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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

002073

证券简称：软控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23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年度报告中环境保护相关情况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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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控股份（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4月23日对外披露2017年年度报告，根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一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要求，

对年报中的“环境保护相关的情况”作如下补充：

一、《2017年年度报告》“第五节重要事项”中的“十八、社会责任情况3、环境保护相

关的情况”部分补充披露如下：

公司或子

公司名称

主要污染

物及特征

污染物的

名称

排放方式

排

放

口

数

量

排放口分

布情况

排放浓度

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

准

排放总量

核定

的排

放总

量

超标

排放

情况

青岛软控

机电工程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软控机

电” ）

生活污水：

PH

达标排入市

政污水管网

1

西园区东

北角

6.88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

道水质标准》

（CJ343-2010）

/ / 无

生活污水：

SS

达标排入市

政污水管网

1

西园区东

北角

16mg/L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

道水质标准》

（CJ343-2010）

0.96t/a / 无

生活污水：

COD

达标排入市

政污水管网

1

西园区东

北角

31.8mg/L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

道水质标准》

（CJ343-2010）

1.91t/a / 无

生活污水：

氨氮

达标排入市

政污水管网

1

西园区东

北角

1.03mg/L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

道水质标准》

（CJ343-2010）

0.06t/a / 无

有机废气 有组织排放 1

东园区喷

漆车间北

侧

19.1mg/m

3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GB�16297�

1996）

0.8t/a / 无

颗粒物 有组织排放 1

东园区喷

砂房

1.55g/m3

《山东省区域性大气

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

（DB37/2376-2013）

及《山东省固定源大

气颗粒物综合排放标

准》

（DB37/1996-2011）

/ / 无

抚顺伊科

思新材料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抚顺伊科

思” ）

废气：本项

目排放的

废气为生

产过程中

精馏和蒸

馏以及无

组织排放

的非甲烷

总烃，污染

因子：

NMHC

连续排放 2

地面火

炬、干燥

箱废气

21m排气

筒

5.54mg/L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

(GB16297-1996)

616.88t/

a

/ 无

废水：主要

为设备、管

道清洗废

水和循环

排污水，污

染因子：

COD

连续排放 1

厂区排放

总口

123.5mg/L

《辽宁省污水综合排

放标准》

（DB21/1627-2008）

及《抚顺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再生水场》

纳管标准

2.51t/a / 无

废水：氨氮 连续排放 1

厂区排放

总口

4.1mg/L

《辽宁省污水综合排

放标准》

（DB21/1627-2008）

及《抚顺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再生水场》

纳管标准

0.006t/a / 无

二、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

软控机电：

1、喷漆线作业产生的有机废气采用活性炭吸附+催化燃烧的方式进行处理，VOCs废

气处理设备可实现减少甲苯、二甲苯有机废气的排放，有组织排放有机废气排放达标。

2、抛丸废气采用布袋除尘或配袋式除尘器，通过不低于15米的烟囱有组织排放，各

项指标达到环保标准。

抚顺伊科思：

1、对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装置，增加排气筒，干燥箱干燥废气通过21m排气筒有组织

排放，各项指标达到环保标准。 工艺废气全部进入废气回收冷凝器冷却回收，剩余不冷凝

器排入自建的地面火炬系统（火炬系统21m高）。 可将含烃类转化成水、二氧化碳再排入

大气环境，从而减少烃类气体直接排放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2、对于废水排放：

（1）分流制排污管网建设

按照“清污分流” 、“雨污分流” 原则，本项目建有生产污水管网、清净污水管网和雨

水管网；其中：生产污水管网、清净污水管网并入抚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污水系统，经开

发区再生水厂处理后达标排放； 本项目污水处理依托抚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污水处理

厂。

（2）废水预处理措施

本项目含油污水经隔油浮选预处理系统处理后，经总排口排入开发区污水系统；项目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经总排口排入开发区污水系统。

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环评批复

文号

审批部门 批复时间 验收批复 验收时间 验收部门

1

青岛软控（胶

州）科研制造基

地建设项目

青环评字

[2008]177

号

青岛市环

境保护局

2008.10.30

青环验[2011]

128号

2011.12.8.

青岛市环

境保护局

2

15万吨/年裂解

碳五分离联产4

万吨/年异戊橡

胶项目

批复文号：

辽环函

（2010）

579号

辽宁省环

境保护局

2010.12.3.

辽环验{2017}

26号

2017.6.8.

抚顺市环

境保护局

四、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软控机电对《环境污染事故应急处置预案》进行了第二次修订发布，并经胶州市环境

保护局备案；

抚顺伊科思已编制《抚顺伊科思新材料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在抚顺

市环境保护局备案。 根据环保相关要求，第二次修订正在进行中。

五、环境自行监测方案

软控机电委托第三方资质单位-青岛顺昌检测评价有限公司进行环境检测， 检测项

目包括：废水、有组织废气、厂界噪声等，检测结果均未超标。

抚顺伊科思已安装在线监测设施并上传至辽宁省环境监测站监控平台。

六、其他应当公开的环境信息

无。

除上述补充披露内容外，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其他内容不变。 更新后的相关内容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

意。

特此公告。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5月3日

证券代码：

600210

证券简称：紫江企业 公告编号：临

2018-018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暂时

闲置自有资金购买货币市场基金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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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7月5日，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七届董

事会第二次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

购买货币市场基金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日常经营资金使用、资金安全和流动

性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2亿元（日动态余额，在额度范围内可以滚动使用）闲置

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短期的货币市场基金，期限不超过12个月，在上述额度及期限范围

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及财务部门在额度范围内负责办理购买货币市场

基金的具体事宜。 公司监事会、 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书面意见， 详见公司发布的

2017-028号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货币市场基金的进展情况如下：

一、本次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货币市场基金的进展情况

产品类

型

产品名称 基金代码 认购金额 认购日期 赎回日期 赎回金额 实际收益

南方现金增利B 202302

0.3亿元 2018.3.1 2018.3.28 0.3亿元 9.47万元

0.3亿元 2018.4.2 2018.4.27 0.3亿元 8.40万元

0.1亿元 2018.5.2 - - -

0.1亿元 2018.5.3 - - -

南方天天利B 003474

0.05亿元 2018.3.1 2018.3.28 0.05亿元 1.66万元

0.05亿元 2018.4.2 2018.4.27 0.05亿元 1.50万元

0.05亿元 2018.5.2 - - -

0.05亿元 2018.5.3 - - -

南方天天利A 003473

0.05亿元 2018.3.1 2018.3.28 0.05亿元 1.57万元

0.05亿元 2018.4.2 2018.4.27 0.05亿元 1.42万元

0.05亿元 2018.5.2 - - -

0.05亿元 2018.5.3 - - -

华安现金富利B 041003

0.4亿元 2018.3.1 2018.3.28 0.4亿元 11.44万元

0.3亿元 2018.4.2 2018.4.27 0.3亿元 7.50万元

0.3亿元 2018.5.2 - - -

嘉实货币市场B 070088 0.1亿元 2018.3.1 2018.3.28 0.1亿元 3.03万元

嘉实机构快线货币

A

000917

0.1亿元 2018.3.1 2018.3.28 0.1亿元 3.10万元

1亿元 2018.4.2 2018.4.27 1亿元 27.33万元

1.5亿元 2018.5.2 - - -

万家货币B 519507

0.3亿元 2018.4.2 2018.4.27 0.3亿元 7.34万元

0.3亿元 2018.5.2 - - -

海富通货币B 519506

1亿元 2018.3.1 2018.3.28 1亿元 30.54万元

1亿元 2018.4.2 2018.4.27 1亿元 26.74万元

1亿元 2018.5.2 - - -

合计 - 8.5亿元 - - 5亿元 141.04万元

注：上述表格中有未赎回的货币市场基金，故未确认赎回日期及实际收益。 公司与上

述货币市场基金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风险控制分析

公司本着维护全体股东和公司利益的原则，将风险防范放在首位，对公司购买的货币

市场基金严格把关、谨慎决策，在公司购买的货币市场基金存续期间，公司将及时分析和

跟踪货币市场基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性。

三、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我们认为：公司在确保日常运营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在额度范围内使用闲置

自有资金购买短期、低风险的货币市场基金，不会对公司资金使用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对购买的货币市场基金将及时进行跟踪并评估风险，确保资

金安全。

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使用

不超过人民币12亿元（日动态余额，在额度范围内可以滚动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低

风险、短期的货币市场基金，期限不超过12个月，在上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可循环滚动使

用。

四、截止本公告日，公司累计购买货币市场基金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货币市场基金余额为3.5亿元。

五、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 是在确保不影响日常经营资

金使用的前提下进行的，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进一步提升公司业

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特此公告。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5月4日

股票代码：

002707

股票简称：众信旅游 公告编号：

2018-038

债券代码：

128022

债券简称：众信转债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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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股票（股票代码：002707）及可转债（转债代码：128022）将自2018年5月4日（星期五）开市

起停牌。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鉴于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股票价格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8号： 重大

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4号：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等有关规定，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众信旅游，股票代码：002707）及可转债（债券简

称：众信转债，债券代码：128022）自2018年5月4日（星期五）开市起停牌。

本公司承诺争取停牌时间不超过1个月，即承诺争取在2018年6月3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要求的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预案（或报告书）。

如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公司将根据重组推进情况确

定是否向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 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延期复牌申请未获交易所同意的，公司股

票及可转债将于承诺的停牌期限届满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开市起立即复牌，同时披露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基本情况、是否继续推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相关原因。

如公司在停牌期限内决定终止本次重组进程，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公

告。 如公司股票累计停牌时间未超过3个月的，公司承诺自公告之日起至少1个月内不再筹划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事项；累计停牌时间超过3个月的，公司承诺自公告之日起至少2个月内不再筹划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事项。

二、停牌事项基本情况

本次公司拟采用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资产，标的资产为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竹园国际旅行社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竹园国旅” ）自然人股东持有的剩余30%股权，交易对方为郭洪斌等6名自然人。相关

情况如下：

（一）标的公司相关情况

名称：竹园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洪斌

注册资本：1,370.4171万元

成立日期：1995年11月13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路8号西2门04号

经营范围：国内旅游业务；入境旅游业务、出境旅游业务；销售工艺美术品、百货、针纺织品、五金交

电、机械电器设备、化工产品（不含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及危险品）、计算机软硬件、金属材料；会议服务；

航空票务代理。（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国内旅游业务、出境旅游业务、入境旅游

业务已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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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主要交易对手方情况

本次交易对手方为郭洪斌、陆勇、何静蔚、苏杰、张一满、李爽共6名自然人，其中郭洪斌为本公司副

董事长，并持有本公司6.70%的股份，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各方沟通、协商情况

1、交易基本方案和交易方式：公司拟采用发行股份方式收购竹园国旅全体自然人股东持有的剩余

30%的股权，收购完成后竹园国旅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由各方共同指定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事务所对标的股权价值进行

评估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以《资产评估报告》所确定的价值为基础，并综合考虑竹园国旅目前的

经营状况及未来盈利能力等因素，协商确定最终成交价款。

3、业绩补偿：本次交易将不设置业绩补偿。

4、股份锁定安排：后续根据交易双方签署的正式协议予以约定。

三、停牌期间工作安排

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开展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报批和

审议程序。 公司已初步拟定聘请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担任独立财务顾问，聘请北京市金杜律师

事务所担任法律顾问，聘请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审计机构，聘请中联资产

评估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评估机构。 公司将督促相关中介机构加快工作，按照承诺的期限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提交并披露符合相关规定要求的文件。

在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

每5个交易日发布一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进展公告。

四、必要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公司的后续公告。

本公司筹划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董事长签字及董事会盖章的停牌申请表；

2、有关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意向协议；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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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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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青浦区外青松公路71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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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0,03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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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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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由董事长舒宏瑞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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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出席5人，其中：独立董事李红玲、俞铁成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全部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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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9,802 99.9860 20,900 0.0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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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9,802 99.9860 20,900 0.014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17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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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9,802 99.9860 20,900 0.014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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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9,802 99.9860 20,900 0.014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17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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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9,802 99.9860 20,900 0.014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17年度财务决算和2018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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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9,802 99.9860 20,900 0.0140 0 0.0000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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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9,802 99.9860 20,900 0.014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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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9,802 99.9860 20,900 0.0140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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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9,802 99.9860 20,900 0.0140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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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9,802 99.9860 20,900 0.0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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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31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699,802 97.1000 20,900 2.9000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9,802 31.9262 20,900 68.0738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690,000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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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关于2017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9,802 31.9262 20,900 68.0738 0 0.0000

9

关于为子公司银行综

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

案

9,802 31.9262 20,900 68.0738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9为需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 前述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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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枫、魏栋梁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

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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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5月4日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

票持续督导保荐总结报告书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承销保荐” 或“保荐机

构” ） 作为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电股份” 、“发行人” 、“上市公司” ）

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保荐机构，持续督导期限截止2017年12月31日。 目前，持

续督导期限已届满。 申万宏源承销保荐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出具本保荐总

结报告书。

一、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承诺

1、保荐总结报告书和证明文件及其相关资料的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 本机构及本人自愿接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保荐总结报告书相关事项进

行的任何质询和调查。

3、 本机构及本人自愿接受依据中国证监会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的有关规定采取的监管措施。

二、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名称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9�号

法定代表人 薛军

保荐代表人 武远定、吴芬

联系电话 010-88085928

三、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及代码 光电股份

股票代码 600184（A�股）

注册资本 508,760,826元

注册地址 湖北省襄樊市长虹北路67号

办公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长乐中路35号

法定代表人 叶明华

董事会秘书 叶明华（代）

联系电话 029-82537951

本次证券发行类型 非公开发行股票

本次证券上市时间 2016�年 1�月 5�日

年报披露时间

2016�年度报告于 2017�年 4�月 8�日公告

2017�年度报告于 2018�年 4月21日公告

四、保荐工作概述

保荐工作期间，申万宏源承销保荐遵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恪守业

务规范和行业规范，诚实守信、勤勉尽责，通过持续详尽的尽职调查工作、审阅发行人相

关信息披露、要求发行人提供相关文件，与发行人相关人员进行访谈等方式，密切关 注

并规范发行人经营行为，最终顺利完成发行人的保荐工作。

（一）尽职推荐阶段

保荐机构按照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对发行人基本情况、业务与技

术、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组织结构与内部控制、财务会计信息、业务发展目标、募集资金

运用等方面进行尽职调查；统筹非公开发行的各项准备工作，组织编制申请文件并出具

推荐文件；提交推荐文件后，主动配合中国证监会的审核，组织发行人及其他中介机构对

中国证监会的意见进行反馈答复，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对涉及本次发行的特定事项进

行尽职调查或核查并与中国证监会进行专业沟通；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和发行人

实际情况的变化，统筹修订发行有关文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上市规则的要求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推荐股票上市相关文件，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二）持续督导阶段

1、督导公司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大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源的制度；督

导公司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高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公司利益的内控制度；

2、督导公司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

3、督导公司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严格执行对外担

保、对外投资的决策程序和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督导公司严格执行并完善投资者关系工作制度；

5、持续关注并督导公司按照要求进行募集资金的存放及使用；

6、持续关注并督导公司及其股东履行相关承诺；

7、核查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相关会议记录及决议；

8、督导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9、定期对发行人进行现场检查，与发行人相关工作人员进行访谈，及时向相关部门

报送持续督导现场检查报告。 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对发行人进行了两次现场检查，除

现场检查外，与发行人保持有效沟通，了解和掌握发行人生产经营情况，督导发行人规范

运作。

五、履行保荐职责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及处理情况

本保荐机构履行保荐职责期间光电股份未发生重大事项。

六、发行人配合保荐工作的情况

（一）尽职推荐阶段

光电股份能够及时向保荐机构、会计师及律师提供本次发行所需的文件、材料及相

关信息，并保证所提供文件、材料、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积极配合

保荐机构的尽职调查工作并提供必要的条件和便利。

（二）持续督导阶段

光电股份能够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规范运作，及时、准确、完整

的按照要求进行对外信息披露；重要事项能够及时通知保荐机构，并与保荐代表人沟通，

根据保荐机构要求及时提供相关文件资料并为现场检查提供必要的条件和便利，保证保

荐机构及时掌握发行人经营行为、规范发行人运作。

七、对证券服务机构参与证券发行上市相关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光电股份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均能勤勉尽职地履行各自相应的工作职责。

（一）尽职推荐阶段

光电股份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能够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出具专

业意见，并积极配合保荐机构的协调和核查工作。

（二）持续督导阶段

光电股份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能够积极配合公司和保荐机构持续督导相关工作，提

供必要的支持和便利。

八、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对发行人与保荐工作相关的重要信息披露文件，保荐机构采取事前审查及事后审查

相结合的方式，督导发行人严格履行信息披露的相关程序，规范运作，不断提升公司治理

水平和信息披露透明度。 通过审阅持续督导期间的信息披露文件，保荐机构认为，持续督

导期间发行人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其信息披露文件遵守了证

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信息披露准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的

情形。

九、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经核查后认为，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光电股份对于募集资金的存放、 管

理和使用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和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文件的规定。 光电股份在日常管理中严格按照三方（四

方）监管协议的规定执行，三方（四方）监管协议的履行情况良好，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

户存 放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规

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十、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

司 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保荐总结报告书》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武远定 吴芬

法定代表人： 薛军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 5月4日

证券代码：

002168

证券简称：深圳惠程 公告编号：

2018-077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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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表决方式：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8年5月3日14：30

4、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新东路首开幸福广场C座二层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徐海啸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共30名，代表股份173,904,784股，占公司总股本820,589,768股的21.192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16名，持公司股份131,960,77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0812%；通过网络

投票的股东共14名，代表股份41,944,00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1114%。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28名，代表公司股份74,450,06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0728%。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共11个议案。按照会议议程，独立董事在本次会议上进行了年度述职，本次会议采用现场

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以173,904,784票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总数的100%，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深圳惠程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3,904,784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总数的100％；反对0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

总数的0％；弃权0票（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4,450,067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票总数的100％；反对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票总数的0％；弃权0票（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票总数的0％。

2、以173,904,784票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总数的100%，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深圳惠程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3,904,784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总数的100％；反对0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

总数的0％；弃权0票（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4,450,067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票总数的100％；反对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票总数的0％；弃权0票（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票总数的0％。

3、以173,904,784票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总数的100%，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深圳惠程2017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3,904,784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总数的100％；反对0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

总数的0％；弃权0票（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4,450,067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票总数的100％；反对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票总数的0％；弃权0票（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票总数的0％。

4、以173,904,784票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总数的100%，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深圳惠程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3,904,784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总数的100％；反对0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

总数的0％；弃权0票（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4,450,067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票总数的100％；反对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票总数的0％；弃权0票（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票总数的0％。

5、以173,904,784票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总数的100%，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深圳惠程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3,904,784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总数的100％；反对0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

总数的0％；弃权0票（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4,450,067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票总数的100％；反对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票总数的0％；弃权0票（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票总数的0％。

6、以173,904,784票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总数的100%，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3,904,784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总数的100％；反对0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

总数的0％；弃权0票（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4,450,067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票总数的100％；反对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票总数的0％；弃权0票（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票总数的0％。

7、 以173,904,784票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总数的100%，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8-2020）》。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3,904,784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总数的100％；反对0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

总数的0％；弃权0票（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4,450,067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票总数的100％；反对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票总数的0％；弃权0票（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票总数的0％。

8、以173,902,284票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总数的99.9986%，2,50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利用自有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3,902,284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总数的99.9986％；反对2,500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

表决票总数的0.0014％；弃权0票（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4,447,567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票总数的99.9966％；反对2,50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票总数的0.0034％；弃权0票（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票总数的0％。

9、 以173,904,784票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总数的100%，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3,904,784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总数的100％；反对0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

总数的0％；弃权0票（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4,450,067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票总数的100％；反对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票总数的0％；弃权0票（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票总数的0％。

10、以173,904,784票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总数的100%，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3,904,784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总数的100％；反对0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

总数的0％；弃权0票（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4,450,067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票总数的100％；反对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票总数的0％；弃权0票（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票总数的0％。

11、以74,450,067票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总数的100%，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再次调整产业并购基金出资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共计99,454,717票。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450,067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总数的100％；反对0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

总数的0％；弃权0票（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4,450,067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票总数的0％；反对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票总数的0％；弃权0票（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票总数的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姚以林、李龙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

格及召集人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

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署的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八年五月四日

证券代码：

600273

股票简称：嘉化能源 编号：

2018-055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相关内幕

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自查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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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18� 日，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嘉化能源” ）第八届董事

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关于签署〈终止协议〉的议案》等相

关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及停复牌业务指引》的要求，公司对前十大股

东、前十大流通股东、交易对方及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次资产重组预案披露之日至公司股票因终止资产

重组事项停牌前一交易日二级市场交易情况进行自查。经核查，公司前十大股东、前十大流通股东、交易对方

及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在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披露之日（2018年1月25日）至公司股票因终止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停牌前一交易日（2018年4月16日）的持股情况如下：

一、前十大股东及前十大流通股东持股变动情况

（1）前十大股东持股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预案披露日持股数

（2018年1月25日）

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前一交

易日持股数

（2018年4月16日）

持股变动数

浙江嘉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00,389,604 600,389,604 无

金元顺安基金－兴业银行－万向信托－万

向信托－星辰79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

托

38,100,206 38,100,206 无

红塔红土基金－中信证券－渤海信托－添

利4号平层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37,995,824 37,995,824 无

金鹰基金－中信银行－华宝信托－华宝－

中信1号单一资金信托

37,995,824 37,995,824 无

金元顺安基金－中信银行－中诚信托－

2017年中信银行组合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35,725,055 35,725,055 无

朱兴福 32,356,153 32,390,153 34,000

红塔红土基金－中信证券－西藏信托－西

藏信托－盛景25号单一资金信托

31,745,262 31,745,262 无

管建忠 20,159,064 20,159,064 无

华安未来资产－工商银行－杭州富熙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997,912 18,997,912 无

金鹰基金－中信证券－万向信托－万向信

托－星辰75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托

18,997,912 18,997,912 无

建信基金－杭州银行－华润深国投－华润

信托·增利18号单一资金信托

18,997,912 18,997,912 无

（2）前十大流通股东持股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预案披露日持有流通股股数

（2018年1月25日）

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前一交

易日持有流通股股数

（2018年4月16日）

持股变动数

浙江嘉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81,391,692 581,391,692 无

金元顺安基金－兴业银行－万向信托－万

向信托－星辰79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

托

38,100,206 38,100,206 无

朱兴福 32,356,153 32,390,153 34,000

红塔红土基金－中信证券－西藏信托－西

藏信托－盛景25号单一资金信托

31,745,262 31,745,262 无

管建忠 20,159,064 20,159,064 无

郭劲松 13,294,682 17,510,182 4,215,500

李长忠 10,563,247 10,563,247 无

王真 8,638,000 8,718,000 80,000

李红英 8,338,710 8,338,710 无

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保险产

品

7,613,567 7,613,567 无

二、交易对方及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以及其直系亲属持股变动情况

单位：股

姓名 身 份 关 系 合计买入股数 合计卖出股数

陶建荣 嘉化能源董事顾丽静配偶 30,000 30,000

郭明东

交易标的浙江美福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及交易对手方杭州

炜宇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200 0

殷丽丽 交易标的浙江美福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监事殷张伟的女儿 10,000 0

刘丰敏 交易标的浙江美福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 14,100 14,100

王维娜

交易标的浙江美福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刘丰敏的配

偶

11,500 0

杨利平 交易对手方杭州炜宇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监事郭明良的配偶 128,000 0

除上述人员外，其他自查主体在自查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上述人员已分别说明和承诺，其

在股票核查期间买卖嘉化能源股票的行为，系基于本人对证券市场行情、未来走势及公司公开披露信息的独

立判断。 本人未曾知晓嘉化能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的谈判事项或任何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相关的

信息，本人亦未接受任何人关于买卖嘉化能源股票的建议，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本人保证

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并承担因虚假陈述而引起的相关法律责任。

在自查期间，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业务股票账户累计买入

公司股票1,612,800股，累计卖出783,100股，截至查询期末累计持有公司股份829,700股，信用融券专户和

资产管理业务股票账户在查询期间无交易、不持有该公司股票。 中信证券买卖嘉化能源股票的自营账户，为

通过自营交易账户进行ETF、LOF、组合投资、避险投资、量化投资，以及依法通过自营交易账户进行的事先

约定性质的交易及做市交易，根据证券业协会《证券公司信息隔离墙制度指引》的规定，该类自营业务账户

可以不受到限制清单的限制。 上述账户已经批准成为自营业务限制清单豁免账户。

三、公司回购股份的情况

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本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综合考虑公司财务状况、未来发展、合理估值水平等因素，公司用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资金总额不

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在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1元/股的条件下，预计回

购股份数量不低于454.5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0%。 自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披露之日（2018年1月25日）至

公司股票因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前一交易日（2018年4月16日），公司回购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日 期 回购数量（股） 回购比例（%）

2018年3月9日 2,801,000 0.19

2018年3月12日 1,705,000 0.11

2018年3月14日 1,092,500 0.07

合 计 5,598,500 0.37

公司于2018年3月2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注销所回购股份， 公司总股本由

1,493,993,612股变更为1,484,511,066股，详见公司于2018年3月20日披露的《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及

股份变动公告》（公告编号：2018-028）。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五月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