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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1088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

2018-059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动的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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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董事会于2018年12月14日收到张克慧博

士关于辞任本公司财务总监的书面辞呈。 因退休原因，张克慧博士向本公司董事会请辞

财务总监职务。 以上辞任即日生效。

张克慧博士确认其与本公司董事会并无不同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感谢张克慧博士对

本公司的贡献和付出。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2018年12月15日

证券代码：

603861

证券简称：白云电器 公告编号：临

2018-035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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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

司” ）获知，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胡明光先生于2018年 3月 27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的《调查通知书》（编号：沈稽局调查通字[2018]032

号）：“因你涉嫌内幕交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会决定对你立

案调查，请予以配合。 ”

胡明光先生目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曾担任公司董事，并于2017年10月26日辞

任公司董事一职（详见公司公告：临2017-050），目前未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本次立案

调查系针对胡明光先生个人的调查， 不会对公司现有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产生不利影

响，亦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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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证券

日报》，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

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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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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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电广传媒”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

三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12月7日以传真、短信息或电子邮件等书面方式发出，会议于2018

年12月13日在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收表决票 9�票，实收表决票 9�票。 会议召开

的时间、地点及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出售艺术品的议案》；

公司子公司湖南省有线电视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将《愚公移山》布面油画以

2.088亿元的价格出售给湖南广播电视台。 此项交易的关联董事陈刚、王艳忠、赵红琼、袁楚

贤、毛小平对本议案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相关内容详

见公司《关于出售艺术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65）。

表决结果：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受让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

案》。

根据湖南省国资管理机构批复文件，公司原部分中高管所持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晨财智” ）20%股权由电广传媒受让，在上述股权调整前，公

司原部分中高管所持20%股权应享有达晨财智的权益归电广传媒。 电广传媒合计出资

7527.89万元（此金额包括两部分，即公司原部分中高管初始投资与同期一年期存款利息，

以及其2016年底增资额的承接）。 本次受让股权后，公司原部分中高管所持达晨财智股权

对应的股东权利和义务由电广传媒享有或履行。 股权受让实施后，电广传媒合计持有达晨

财智股权由35%增加至55%。 此项交易的关联董事袁楚贤、毛小平对本议案回避表决；独立

董事就此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关于受让深圳市达晨财智

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66）。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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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艺术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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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鉴于：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

议、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公司以拍卖方式出售部分艺术品。 在前次拍卖

中，油画作品《愚公移山》因投拍报价未达到最低委托价而流拍。

公司子公司湖南省有线电视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有线集团” ）

将《愚公移山》布面油画以2.088亿元（含税）出售给湖南广播电视台。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三十三次会议于2018年12月13日在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交易属关联交易，5名关

联董事回避表决。 会议以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出售

艺术品的议案》，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深交

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 称：湖南广播电视台

住 所：长沙金鹰影视文化城金鹰大厦

性 质：事业单位

法定代表人：吕焕斌

开办资金：916,479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30000444877954G

宗旨和业务范围：广播新闻和其它信息，播映电视节目，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 新

闻广播、专题广播、文艺广播、咨询服务、广告、广播技术服务、广播研究、广播业务培训、音

像制品出版与发行，电视节目制作，电视节目播出，电视节目，电视节目转播，电视产业经

营，电视研究。

2、根据湖南省委、省政府2018年下半年有关湖南广电整合改革的相关精神，湖南广播

电视台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3、经查询，湖南广播电视台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概况

此次出售的标的为徐悲鸿的《愚公移山》，该作品创作于1940年，为布面油画，画作尺

幅为46cm×107.5cm。 画作如下图：

徐悲鸿油画《愚公移山》（尺幅46cm×107.5cm）

“愚公移山” 出自《列子·汤问》，后世用以比喻知难而进、有志竟成的行为。 徐悲鸿的

《愚公移山》创作于1940年，是炮火中幸存的画作，不仅是徐悲鸿油画生涯的高峰，也是中

国民族救亡史的重要注脚,展示了徐悲鸿作为现实主义绘画大师在中西绘画融合上所取得

的巨大成就。

该幅画是公司于2007年通过北京瀚海拍卖有限公司组织的拍卖取得， 最终取得价格

为2800万元。 2018年5月21日，公司与子公司湖南有线集团签订《资产抵债协议》，约定将

徐悲鸿的《愚公移山》抵偿公司所欠湖南有线集团债务。 故目前该画的所有权人为子公司

湖南有线集团。

2、标的前次拍卖情况

2018年6月，湖南有线集团将《愚公移山》委托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约定

最低成交价为1.9亿元。 6月18日，《愚公移山》在嘉德艺术中心公开拍卖，起拍价为1.2亿

元，现场买家纷纷举牌，并有电话委托买家加入，当买家举牌到1.89亿元的时候，再无买家

举牌。 最终因举牌价未达到委托最低成交价，导致该幅画未拍卖成功。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愚公移山》流拍后，公司与湖南广播电视台进行了接洽，拟将《愚公移山》出售给湖

南广播电视台。

本次交易定价是基于油画的评估价值。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徐悲鸿

《愚公移山》布面油画价值进行了评估，选用市场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出具了中企华

评咨字（2018）第4541号项目评估咨询报告。 徐悲鸿《愚公移山》布面油画评估基准日

2018年11月10日，评估价值为20,000万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双方同意，标的画作的价格（含税）为人民币贰亿零捌佰捌拾万元（￥208,800,

000.00）。 价款分两期支付，湖南广播电视台应于本协议生效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首期款人

民币壹亿元（￥100,000,000.00）；标的画作交付后5个工作日内，湖南广播电视台应付清

余款人民币壹亿零捌佰捌拾万元（￥108,800,000.00）。

2、履行本协议所产生的纠纷，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应向长沙仲裁委

员会通过仲裁解决。

六、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进行的，通过此次出售该艺术品，公司可以收回该

艺术品的全部成本并取得一定的投资利润。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前，向我们提供了该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并与公司管理

层进行了必要沟通、交流。我们了解到，本次交易是以评估值为基础，并参考市场价格，经双

方协商确定交易定价，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是公开、公平、合理的,程序合法有效，定价

原则合理、公允，遵守了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的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同意将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公司关联董事应

回避表决。 ”

2、独立意见

“根据湖南省委、省政府2018年下半年有关湖南广电整合改革的有关精神，本次公司

出售艺术品给湖南广播电视台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是以评估值为基础，并参考市

场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交易定价，定价原则合理、公允，遵守了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本

次关联交易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关联董事在议案表决过程中依法进行了回避，

未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2、项目评估咨询报告。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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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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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根据湖南省国资管理机构批复文件，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或“电广传媒” ）原部分中高管所持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达晨财智” ）20%股权由电广传媒受让。 在上述股权调整前，公司原部分中高管所持

20%股权应享有达晨财智的权益归电广传媒。电广传媒合计出资7527.89万元（此金额包括

两部分，即公司原部分中高管初始投资与同期一年期存款利息，以及其2016年底增资额的

承接）。 本次受让股权后，公司原部分中高管所持达晨财智股权对应的股东权利和义务由

电广传媒享有或履行。

2、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2018年12月13日在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本

次交易属关联交易，2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会议以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的表

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受让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3、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深

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对方是公司原部分中层和高管，分别为：龙秋云、彭益、尹志科、 熊云

开、曾介忠、刘沙白、袁楚贤、毛小平、廖朝晖、汤振羽、冯硕、唐绪兵、文啸龙。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达晨财智股权，相关情况如下：

1、达晨财智基本情况：

名 称：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 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特区报业大楼2303

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82017028L

法定代表人：刘昼

成立日期：2008年12月15日

经营范围：受托管理创业投资企业创业资本；创业投资咨询；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

服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股权投资；财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受托资产管理（不含证券、保险、基金、金融业务、人才

中介服务及其它限制项目）。

主要股东：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35%，原电广传媒部分中高管持股合计

20%，刘昼、肖冰等达晨财智管理团队持股合计45%。

经查询，达晨财智非失信被执行人。

2、达晨财智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金额单位：元

项 目

2017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18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991,899,233.69 1,110,393,269.02

总负债 93,642,203.77 23,183,219.39

净资产（归母） 870,742,159.56 1,058,308,136.16

营业总收入 203,372,953.61 204,465,496.86

利润总额 279,855,439.34 220,446,905.14

净利润（归母） 201,514,265.24 188,879,931.60

3、本次交易标的为前述公司原中高管合计持有的达晨财智20%股权。

4、达晨财智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定价根据湖南省国资管理机构批复文件要求确定：

1、原电广传媒中高管初始出资部分（指2008年至2016年底增资前的出资额），按原始

投资额与同期银行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本息合计数作价 （原始投资额合计1184.7万

元，利息合计120.56万元，共计为1305.26万元）；

2、2016年12月达晨财智定向增资时，原电广传媒中高管已缴付的增资款6222.63万元

所对应达晨财智的出资额，本次电广传媒按原增资额6222.63万元承接。

如上，电广传媒合计出资7527.89万元（1305.26万元+6222.63万元）获得原部分中高

管所持达晨财智全部股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转让方将其持有的达晨财智公司股权按前述金额转让给电广传媒。

2、 电广传媒应于本协议书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按前款规定的币种和金额将股权转让

款扣除代缴的个税后的余额以现金（或银行转帐）的方式一次性支付给转让方。 有关款项

具体结算按国资管理机构批复实施。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调整后，电广传媒合计持有达晨财智股权由35%增加至55%。 公司在达晨财

智享有的权益进一步增加，有利于分享创投业务收益，加强对达晨财智的控制力，提高经营

管理效益。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是根据湖南省国资管理机构批复意见确定，遵守了自愿、合理、有

偿的原则。 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符合有关规定，有利于增加上市公司在达晨财智享有的权

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同意将该关联交

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公司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

2、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该项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关联交易制度的规定，交易定价

是根据湖南省国资管理机构批复意见确定，遵守了自愿、合理、有偿的原则，有利于增加公

司在达晨财智享有的权益。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关联董事在议案

表决过程中依法进行了回避，未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符合全体股东的

利益。 ”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独立意见。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14日

证券代码：

00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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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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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

H

代 公告编号：〈万〉

2018-127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

A

股股份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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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重大遗漏。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万科” ）于2018年12月14日收到公司

股东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钜盛华” ）的《告知函》。 《告知函》显示：

“2018年12月14日， 钜盛华将持有的万科53,985,942股无限售流通A股通过质押式回购

方式质押给五矿证券有限公司，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

成股权质押登记手续，该部分股权质押期限自2018年12月14日起至质押解除之日止。 ”

一、 股东股份被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股）

质押

开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钜盛华 否 53,985,942 2018/12/14

质押解除之

日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0.49%

二、 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2018年12月14日， 钜盛华通过普通证券账户直接持有公司A股股票共计926,

070,472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8.39%， 累计质押股数为926,068,101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8.39%。

三、 备查文件

钜盛华于2018年12月14日出具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0008

证券简称：首创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8-119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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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21号新

大都饭店2号楼22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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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629,514,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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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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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半

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杨斌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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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人，出席4人，为张萌、杨斌、石祥臣、贺文宝，其余董事因公未能出

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为王瑞林、党明播，其余监事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首体支行办理授信业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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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7,232,763 99.9132 2,276,376 0.0865 5,500 0.0003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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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2,509,218 99.7335 6,999,921 0.2662 5,500 0.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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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修订《北京首创股份有

限公司公司章程》的议案

3,925,800 35.9136 6,999,921 64.0360 5,500 0.050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关于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本公司11月29日发出的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12月

6日的会议资料。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和会议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上浏览并下载。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高原、冯晓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首创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本次股东大会

召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结果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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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4日

证券代码：

600376

证券简称：首开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91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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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56

号招商国际金融中心D座公司十三层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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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45,409,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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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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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

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

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并进行了计票、监票。 因公司董事长潘利

群先生不能亲临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由副董事长李岩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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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董事潘利群先生、阮庆革先

生、符飞先生、王洪斌先生、孙茂竹先生、邱晓华先生、白涛女士因

公务未能现场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监事杨昕先生、郭士友先生

因公务未能现场出席；

3、 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怡先生出席了会议。 公司部分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2020年度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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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4,619,926 99.9412 780,800 0.0580 9,100 0.0008

2、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营层发行本次定向

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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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4,619,926 99.9412 780,800 0.0580 9,100 0.0008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天津海景实业有限公司拟向西藏

信托有限公司申请信托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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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4,619,926 99.9412 780,800 0.0580 9,100 0.0008

4、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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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4,619,926 99.9412 780,800 0.0580 9,100 0.0008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议事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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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4,619,926 99.9412 780,800 0.0580 9,100 0.0008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拟向北京首开丝路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申请贷款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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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81,705 94.2064 795,400 5.7279 9,100 0.0657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拟在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发行债权

融资计划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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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4,605,326 99.9402 795,400 0.0591 9,100 0.0007

8、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发行债权融资

计划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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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4,605,326 99.9402 795,400 0.0591 9,100 0.0007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苏州茂泰置业有限公司提供阶段

性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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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4,605,326 99.9402 795,400 0.0591 9,100 0.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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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公司2018-2020年度定向

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13,096,305 94.3116 780,800 5.6228 9,100 0.0656

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营层

发行本次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

议案

13,096,305 94.3116 780,800 5.6228 9,100 0.0656

3

关于公司为天津海景实业有限

公司拟向西藏信托有限公司申

请信托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13,096,305 94.3116 780,800 5.6228 9,100 0.0656

4

关于修订《北京首都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13,096,305 94.3116 780,800 5.6228 9,100 0.0656

5

关于修订《北京首都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

13,096,305 94.3116 780,800 5.6228 9,100 0.0656

6

关于公司拟向北京首开丝路企

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申请

贷款的议案

13,081,705 94.2064 795,400 5.7279 9,100 0.0657

7

关于公司拟在北京金融资产交

易所发行债权融资计划的议案

13,081,705 94.2064 795,400 5.7279 9,100 0.0657

8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发行债权融资计划的议案

13,081,705 94.2064 795,400 5.7279 9,100 0.0657

9

关于公司为苏州茂泰置业有限

公司提供阶段性担保的议案

13,081,705 94.2064 795,400 5.7279 9,100 0.065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题四《关于修订〈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议案》及议题五《关于修订〈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议事规则〉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议题六《关于公司拟向北京首开丝路企业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申请贷款的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首

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首开天鸿集团

有限公司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1,331,523,621股不计入上述议

案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静、李萍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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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

书；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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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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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北清路8号

三一产业园一号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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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705,90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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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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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

长梁稳根先生因工作原因不能到会，由董事黄建龙先生主持本次

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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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人，出席1人，董事梁稳根先生、唐修国

先生、向文波先生、易小刚先生、梁在中先生、苏子孟先生、唐涯女

士、许定波先生、马光远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翟宪先生因工作原因未

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肖友良先生出席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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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3,420,962 96.1552 135,872,181 3.6663 6,611,022 0.1785

2、议案名称：《关于在关联银行开展存贷款及理财业务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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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894,692 99.2571 501,000 0.0696 4,841,846 0.6733

3、议案名称：《关于开展按揭与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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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9,450,635 99.5560 7,223,496 0.1949 9,230,034 0.2491

4、议案名称：《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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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9,292,243 99.8215 900 0.0000 6,611,022 0.1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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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810,530,444 85.0491 135,872,181 14.2571 6,611,022 0.6938

2

《关于在关联银行开展存

贷款及理财业务的议案》

696,063,925 99.2382 501,000 0.0714 4,841,846 0.6904

4

《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

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946,401,725 99.3062 900 0.0000 6,611,022 0.693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2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三一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一致行动人均已回避表决，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或

股东代理人审议表决通过。

2、议案4为特别决议事项，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廖青云、徐樱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

格、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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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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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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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4日,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

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具体内容如

下：

根据公司 《2016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

案）》、《2016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等相关规定，2016年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激励

对象共计21人因离职原因不再具备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股东大

会同意回购注销其持有的已获授但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186,400股。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公司注册资本的减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

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

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

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本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

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本

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