06月06日

7、营业期限：长期

8、经营范围：种猪繁育；猪的饲养、销售及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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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企业名称：厦门傲牧贸易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357504715XE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住所：厦门市思明区塔埔东路168号1201单元

4、法定代表人：刘勇

5、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

6、成立日期：2011年08月10日

7、营业期限：2011年08月10日至2031年08月09日

8、经营范围：饲料批发；其他农牧产品批发；饲料零售；其他未列明零售业（不含需经许

可审批的项目）；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危险化学品批发(丙酸、甲酸、正丁酸)。

（十五）企业名称：傲网信息科技（厦门）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3303203219R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住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39号楼201单元之215、217、228、230室

4、法定代表人：郭靖

5、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6、成立日期：2015年06月10日

7、营业期限：2015年06月10日至2065年06月09日

8、经营范围：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药品信息服务和网吧）；软件

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互联网接入及相关服务（不含网吧）；其他互联网服务（不含需经

许可审批的项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批发；农业机械批发；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

（十六）企业名称：上饶市傲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1128MA35LPWP8P

2、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住所：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工业园区芦田轻工产业基地

4、法定代表人：刘国梁

5、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6、成立日期：2016年12月06日

7、营业期限：2016年12月06日至2036年12月05日

8、经营范围：农业技术开发；农作物种植及销售；生猪养殖及销售；种猪繁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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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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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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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

议于2018年4月27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18年5月3日以传阅审议的方式召

开。 应参加本次表决的董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9名，会议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的董事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九票赞同、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

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于2018年4月26日召开的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唐斌先生为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同意对

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董事会专门委员

会委员进行调整，调整后人员构成如下：

1、战略委员会委员：孟凡博先生、朱晖先生、胡丹女士、钟伟刚先生、万正洋先生、叶秀

军女士、马洪先生，召集人：孟凡博先生；

2、审计委员会委员：王征女士、马洪先生、唐斌先生、孟凡博先生、万正洋先生，召集人：

王征女士；

3、提名委员会委员：马洪先生、王征女士、唐斌先生、孟凡博先生、胡丹女士，召集人：马

洪先生；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唐斌先生、王征女士、马洪先生、孟凡博先生、胡丹女士，召

集人：唐斌先生。

调整后的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与第六届董事会

董事剩余任期一致。

二、以九票赞同、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全文登载于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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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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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概况

2018年5月3日，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第五次（临时）会议以九票赞同、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

议案》，公司拟出资人民币1000万元在湖北省武汉市设立全资子公司武汉悦田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悦田科技” ）。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上述事项无需经过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

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武汉悦田科技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杨红

4、注册地址：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科技园九凤街5号凡谷电子4号楼

5、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公司出资比例100%。

6、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7、经营范围：科技咨询、孵化器运营；工业厂房开发、销售；厂房租赁、物业管理、仓储服

务（不含化学危险品）。

以上信息以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内容为准。

三、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为了应对行业的变化趋势，公司需要对现有的资源和业务进行梳理整合，并采用新的

管理方法和运营模式开展具有潜力的新业务， 为此特成立悦田科技作为新业务的运营平

台，以促进新业务的落地实施。

本次投资使用自有资金，设立之子公司为公司合并财务会计报告单位，不会对公司正

常的运营资金和短期的经营成果产生明显的影响，本次投资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的情形。

四、本次对外投资存在的风险

本次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符合公司自身战略布局和业务发展需要，但仍然可能受到市

场、经营、管理等方面风险因素的影响。 公司将不断完善子公司的治理结构，加强内部协作

机制的建立和运行，并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流程，组建良好的经营管理团队，积极防范和应

对风险。

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该投资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各位

投资者予以关注，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2194

证券简称：

*ST

凡谷 公告编号：

2018-051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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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票于2018年4月

27日、5月2日、5月3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16.54� %， 根据深

交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通过电话及现场问询等方式，向公司控 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及管理层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必要核实， 现将核实情况说明

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

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

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孟庆南先生、王丽丽女士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

间均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6、公司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

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 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

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 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

处。

四、风险提示

1、 公司在2018年4月26日披露的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中对公司2018年1-6月的业绩

进行了预计，预计2018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18,000万元至

-6000万元。 根据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前述业绩预计不需要修正。

2、鉴于公司 2016�年度、2017�年度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根据

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自2018年4月27日起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特别处理。 详细情况请查阅公司于2018年4月26日披露的《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44）。

3、《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 上述指定媒

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四日

证券代码：

600148

证券简称：长春一东 公告编号：

2018-028

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更正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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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原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

2.�原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8年5月14日

3.�原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148 长春一东 2018/5/4

二、

更正补充事项涉及的具体内容和原因

公司于2018年5月3日披露了公告《关于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议案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8-026）。 公告中“四、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中（四）股

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的非累积投资议案内容未写完整，现予以补充。 ”

三、 除了上述更正补充事项外，于 2018年5月3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 更正补充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1.�现场股东大会召开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18年5月14日 14�点30�分

召开地点：长春市高新区超然街2555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2.�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8年5月14日

至2018年5月14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

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3.�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4.�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017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

2 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 2017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4 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5 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6 2017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

7.00

关于公司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8年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7.01

与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及所属企业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

7.02

与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及其所属企业发生的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

√

8 2018年投资计划及新产品科研计划议案 √

9 关于聘任姜志刚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10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议案 √

特此公告。

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3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2017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2 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 2017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4 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5 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6 2017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7.00

关于公司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

况及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7.01

与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及所属

企业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7.02

与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及其所属企

业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8

2018年投资计划及新产品科研计划议

案

9

关于聘任姜志刚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

事会监事的议案

10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议

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

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603722

证券简称：阿科力 公告编号：

2018-035

无锡阿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到期赎回

并继续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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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阿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2月13日召开2017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在满足公

司运营资金需要的前提下，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资金收益水平，为公司及股东谋取更多

收益，根据自有资金的情况和银行理财产品的市场状况，对最高额度不超过10,000万元的

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日常运营的情况下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12个月内滚动使用， 并授权公司总经理在上述额度内组织实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与

2017年11月22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11）。

一、 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到期赎回的情况

序号 受托方

产品名

称

产品类

型

投入金额 起止期限

预 期 年 化

收益率

赎 回 金

额

实际收益

1

南京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无锡

锡山支行

单位结

构性存

款

利率挂

钩型

1,000万元

人民币

2018年1月

24 日 至

2018年4月

24日

2-4.05%

1,000万

元 人 民

币

101,

541.67元人

民币

说明：公司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 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实施情况

序号 受托方

产 品 名

称

产品类型 金额 起息日 到期日 期限

预 期 年 化

收益率

1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无锡

锡山支行

中 银 保

本理财-

人 民 币

按 期 开

放

保证收益

型

1,000万元

人民币

2018 年 5

月3日

2018 年 5

月24日

21天 2.20%

说明：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未到期产品的情况

序号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金额 起息日 到期日 期限

预期年化

收益率

1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无锡

锡山支行

中银保本

理 财 - 人

民币按期

开放

保证收益

型

3,500万元

人民币

2018年4

月4日

2018年 5

月10日

36天 3.0%

2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无锡

锡山支行

单位定期

存款

/

5,029,

299.32

美元

2018年3

月30日

2018年 6

月30日

三 个

月

2.958000

%

3

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无锡

五爱支行

单位定期

存款

/

3,016,

504.17美元

2018年4

月2日

2018年 7

月2日

三 个

月

2.55%

4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无锡

锡山支行

中银保本

理 财 - 人

民币按期

开放

保证收益

型

1,000万元

人民币

2018年5

月3日

2018年 5

月24日

21天 2.20%

说明：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 委托理财产品的安全性及公司风险控制措施

1、严格筛选投资对象，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效益好、资金运

作能力强的单位所发行的产品。

2、公司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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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

进行审计。

4、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 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坚持规范运作，保值增值、防范风险，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的前提下，使用闲

置自有资金委托理财，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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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理财产品的总金额

截至公告日，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4,500万元人民币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8,045,

803.49美元进行单位定期存款，未超过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对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

托理财的批准投资额度。

七、 备查文件

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总协议书。

无锡阿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5月4日

证券代码：

603365

证券简称：水星家纺 公告编号：

2018-029

上海水星家用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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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奉贤区航南公路4988号 上海大船酒店五楼金陵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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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02,905,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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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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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司董事长李裕陆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表决方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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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出席6人，副董事长李来斌先生、董事沈义贵先生、独立董事潘敏

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周忠先生出席会议，财务总监孙子刚先生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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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905,171 100.00 0 0 0 0

2、议案名称：公司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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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905,171 100.00 0 0 0 0

3、议案名称：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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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905,171 100.00 0 0 0 0

4、议案名称：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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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905,171 100.00 0 0 0 0

5、议案名称：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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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905,171 100.00 0 0 0 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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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905,171 100.0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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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公司2017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

78,237,651 100 0 0 0 0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78,237,651 100 0 0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胡家军、荀为正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17年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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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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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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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水星家用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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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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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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长阳街133号公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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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1,174,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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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2.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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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兼总经理

王蔚先生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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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段佳国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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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174,34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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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174,34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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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174,34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17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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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174,34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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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174,34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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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284,07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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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284,07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2017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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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174,34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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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174,34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以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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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174,34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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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144,513 99.9753 29,828 0.0247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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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174,34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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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174,34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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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616,29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9,695,43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862,61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29,92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832,682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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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关于2017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10,558,04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关于2017年日常关联交

易执行情况的议案

10,558,04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2018年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10,558,04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关于2017年度董事、监

事薪酬的议案

10,558,04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2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10,558,04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3

关于续聘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的议案

10,558,04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中，议案6及议案7相关关联股东均回避表决。

2、 会议还听取了2017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关于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本公司于2018年4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公告的《关于召开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及于2017年4月21日公布的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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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辰、齐鹏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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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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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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