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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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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视觉中国 公告编号：

2018-077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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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18年12月18日上午在公司

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8年12月1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 公司应到会董事8

人，实际到会董事8人，参与表决董事8人，其中董事周云东先生，独立董事朱武祥先生、汪天润先生、潘帅女士以通讯方式

出席会议，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廖杰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视觉中国：关于预计2019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9）。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追加对云南富银消费金融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015年11月27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投资设立富银消费金融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公司拟与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网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昆明顺城若普商贸有限公司发起设立富银消费金融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富银消费金融公司” ），拟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 详见公司于2015年11月28日披露的《视觉

中国：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5-113）。

近日，公司与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网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昆明顺城若普商贸有限公司协商一致，拟签署补

充协议对富银消费金融公司的持股比例进行调整，并相应追加认缴出资额，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出资，其中公司拟追加出资

额2,100万元人民币。 本次调整前后各方的认缴出资额、追加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如下：

出资人

调整前

追加出资额

（万元）

调整后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1,700 39 2,400 14,100 47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8,100 27 2,100 10,200 34

昆明顺城若普商贸有限公司 3,600 12 2,100 5,700 19

广东网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6,600 22 ——— ——— ———

合计 30,000 100 6,600 30,000 100

富银消费金融公司尚须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审批机构批准后成立，各方股东的资格、出资额与股权比例

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机构的审查、批复结果为准。

本次投资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不利影响。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在董事会

审批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提议召开2019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视觉中国：关于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80）。

特此公告。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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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视觉中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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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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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18年12月18日上午在公司

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8年12月1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公司应到会监事3人，实际

到会监事3人，参与表决监事3人，其中监事岳蓉女士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柴继军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岳蓉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视觉中国：关于预计2019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9）。

本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681

证券简称：视觉中国 公告编号：

2018-079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19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担保

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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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视觉中国”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18年12月18

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经会议审议，一致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具体情况公告如

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事项的基本情况

为提高公司决策效率，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在充分考虑了公司及子公司年度收付款计划及融资

安排的基础上，董事会将《关于2019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提交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 2019年

度，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之间互保额度为人民币7.4亿元（含等值外币），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在上述额度区间内合理

选择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授信担保合作并签署相关协议，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不再逐笔形成董事会决议或

股东大会决议。授权期限自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本次公司及子公司

担保额度情况如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

持股比

例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

截至目前担

保余额（万

元）

本次新增担

保额度（万

元）

担保额度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比例

是否

关联

担保

视 觉

（中国）

文化发

展股份

有限 公

司或 其

全资 子

公司

视觉（中国）文化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 12.55% 0 21,000 8.16% 否

华盖创意 （天津）视

讯科技有限公司

100% 66.96% 5,000 16,000 6.22% 否

汉华易美 （天津）图

像技术有限公司

100% 70.46% 2,239.45 21,000 8.16% 否

联景国际有限公司 100% 54.84%

3,743（美

元）

1,000 0.39% 否

北京汉华易美图片有

限公司

100% 74.12% 2,217.4 10,000 3.89% 否

华盖创意 （北京）图

像技术有限公司

100% 95.76% 0 5,000 1.94% 否

（二）担保事项的审批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以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的

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担保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担保应当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11条第四

款规定，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30％，应当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故此本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应当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4年5月28日

注册地：常州市武进区西太湖科技产业园禾香路123号

法定代表人：廖杰

注册资本：70057.7436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广播电视传输技术，互联网络传播、互联网络游戏及娱乐娱乐技术，移动通讯网络游戏及娱乐的技术，广播

影视娱乐的技术，视频制作、电子传输技术等文化及娱乐产品技术的开发、咨询、服务于转让；媒体资产管理软件及其他计

算机软件的开发、咨询、服务与转让；计算机图文设计、制作服务（不含印刷和广告）；摄影、扩印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

活动（不含演出）；企业管理，企业创业投资咨询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财务咨询；版权代理；物业管理；自有

房屋租赁；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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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否

2.�北京汉华易美图片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5年1月27日

注册地：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10号14幢一层101室

法定代表人：柴继军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摄影、扩印服务；电脑图文设计；技术推广服务；承办展览展示；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货物

进出口；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版权贸易；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互联

网信息服务不含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电子公告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

证有效期至2019年07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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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与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一级子公司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否

3.�汉华易美（天津）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年12月10日

注册地：天津市武清开发区福源道18号520-78

法定代表人：柴继军

注册资本：3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图像处理软件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图书零售，摄影服务，计算机图文设计，展览展示服务，组

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演出除外），计算机及辅助设备、计算机软件批发兼零售，货物进出口（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除

外），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覆盖范围：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新闻、出版、教

育、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文化、广播电影电视节目、电子公告内容，电视剧、专题、综艺、动画等节目制作、发行，音乐

娱乐产品经营,从事广告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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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二级子公司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否

4.�华盖创意（天津）视讯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年12月10日

注册地：天津市武清开发区福源道18号521-20

法定代表人：柴继军

注册资本：3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广播电视传输技术开发、咨询服务，版权代理，计算机图文设计、制作，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

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覆盖范围：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文化、广

播电影电视节目、电子公告内容，电视剧、专题、综艺、动画等节目制作、发行，动漫（画）产品经营，从事广告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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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三级子公司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否

5.�华盖创意（北京）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5年7月14日

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29号维亚大厦12层097

法定代表人：柴继军

注册资本：307.8818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提供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开发；版权代理；软件开发；摄影扩印服务；电脑动画设计；基础软件服务；应

用软件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销售自产产品；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

（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电子公告服务）（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

有效期至2018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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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与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三级子公司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否

6.�联景国际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9月4日

注册地：Flat/Rm� 1004� 10/F,� Tung� Wah� Mansion� 199-203� Hennessy� Road,� Wanchai� HKHK

董事：柴继军

已发行股份数：普通股100股

与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三级子公司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否

（二）被担保人股权结构图（加粗字体为被担保方）

（三）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7年（经审计）

视觉（中国）

文化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汉华易

美图片有限

公司

汉华易美（天

津）图像技术

有限公司

华盖创意（天

津）视讯科技

有限公司

华 盖 创 意

（北京）图

像技术有限

公司

联景国际有

限公司

资产总额 369,105.15 85,640.65 54,606.61 36,392.08 28,410.34 50,803.33

负债总额 30,393.61 65,058.89 37,965.20 21,481.72 27,117.39 26,622.17

其中： 银行贷款总

额

6,000.00 5,452.40 762.91 5,000.00 - 26,136.80

流动负债总额 30,313.61 54,536.43 37,965.20 21,481.72 26,917.39 485.37

净资产 338,711.54 20,581.76 16,641.40 14,910.35 1,292.95 24,181.16

营业收入 536.43 39.72 36,347.96 21,569.50 1,345.95 53.16

利润总额 26,623.56 4,192.81 15,910.67 9,443.81 282.72 -436.24

净利润 26,623.56 4,192.81 13,577.04 8,548.95 206.91 -436.24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 - - - - - -

资产负债率 8.23% 75.97% 69.52% 59.03% 95.45% 52.40%

单位：万元

2018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视觉（中国）

文化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汉华易

美图片有限

公司

汉华易美（天

津）图像技术

有限公司

华盖创意（天

津）视讯科技

有限公司

华 盖 创 意

（北京）图

像技术有限

公司

联景国际有

限公司

资产总额 380,542.89 83,236.41 114,900.64 53,384.96 28,045.92 54,381.36

负债总额 47,760.37 61,695.08 80,953.50 35,747.76 26,857.01 29,822.08

其中： 银行贷款总

额

13,000.00 - 2,723.11 5,000.00 - 24,971.50

流动负债总额 47,760.37 60,417.68 80,953.50 35,747.76 26,507.01 4,850.58

净资产 332,782.52 21,541.33 33,947.13 17,637.20 1,188.91 24,559.28

营业收入 1,287.03 4.72 36,846.36 14,645.57 283.15 9.81

利润总额 -2,986.60 959.57 20,158.75 3,194.66 -408.57 -854.00

净利润 -2,986.60 959.57 17,305.73 2,726.84 -104.04 -854.00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 - - - - - -

资产负债率 12.55% 74.12% 70.46% 66.96% 95.76% 54.84%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授权由公司资金管理部门、子公司财务部、公司经营管理层与银行等金融机

构共同协商确定。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充分考虑了公司及子公司2019年资金安排和实际需求情况， 有利于充分利用及灵活配置公司的担保资源，

解决公司及子公司的资金需求，提高公司决策效率，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 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公

司对其具有控制权，能够充分了解其经营情况，决策其投资、融资等重大事项，担保风险可控。

以上担保事项不存在与《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相违背的情况，未损害公司及股

东的利益。

本次担保不需要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含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总担保额度为255,800万元人民币。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含全资及控股

子公司）的担保总余额为131,946.12万元人民币，占公司2017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51.29%。 其中，公司（含全资及控股子

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余额为900万元人民币，占公司2017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0.35%。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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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通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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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18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3．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4．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1月3日（星期四）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投票时间为2019年1月3日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1月2日15:00至2019年1月3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

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18年12月26日（星期三）。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在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

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

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10号院恒通国际商务园B5，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三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会议议案：

议案

编码

议 案 名 称

是否需要特别

决议通过

是否需要关联股东

回避表决

1.00 关于2019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是 否

本次会议议案为特别决议案，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方可通过。

2．议案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已通过2018年12月18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议案内容详见

2018年12月19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三、议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编码示例表

议案编码 议 案 名 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2019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办法

1．登记方式：

将如下资料传真至公司进行登记，本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出席人

股东身份证/

营业执照

出席人身

份证

股东账

户卡

本文 附件

二（注）

法定代表人证

明书

法定代表人授

权委托书

股东本人 原件 — 原件 — — —

个人股东 委托

人

复印件 原件 复印件 签名原件 — —

法人股东

法定代表人

复印件 （盖

公章）

原件 复印件 盖章原件 盖章原件 —

法人股东 委托

人

复印件

（盖公章）

原件 复印件 盖章原件 — 盖章原件

注：

1.�登记时本文附件二须填写表决意见，其他信息应填写全面；

2.�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上述股东登记原件到场。

2．登记时间：

（1）参加现场会议股东的登记时间为：2018年12月29日（星期六）9:00至17:00；

（2）参加网络投票无需登记。

3.�登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10号院恒通国际商务园B5三层董事会办公室。

4.�联系人：董事会秘书柴继军，证券事务代表蒋蕾；

联系电话：010-57950209；

传真：010-57950213；

电子邮箱：000681@vcg.com。

5.�会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

票，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的内容和格式详见“附件一” 。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681；

2.投票简称：视觉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二.�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9年1月3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1月2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3:00，结束时间为2019年1月3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

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

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股东账号：，持股数：股。 现委托先生/女士，身份证号码：，代表本人

（本公司）出席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以下表中的意见行使表决权：

议案编

码

议 案 名 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关于2019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日期：2019年1月3日

证券代码：

000736

证券简称：中交地产 公告编号：

2018-151

债券代码：

112263

债券简称：

15

中房债

债券代码：

112410

债券简称：

16

中房债

债券代码：

118542

债券简称：

16

中房私

债券代码：

118858

债券简称：

16

中房

02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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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 ）于2018年12月12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

式发出了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2018年12月17日，我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经过半数以上董事同

意，本次会议由赵晖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全体

董事审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董

事长的议案》。

经第八届董事会全体成员审议，一致同意选举赵晖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

二、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各

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经第八届董事会全体成员审议，一致同意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组成如下：

选举赵晖先生、蒋灿明先生、周健先生、胡必亮先生、马江涛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战略

与执行委员会成员，召集人为赵晖先生。

选举薛四敏先生、梁运斌先生、马江涛先生、郭海兰女士、胡必亮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召集人为马江涛先生。

选举蒋灿明先生、耿忠强先生、胡必亮先生、郭海兰女士、马江涛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

提名委员会成员，召集人为胡必亮先生。

选举郭海兰女士、胡必亮先生、马江涛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召集人为

郭海兰女士。

三、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

议案》。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全体成员审议，同意聘任耿忠强先生为公司总裁（法定代表人）；

聘任祝宏毅先生、钟瑾女士为公司副总裁；聘任刘兵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聘任田玉利先生

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成员任期一致。

周林亮先生任期届满不再继续担任公司副总裁职务,亦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周林亮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公司及董事会对周林亮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

职务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18日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耿忠强：男，1972年8月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 最近五年工作经

历如下：2012年4月至2015年4月任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公司临时党委委员、中国房地产开

发集团公司总会计师；2013年4月至2015年9月任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监事长；

2015年4月至2017年2月任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临时党委副书记；

2017年2月至2018年8月任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总经理、临时党委副书记；2018年8月至2018年9月任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临时党委委员；2018年9月至今任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临时党委委员，中

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临时党委委员、临时党委副书记、总裁；2018年12月12日起任中交地

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耿忠强先生未持有我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交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

失信惩戒对象。

祝宏毅：男，1973年4月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工学硕士学历，工程师。 最近五年工作

经历如下：2011年10月至2015年6月任中冶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副总经理；2015

年6月至2016年9月 任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投资管理部总经理；2015年

9月至2018年12月12日任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6年9月至今任中交地产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裁。祝宏毅先生未持有我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交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

对象。

钟瑾：女，1967年7月生,中国国籍，致公党党员，工学学士，高级会计师。 最近五年工作

经历如下： 2001年4月至2014年1月任嘉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副总裁；2014年

1月至2016年9月任中交地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6年9月至今任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钟瑾女士未持有我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交

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刘兵：女，1968年9月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汉族。 大学本科学历，工科学士，高级会

计师，注册会计师。最近五年工作经历如下： 2013年9月至2015年3月任中交地产有限公司

任财务部部长，中交鼎信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2015年3月至2015年4月

任中交地产有限公司财务资金部总经理，中交鼎信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2015年4月至2016年2月任中交地产有限公司副总会计师， 中交鼎信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董事、总经理、财务总监；2016年2月至2016年8月 任中交地产有限公司临时党委委员、

总会计师，中交鼎信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2016年9月至今任中交地产股份有

限公司财务总监。刘兵女士未持有我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交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

对象。

田玉利：男，汉族，1978年1月生，中共党员，法学学士，管理学硕士，持有法律职业资格

证书、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证书。 最近五年工作经历如下：自2011年8月至今任中交地产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田玉利先生未持有我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交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

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注：以上高级管理人员简历中提及的“中交地产有限公司” 已于2017年更名为 “中交

置业有限公司” ，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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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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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 ）于2018年12月12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了召

开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2018年12月17日，我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以现

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 经过半数监事推荐，由陈玲女士主持本次会

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全体监事审议，形成了如下决

议：

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八届监事会监事长的

议案》。

经第八届监事会全体成员审议，一致同意选举陈玲女士为第八届监事会监事长。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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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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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 年4月2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为充分利用公司闲置自有资金，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5�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

滚动使用，且任意时点进行委托理财的总金额不超过 5� 亿元，期限为自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以内。 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额度内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公司财务负责人

负责组织具体实施相关事宜。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18年4�月24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 � � � 公

告编号：2018-018)。

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司于2018年12月18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5,000.00万

元人民币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文登支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 ）购买了理财产品，具体情况

如下：

一、购买理财产品的主要内容

1、理财产品名称：中信理财之共赢稳健周期91天（尊享）理财产品

理财产品认购金额：5,000.00�万元人民币

产品购买日：2018年12月18日

产品到期日：2019年03月19日

理财产品类型：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风险评级：稳健型

2、产品预期收益率：4.30%/年

3、投资范围及种类：

（1）货币市场类：现金、存款、货币基金、质押式回购和其他货币市场类资产；

（2）固定收益类：债券、资产支持证券、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债券基金和其他固定收益类资

产；

（3）非标准化债权资产和其他类：符合监管机构要求的基金公司及其资产管理公司资产管理计划、

证券公司及其资产管理公司资产管理计划、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资产管理计划、信托计划、委托债权投资、

人民币利率互换、人民币利率远期、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国债期货及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合。

本理财产品投资于货币市场类和固定收益类的投资比例为30-100%， 投资于非标准化债权资产和

其他类资产等的投资比例为0-70%。

4、资金来源：闲置自有资金。

5、公司与中信银行无关联关系。

6、产品风险提示

（1）信用风险：本产品收益来源于产品项下投资工具的回报。 如果投资资产中的投资工具发生违约

事件，使得产品到期时所投资工具的出售收入或投资收入等可能不足以支付投资者收益，投资者本金与

收益将可能受到损失。

（2）市场风险：由于金融市场存在波动性，投资者投资本产品将承担一定投资资产市值下跌的市场

风险。 如果人民币市场利率上升，该产品的收益率不随市场利率上升而提高，投资者将承担该产品资产

配置的机会成本。

（3）流动性风险：投资者没有提前终止权，在本产品存续期间内，投资者不得提前赎回，可能导致投

资者在需要资金时无法随时变现。

（4）提前终止风险：如发生提前终止条款约定情形，可能导致理财产品提前终止，且可能导致投资

者无法获得预期的测算最高年化收益率。

（5）政策风险：本理财产品是根据当前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设计的，如国家政策以及相关法律法

规等发生变化，可能影响本理财产品的投资、偿还等环节的正常进行，从而可能对本理财产品造成重大

影响，例如可能导致理财产品收益降低或全部损失，甚至导致本金部分或全部损失。

（6）信息传递风险：投资者应根据本产品说明载明的信息披露方式及时查询相关信息。 如果投资者

未及时查询，或由于通讯故障、系统故障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使得投资者无法及时了解产品

信息，因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7）延期清算风险：若在产品到期时，债券发行人或融资主体延期付款或其它原因导致货币资金余

额不足支付本理财产品本金和收益，则产品存在延期清算的风险。

（8）不可抗力风险：指由于自然灾害、战争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出现，将严重影响金融市场的正常运

行，从而导致理财产品收益降低或损失，甚至影响理财产品的受理、投资、偿还等的正常进行，进而影响

理财产品的资金安全。

（9）最不利的投资情形：本产品为非保本浮动收益类产品，由于市场波动导致投资工具贬值或者投

资品发生信用风险导致相应损失，则有可能造成本产品本金及收益部分或全部损失。

二、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上述额度内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公司财务负责人负责组织实施，财务部

具体操作。 公司财务部会同审计部的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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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理财产品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由审计部门进行日常监督， 不定期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核

实。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理财产品的购买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独立董事在公司审计部核查的基

础上，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核查为主。

4、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选择低风险、稳健型的理财产品投资品种，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

报告期内委托理财产品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坚持“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保值增值” 的原则，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

前提下，以闲置自有资金适度进行低风险、稳健型的投资理财业务，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通过购买低风险、稳健型的理财产品，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提高资金管理使用效率，提升公司整体

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1、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单位：万元

公告日期 公告编号 签约方 投资金额 产品类型

预期年化

收益率

成立日/

购买日

到期日 投资收益

2018-09

-14

2018-05

4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威海分行

5,000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4.70%

2018-09-

13

2018-12-

14

58.59

2018-09

-14

2018-05

4

威海市商业

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4,000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4.50%

2018-09-

13

2019-01-

11

未到期

2018-10

-12

2018-05

7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威

海分行

10,000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4.47%

2018-10-

10

2019-04-

10

未到期

2018-10

-12

2018-05

7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威海文登支

行

5,000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4.50%

2018-10-

10

2019-01-

10

未到期

2018-10

-18

2018-05

8

威海市商业

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文登

支行

7,000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4.60%

2018-10-

17

2019-04-

25

未到期

2018-10

-25

2018-06

5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威海文登支

行

6,000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4.50%

2018-10-

24

2019-01-

23

未到期

2018-11

-29

2018-07

1

青岛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威海分行

5,000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4.50%

2018-11-

28

2019-06-

28

未到期

2018-12

-19

2018-07

3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威海文登支

行

5,000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4.30%

2018-12-

18

2019-03-

19

未到期

合计 ——— ——— 42,000 ——— ——— ——— ——— 58.59

截止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尚未到期（或赎回）的总金额共

计42,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7.92%。

2、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单位：万元

公告日期 公告编号 签约方 投资金额 产品类型

预期年化

收益率

成立日 到期日 投资收益

2018-02

-08

2018-00

4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威海文登支

行

3,500

保本浮动

收益型

浮动收益

2018-02-

06

已赎回 31.37

2018-02

-08

2018-00

4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威海文登支

行

3,014

保本浮动

收益型

浮动收益

2018-02-

06

已赎回 60.11

合计 ——— ——— ——— ——— ——— ——— ——— 91.48

截止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已全部赎回，本金及收益均已

到账。

五、备查文件

1、中信银行的理财产品说明书及风险揭示书等。

特此公告。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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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关于涉及诉讼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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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国嘉陵” ）分别于 2017� 年 7� 月 1� 日、

2017� 年 7� 月 20� 日、2017� 年 8� 月 16� 日披露了 《中国嘉陵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17-031、临 2017-033、临 2017-036），于 2017� 年 8� 月 23�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及资

产被查封的公告》（ 公告编号： 临2017-038）、《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 公告编号： 临

2017-039），于2018年2月13日披露了《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8-022），于2018年6月

16日、7月12日披露了《关于累计涉及诉讼及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70、2018-078），于2018

年7月19日、8月11日披露了《关于涉及诉讼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80、2018-085）,于2018年

9月15日、2018年11月16日、2018年12月8日公告了 《关于涉及诉讼及诉讼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8-095、2018-115、2018-122），于2018年12月13日公告了《关于涉及诉讼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8-123）。

上述诉讼案件中厦门新长诚钢构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长诚钢构” ）起诉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建工” ）、中机中联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机中联” ）及中国嘉陵；起诉重庆建工

第二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二建” ）、中机中联及中国嘉陵两案件经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

后，新长诚钢构不服，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截止本公告日，两案件已二审判决结案，有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新长诚钢构上诉重庆建工、中机中联、中国嘉陵一案

（一）新长诚钢构上诉请求、事实及其理由：

1、新长诚钢构不服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2017）渝0120民初4591号民事判决，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上诉，请求：

（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为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

（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2、事实和理由：

（1）原判认定付款条件不成就错误，合同没有约定中机中联的付款条件为中机中联收到中国嘉陵付款；

（2）原判认定中机中联是中国嘉陵的代理人错误，中机中联与中国嘉陵不是代理关系。 中机中联是总承

包人，中国嘉陵是发包人；

（3）合同约定中机中联支付工程款，逾期付款承担违约责任；

（4）原判认定中机中联的付款条件没有事实依据。

（二）本案件二审判决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渝01民终7818号]，重庆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依照有关规定对该案件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554元，由上诉人新长诚钢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三）本案件二审判决情况

二审判决公司不承担责任，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无影响。

二、新长诚钢构上诉重庆二建、中机中联、中国嘉陵一案

（一）新长诚钢构上诉请求、事实及其理由：

1、新长诚钢构不服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2017）渝0120民初4592号民事判决，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上诉，请求：

（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为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

（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2、事实和理由：

（1）原判认定付款条件不成就错误，合同没有约定中机中联的付款条件为中机中联收到中国嘉陵付款；

（2）原判认定中机中联是中国嘉陵的代理人错误，中机中联与中国嘉陵不是代理关系。 中机中联是总承

包人，中国嘉陵是发包人；

（3）合同约定中机中联支付工程款，逾期付款承担违约责任；

（4）原判认定中机中联的付款条件没有事实依据。

（二）本案件二审判决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渝01民终7287号]，重庆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依照有关规定对该案件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728元，由上诉人新长诚钢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三）本案件二审判决情况

二审判决公司不承担责任，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无影响。

特此公告。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二O一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541

证券简称：鸿路钢构 公告编号：

2018-119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收到政府奖励扶

持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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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与涡阳县人民政府签订《绿色装配式建筑产业园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书的相关条款（公告编号：2017-102），对于公司该

项目中的自建厂房，涡阳县人民政府比照其他招商引资企业的厂房租金补贴政策，给予为期三年的补贴。 近日，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涡阳县鸿路建材有限公司收到涡阳县人民政府从财政加快支持工业发展资金中拨出5000万元奖励资金，用以

支持公司在涡阳的绿色装配式建筑产业园项目的发展。

公司根据协议条款及《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将上述奖励资金按照实际投产面积分批分期计入营业外收入，具体会计处理须

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上述资金的取得将对公司2019年—2022年业绩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541

证券简称：鸿路钢构 公告编号：

2018-120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重大经营合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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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0月，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广东核力工程勘察院和合肥工业大学设计院（集团）有

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预中标《柴油机厂棚户区安置房（B地块）勘察、设计、采购、施工EPC总承包项目》，公司于2018年10月11日发布了

《关于公司预中标EPC总承包项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8-098） 和2018年10月25日发布了 《关于收到项目中标通知书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8-101）。

近日，公司收到了蚌埠禹会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柴油机厂棚户区安置房（B地块）勘察、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EPC项目合

同》，合同暂估价456,574,717.76元人民币。 具体内容如下：

一、交易对方介绍：

交易对方名称：蚌埠禹会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章桂

注册资本：贰亿叁仟陆佰叁拾肆万圆整

住所： 安徽省蚌埠市

成立日期：2009年02月05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辖区内棚户区、旧住宅区、改造企业的土地及地块的收储、整理等。

公司简介：

蚌埠禹会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9年2月，是由禹会区人民政府出资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

2018年至今公司与蚌埠禹会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无交易。 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二、联合体成员基本情况介绍

（一）联合体成员名称：广东核力工程勘察院

法定代表人：张天赐

注册资本：壹仟陆佰万元整

住所： 广州市花都区

成立日期：2000年12月15日

经营范围：研究和试验发展等。

公司简介：

广东核力工程勘察院隶属于广东省核工业地质局。 位于广州市花都区。 主要从事工程地质勘察、工程物探、地质灾害预报、地质灾害

治理、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监测、工程测量、岩土试验。

2018年至今公司与广东核力工程勘察院无交易。 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二）联合体成员名称：合肥工业大学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唐望松

注册资本：陆仟零贰拾万圆整

住所： 安徽省合肥市

成立日期：1994年11月15日

经营范围：建筑设计，智能建筑（系统工程设计），建筑工程咨询和装饰设计等。

公司简介：

合肥工业大学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承接并完成的大量工程勘察设计项目中，曾多次获得国家和省、部级奖励，近三年获国家级勘

察设计奖项11项，部级奖项15项，省级奖项77项；近三年主编了1项行业标准、15项地方标准，参编了3项国家标准、4项地方标准。

2018年至今公司与合肥工业大学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无交易。 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项目介绍

项目名称：柴油机厂棚户区安置房（B地块）勘察、设计、采购、施工EPC总承包项目

项目地点：蚌埠

项目金额：合同暂估价为456,574,717.76元人民币（大写）肆亿伍仟陆佰伍拾柒万肆仟柒佰壹拾柒元柒角陆分。

项目概况：地上建筑面积约14.8万平方米，地下室约3.8万平方米的装配式钢结构建筑；主要建设15班幼儿园、3000平方米农贸市场

及安置房1649户。

四、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金额:�合同暂估价为456,574,717.76元人民币（大写）肆亿伍仟陆佰伍拾柒万肆仟柒佰壹拾柒元柒角陆分。

2、结算方式：工程量清单及控制价所采用的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主要材料（钢材、木材、水泥、商品混凝土）可根据市场价调整。

3、付款方式：

（1）预付款：无。

（2）进度款：按每月工程进度付至70%，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付至合同价的90%；审计完成后付至合同总价款的97%；

（3）保证金：3%作为质保金，质保期一年。

4、合同履行期限：开工日期2018年11月18日至2021年4月6日，总工期为880日历天（包括勘察、设计、采购、施工全过程）。

5、合同的生效条件：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五、合同的审议程序

上述合同不需要公司董事会审议表决，不需要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六、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该项目的实施将对本公司2018年、2019年、2020年和2021年度营业收入和利润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该项目合同暂估价为456,

574,717.76元，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的主营业收入为4,510,763,914.91元，该项目合同金额约占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的主营业务收入

的10.12%。

2、本项目为勘察、设计、制作和施工的总承包项目，本项目的中标体现了公司装配式建筑技术的竞争优势，对公司未来钢结构装配式

建筑EPC总包业务的推广产生比较积极的影响。

3、合同不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存在因履行合同而对交易对方形成依赖。

七、风险提示

1、结算总价可能因为设计、工程决算等因素会有所变动。

2、工程进度可能因业主计划的调整会有所变动。

3、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563

证券简称：森马服饰 公告编号：

2018-72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ISE�COMMERCE�COMPANY� LIMITED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2月17日与 ISE� Networks� Co.,� LTD.

（以下简称“ISE� NET”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向ISE� NET转让公司持有的ISE� Commerce�

Company� Limited.（以下简称“ISE� Commerce” ）股份5,102,818股，占ISE� Commerce总股本的

20.00%，转让价格为20,070,188,793.21韩元（按12月17日汇率164.11计算，约合人民币1.22亿元）。 本

次转让后，公司不再持有ISE� Commerce股份。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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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

据公司相关制度规定，本次股权转让在总经理决定权限范围内，无需董事会审议批准。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ISE� Networks� Co.,� LTD.

2、企业性质：株式会社

3、注册地点：韩国首尔市

4、主要办公地点：韩国首尔市中区 8街 26(明洞2街)

5、成立日期：1986年03月20日

6、法定代表：Inchul� Kim,� � Eungsang� Kim

7、营业执照注册号：212-81-27130

8、主营业务：房地产业

9、主要股东：Eungjin� Kim、Eungsang� Kim等8名股东。

10、财务情况：截至2018年9月30日，ISE� NET资产总额为76,813,173,021韩元、负债总额为26,

346,026,103韩元。 2018年1至9月，ISE� NET实现净利润为4,086,436,190韩元。

11、ISE� Networks� Co.,� LTD.不存在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

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资产概况

标的资产为公司持有的ISE� Commerce股份5,102,818股，占ISE� Commerce总股本20.00%。

截至2018年9月30日， 标的资产账面价值为人民币125,242,274.08元， 本次转让价格为20,070,

188,793.21韩元（按12月17日汇率164.11计算，约合人民币1.22亿元）。

标的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

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二）ISE� Commerce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ISE� COMMERCE� COMPANY� LIMITED.

2、企业性质：株式会社

3、注册地点：韩国首尔市中江南区永登大道648，（三成洞,� Saman大厦）

4、成立日期：2001年3月14�日

5、法定代表：金应尚

6、营业执照注册号：101-81-68210

7、注册资本：12,757,046,500韩元

8、主营业务：进口代理、通过召集国内企业电子商务

9、主要股东：ISE� Networks� Co.,� LTD.（持股比例30.09%）、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

例20.00%）、SB� PAN-ASIA� Fund（持股比例11.76%），其他股东（持股比例 38.15%）。

（三）ISE� Commerce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18年9月30日，ISE� Commerce资产总额为91,981,186,561韩元，负债总额为18,805,280,

535韩元。 2018年1至9月实现营业收入24,653,292,523韩元，实现净利润-2,683,705,232韩元。

三、《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本次转让的股份数量为5,102,818股；

2、本次转让价款为20,070,188,793.21韩元；

3、本次交易给交易双方造成的或征收的或产生的任何及所有支出、费用和税费，应由各方自行承

担。

四、涉及股权转让的其他安排

1、本次转让后，公司不再持有ISE� Commerce股份。

2、本次股权转让所得款项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五、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根据公司发展需要做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交易对公司未来的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六、备查文件

1、股权转让协议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456

证券简称：欧菲科技公告编号：

2018-205

欧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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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欧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股东裕高（中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裕高” ） 的通知， 裕高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3,00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

0.11%）质押给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信托” ）用于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业务；裕高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4,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0.15%）质押给西藏信托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信托” ）用于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裕高将其持有的公

司股份4,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0.15%）质押给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

安信托” ）用于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上述业务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办理了相关手续。 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

数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裕高（中国）有

限公司

是 300万股

2018年12月

17日

至办理解除

质押为止

中航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

0.96%

补充质

押

裕高（中国）有

限公司

是 400万股

2018年12月

17日

至办理解除

质押为止

西藏信托有限

公司

1.29%

补充质

押

裕高（中国）有

限公司

是 400万股

2018年12月

17日

至办理解除

质押为止

平安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

1.29%

补充质

押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第一大股东深圳市欧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

523,635,84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9.30%，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

合计388,870,000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74.26%，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4.33%。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股东裕高（中国）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311,151,960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1.47%，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本次质押后，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合

计228,100,000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73.31%，占本公司总股本的8.41%。

除以上情况外， 不存在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所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处于被质押

状态的情况。

3、公司控股股东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上述质押股份行为不会导致其实际控制

权的变更，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

公司控股股东未来股份变动如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

关情形的，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欧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