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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Ａ股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
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七彩化学”或“
发行人”）首次公
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的申请
开发行不超过２，６６８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股）（
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８］２０９６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和主承销商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长江保荐”或
“
保荐人（
主承销商）”）。 发行人股票简称为“
七彩化学”，股票代码为３００７５８。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
人（
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发行人所
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
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２２．０９元／股，且发行数量为２，６６８万股，全部为新
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６００．８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０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０６７．２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４０．００％。 回拨
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６６．８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００％；网
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４０１．２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９０．００％。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５日（
Ｔ＋２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结果如下：
（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股）：２３，９５９，９６９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元）：５２９，２７５，７１５．２１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股）：５２，０３１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
元）：１，１４９，３６４．７９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
（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股）：２，６６６，０２０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元）：５８，８９２，３８１．８０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股）：１，９８０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
元）：４３，７３８．２０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明泰汇金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明泰汇金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６６０

２

栗建伟

栗建伟

６６０

１４，５７９．４０

３

方银军

方银军

６６０

１４，５７９．４０

１，９８０

４３，７３８．２０

１

合 计

１４，５７９．４０

二、保荐人（
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
主承销商）包销，保荐人
（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５４，０１１股，包销金额为１，１９３，１０２．９９元，保荐人
（
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０．２０％。
主承销商）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余股
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９日（
Ｔ＋４日），保荐人（
包销资金与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
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
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
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人（
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人（
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０２１－６１１１８５３９
联系邮箱：ｅｃｍ＠ｃｊｓｃ．ｃｏｍ．ｃｎ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９日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华阳国际”或“
发行
以下简称“
本次发
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４，９０３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股）（
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８〕２１５７号文核准。 本
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
为“
华阳国际”，股票代码为“
００２９４９”。
以下简称“
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经发行人与保荐机构（
主
承销商）综合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有效募
集资金需求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１０．５１元／股，发行数量为４，９０３万股，
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２９，４１８，０００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９，６１２，０００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４０％。 回拨机制启
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４，９０３，０００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０．００％；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为４４，１２７，０００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９０．００％。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５日（
Ｔ＋２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
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股）：４４，０１５，５７１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元）：４６２，６０３，６５１．２１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股）：１１１，４２９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
元）：１，１７１，１１８．７９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股）：４，９００，８８０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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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高银华合利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份额净值精度的公告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账户类别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账户名称
优选全债
稳健配置
成长先锋
现金增利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打新立稳
优势领航
季季长红利
盛世优选
税延养老C

单位价格

账户设立日

20.1375
20.4931
28.9802
14.8151
10.6804
12.7546
9.9806
13.6081
9.1325
5.1259
10.1708
10.2065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09日
2018年6月25日

本次公告(2019-028)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19年02月15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19年
02月20日。 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及税延养老产品的各投资账户价格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
站公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
www.citic-prudential.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证券代码：000078

银华合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代码：002306）于 2019
年 2月 18 日发生大额赎回。 为确保基金持有人利益不因份额净值的小数点保留精度受
到不利影响, 经本公司与托管人协商一致决定自 2019年 2 月 18 日起提高本基金份
额净值精度至小数点后8位,小数点后第9位四舍五入。 本基金将自大额赎回对基金份额
持有人利益不再产生重大影响时,恢复基金合同约定的净值精度,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78-3333、010-85186558
网址：www.yhfund.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2月19日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本公司及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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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 于2018年12月24日召开的2018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及其
摘要、《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局办理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于2019
年1月25日召开第七届董事局第二十六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8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及数量的议案》。 根据激励对象认购款实际缴纳情况， 公司于2019年2月13日
召开第七届董事局第二十七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再次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8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及数量的议案》，再次调整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及数量。
第二次调整后与第一次调整的授予激励对象总人数、总股数一致，均为264人、13,146万股，具体原因补
充说明如下：
1、公司于2019年1月25日召开第七届董事局第二十六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及数量的议案》，此次调整原因为：由于受金融机构信贷政
策影响，激励对象较难从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获得配资，激励对象认购意向发生变化，因此，公司重新统计了
激励对象的认购意向：部分激励对象放弃或减少认购，部分激励对象自愿增加认购股数。 公司据此认购意向
召开了第七届董事局第二十六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调整了激励对象授予人数和数量。
2、公司于2019年2月13日召开第七届董事局第二十七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再次审议通

证券代码：000046

过了《关于调整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及数量的议案》，再次调整授予对象及数量的原因为：
经公司查阅相关法规，因激励对象不能在原激励计划（草案）的基础上增加认购股数，故公司需再次调整授予
对象及数量。 据此公司对该部分激励对象增加的认购股数进行重新调整，由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对象在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认购股数范围内进行认购。 为提高激励对象的积极性，公司适当延长了激励对象认购款
缴纳时间，以便让激励对象有更多时间筹措资金。 最终本次增加的股数激励对象进行了自愿认购且均按照本
次调整后的股数进行了缴款。 故本次调整后保持了激励对象总人数及总认购股数的一致。
公司于2019年2月13日召开第七届董事局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调整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授予对象及数量的议案》 中所有激励对象均在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
范围内，所有激励对象实际认购的股数均未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股数。
本次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3号—股权激励及员工持股
计划》及公司激励计划（草案）规定。
根据公司了解，本次调整后的授予激励对象中，不存在激励对象之间互相代持的情形。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八日

证券简称：泛海控股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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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修改或新增提案的情况。
（二）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2月18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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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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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时间为：2019年2月17日15:00至2019年
2月18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8号民生金融中心C座4层第5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李明海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 “
《股东大会规
则》” ）及《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截至股权登记日2019年2月12日，公司股东合计37,119名。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5名，代表股份3,719,116,8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1.5738%，其中：
1.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3名，代表股份3,718,567,8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1.5632%。
2.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名， 代表股份549,00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6%。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外的其他股
东（或股东代理人）（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 ）共计4名，代表股份10,422,7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006%。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的议案
本项议案为特别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二）关于公司为本次资产出售提供履约担保的议案
本项议案为特别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三）关于本次资产出售的标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涉及担保事项的议案
本项议案为特别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四）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资产出售相关事项的议案
本项议案为普通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

证券代码：600503

投票结果汇总
表决情况
同意

议案序号和名称

分类

1. 关于公司控股子
公司武汉中央商
务区股份有限公
司出售资产的议
案

3. 关于本次资产出
售的标的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司涉
及担保事项的议
案

股数（股）

反对
比例
（%）

股数
（股）

比例
（%）

弃权
股数
（股）

比例
（%）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3,719,103,506 99.9996 13,301

0.0004

0 0.0000

其中， 中小投
资者表决情况

10,409,494 99.8724 13,301

0.1276

0 0.0000

3,719,103,506 99.9996 13,301

0.0004

0 0.0000

10,409,494 99.8724 13,301

0.1276

0 0.0000

3,719,103,506 99.9996 13,301

0.0004

0 0.0000

出席会议所有
2. 关于公司为本次 有表决权股东
资产出售提供履
其中， 中小投
约担保的议案
资者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表决
结果

股票代码：000828

通过

通过
10,409,494 99.8724 13,301

3,719,103,506 99.9996

0

0.1276

0 0.0000

0.0000

13,
0.0004
301

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曾嘉、汪相平。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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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九日

公告编号：临2019－002

公告编号：2019－015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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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 年2 月18 日（星期一）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 年2 月17 日至2019 年2 月18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2 月18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
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 年2 月17日下午15:00—2019 年
2 月18 日下午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浮竹山佛岭水库路侧莞深高速公路管理中心本公司会议室。
2、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庆文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76人，代表股份755,998,35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7259%。
其中：
（1）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6人，代表股份729,459,2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0.1729%。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70人，代表股份26,539,1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530%。
（3）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

2

林某某

上海中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轶鹏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
1,000.00
司、梁秀红、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被列
为借款人

3

陈某某

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被列为借款
人；上海中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颜静刚被列 10,000.00
为担保人

陆某某

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被列为借款
人；上海中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颜静刚被列 20,000.00
为担保人

代表（即，中小股东）73人，代表股份30,155,7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009%。
经核查，不存在既参加网络投票又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关于投资东莞市轨道交通1号线一期工程PPP改造项目的议案》
表决情况：
反对
弃权
同意
股东类别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出席 本 次 会 议 有
表决权股东

4

5

初步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栗建伟

５３０

５，５７０．３０

５３０

２

田晓军

田晓军

５３０

５，５７０．３０

５３０

３

方银军

方银军

５３０

５，５７０．３０

５３０

４

沈海博

沈海博

５３０

５，５７０．３０

５３０

２，１２０

２２，２８１．２０

２，１２０

合计

发行人：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2月19日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陈楠女士、张均洪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叶照贯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聘任2018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东类型
比例
比例
比例（%）
票数
票数
票数
（%）
（%）
A股
158,314,290
99.9406
94,080
0.0594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增补张宁女士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股东类型

票数

3.01

三、相关说明
1.经公司内部核查，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从未审议过上述借款、担保事项，公司也未与上述个人或单位
有过上述资金或业务往来。
2.本次登记只作为公司为做好2018年年报审计工作，厘清可能存在的债务而进行的一次统计登记，并不
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当然承认。
3.公司无法保证本次债权登记及所收到相关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也无法确定其法律效力。 本
次登记行为及登记结果，不代表公司承认上述借款、担保事项，也不代表公司作出任何的清偿承诺。
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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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内容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634
证券简称：*ST富控
公告编号：临2019-036

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158,408,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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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1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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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杨影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进行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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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董事孙兴华先生、董事吴卫先生、独立董事余海辉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
出席本次会议；

反对
比例（%）

A股
158,314,29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原告 已 起
诉， 详 见
公告 （临
2018-09
7）

放弃认购股数（
股）

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本次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１１３，５４９股，包销金额为１，１９３，３９９．９９
元，包销比例为０．２３％。
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
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９日（
Ｔ＋４日），保荐机构（
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
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０８３ ７３８５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议案序号

中 安 融 金 （深 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被列为借款
圳）保理有限公 人；上海中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颜静刚被列 10,000.00
司
为担保人

746,440,988

98.7358%

9,557,169

1.2642%

20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
20,598,394
68.3067% 9,557,169 31.6927%
200 0.0006%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普烈伟、黄毅锋
3、律师鉴证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贵
公司《公司章程》等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东莞控股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关于东莞控股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19日

证券简称：欧浦智网

公告编号：2019-022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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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2月18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2月18日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2月17日15:00至2019年2月18日15:00。
2、会议召开地点: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欧浦交易中心五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礼豪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共19人， 代表股份644,870,487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1.063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
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 现场 会议 的股 东及 股东 授 权 代 表 人 数 共 8 人 ， 代 表 股 份 644,626,787 股 ， 占 公 司 股 份 总 数 的
61.0401%。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11人，代表股份243,7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231%。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累积投票数
赞成比例
中小投资者投票数
表决结果
蔡小如先生

性触控屏与柔性显示屏集成技术已得到原理验证，暂未投入商业化应用，尚未与市场现有柔性屏生产商达成
商业合作，相关技术及应用存在不确定性。
4、2017年12月，重庆墨希运用上述石墨烯柔性触控屏与外购柔性显示屏进行集成以实现触控功能，原理
样机虽然试验成功但尚未达到商业应用。
二、风险提示
目前，重庆墨希的石墨烯柔性触控屏暂未投入商业化应用，尚未与市场现有柔性显示屏生产商达成商业
合作，亦未实现规模收入并产生利润，相关技术及应用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
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九日

股票简称：东莞控股

1

朱某某等5人被列为借款人； 上海富控互动娱
西藏鼎鑫投资管
乐股份有限公司、颜静刚、梁秀红被列为担保 11,900.00
理有限公司
人

证券代码：002711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有关媒体报道涉及内容的说明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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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简述及情况说明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2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E互动平台上对投资者
的关于“重庆墨希科技柔性屏手机项目的进展情况” 的相关问题进行回复，公司回复内容为：“重庆墨希已开
发出石墨烯柔性触控屏，并已研制出石墨烯柔性显示触控原理样机” 。 上述回复引发了相关媒体关注及报道。
为让广大中小投资者能充分了解石墨烯柔性触控屏相关情况，现澄清并补充说明如下：
1、2017年12月，公司下属子公司重庆墨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墨希” ）利用石墨烯薄膜的相
关性能，研制开发出石墨烯柔性触控屏，但不是柔性显示屏。 重庆墨希生产的石墨烯柔性触控屏仅是柔性显
示屏实现触控功能的选择之一，并不是柔性显示屏实现触控功能的唯一技术路径，其他技术路径包括但不限
于纳米银线、金属网格等。
2、石墨烯触控屏相关技术已于2015年少量应用于非柔性显示屏，尚未实现规模化商业应用，亦未实现规
模收入并产生利润。
3、重庆墨希具备石墨烯柔性触控屏的自主生产技术，并不具备柔性显示屏的生产技术。 目前，石墨烯柔

配售对象

栗建伟

99.9406

议案名称

94,080

得票数

关于上海富控互动 娱
乐股份有限公司增补
袁世宗先生为第九届
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的
议案

弃权
比例
（%）

票数

0.0594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158,083,791

关于上海富控互动 娱
乐股份有限公司增补
158,077,593
叶建华先生为第九届
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的
议案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议案
议案名称
序号
票数
比例（%）
3.02

比例
（%）

票数
0

是否当选

99.7950

是

99.7911

是

反对
票数

0.0000

弃权

比例（%）

票
数

比例
（%）

1

关于上海 富控 互动 娱
乐股份有限 公司 聘任
2018 年 度 财 务 审 计 和
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437,700

82.3084

94,080

17.6916

0

0.0000

2

关于上海 富控 互动 娱
乐股份有限 公司 增补
张宁女士为 第九 届董
事会独立 董事 候选 人
的议案

437,700

82.3084

94,080

17.6916

0

0.0000

3.01

关于上海 富控 互动 娱
乐股份有限 公司 增补
袁世宗先生 为第 九届
董事会董 事候 选人 的
议案

207,201

38.9636

关于上海 富控 互动 娱
乐股份有限 公司 增补
37.7981
叶 建 华 先 生 为 第 九 届 201,003
董事会董 事候 选人 的
议案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吴晓霞、戴伟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承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及会
议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表决结果未包含《通知》中没有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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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2月19日
3.02

通过

其中， 中小投
资者表决情况

4. 关于提请公司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 或 董 事 会 授 权 出席会议所有
人 士 办 理 资 产 出 有表决权股东
售相关事项的议
案

证券简称：华丽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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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登记情况概述
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月1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了《上
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通知债权人进行债权登记的公告》（详见公告：临2019-012），决定对与
公司有关的借款、担保所形成的债务及或有债务，包括公司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法人、单位相关
借款、提供担保等所形成的债务及或有债务进行登记，已对公司提起诉讼的、已经达成解决方案的除外。 上述
债权登记现已结束，共登记债权人5位，涉及金额合计52,900万元，其中已披露金额为10,000万元，尚未披露
金额合计42,900万元。
二、债权登记结果
上述债权登记已于2019年2月16日17:00结束，现将上述债权登记结果公告如下：
涉及金额
序号 债权人
受影响方及其地位
备注
（万元）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之一以上，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对各项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网下投资者

１

编号：临2019-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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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1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虹口区广粤路279号维也纳国际酒店3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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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告编号：2019-028

序号

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债权登记结果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14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18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及数量的补充说明公告

证券简称：*ST富控

元）：５１，５０８，２４８．８０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股）：２，１２０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
元）：２２，２８１．２０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缴款及未足额缴款的情况如下：

644,748,532

99.9811%

36,626,552

当选

王德发先生

644,728,532

99.9780%

36,606,552

当选

彭国宇先生

644,718,582

99.9764%

36,596,602

当选

李雄波先生

644,718,582

99.9764%

36,596,602

当选

吴进旺先生
644,718,582
99.9764%
36,596,602
2、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刘升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东类型
投票数
比例
投票数
比例
投票数
全体股东

644,849,687 99.9968%

20,800

0.0032%

0

当选

比例
0%

中小股东
36,727,707 99.9434%
20,800
0.0566%
0
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关于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18日
证券代码：002711
证券简称：欧浦智网
公告编号：2019-023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9年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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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2019年第二次会议通知以书面送达或电话通
讯等方式向公司董事发出。 会议于2019年2月1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
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陈礼豪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长陈礼豪先生因工作岗位调整，申请不再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职务，陈礼豪先生辞
去董事长职务后仍担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下属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兼任总经理职务。 董事会选举彭国宇先生
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董事会认为彭国宇
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是符合公司股东整体利益及公司发展的适当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详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日登载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变更公司董事长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詹惠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
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详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日登载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冷姝娜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冷姝娜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补选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补选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蔡小如先生、 彭国宇先生和李雄波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
员；补选补选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刘升文先生为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及提名委员会委员，并担
任召集人。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蔡伟斌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蔡伟斌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对上述第一、第二、第三、第五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已于同日登载在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2019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2019年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18日
附件：简历
冷姝娜女士：1981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中级管理咨询师，江西财经学院九江分
院税务专业毕业，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在读。 历任江门市力擎动力有限公司应付会计及税务会计；江门市淇
利来税务师事务所税务审计； 广东贵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财务管理； 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
理。
截至目前，冷姝娜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或惩戒，不存在《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中规定的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蔡伟斌先生：1970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济管理硕士研究生学历。 历任深圳市中富田房
地产有限公司财务经理、深圳市中富田房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建设银行深圳分行客户经理、华夏银行
深东支行行长助理、深圳市宣达物业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深圳市弘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深圳市特
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
截至目前，蔡伟斌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或惩戒，不存在《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中规定的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证券代码：002711
证券简称：欧浦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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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董事长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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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长陈礼豪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
工作调整，其申请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职务，辞职后仍在公司担任董事及董事会下属各专门委员会
委员，兼任总经理职务。 陈礼豪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职务的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
生效。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依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于2019年2月18日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2019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同意选举彭国宇先生
(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因陈礼豪先生目前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履行法定代表人职责期限以公司完成工商登记变更完成为准。
陈礼豪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期间，以勤勉、敬业的工作态度，忠实地履行了作为董事长所应尽的职
责和义务，在公司发展战略、重大决策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公司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付出了极大的心
血和精力。 公司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层对陈礼豪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的发展壮大所作的卓越贡献表示最诚
挚地感谢。
特此公告。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18日
附件：简历
彭国宇先生:男，汉族，1967年5月出生，广东汕尾人，中共党员，在职省委党校经济管理、政法专业本科学
历。 曾任中山市公安消防支队开发区大队大队长、中山市公安消防支队司令部代参谋长、中山市公安消防局
副局长、中山市公安消防局党委书记(正团职)兼政委、中山市嘉信化工仓储物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广东和盛
物流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等职务。
截至目前，彭国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或惩戒，不存在《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中规定的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
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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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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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2月1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2019年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聘任詹惠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任期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詹惠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詹惠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
无异议，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757-28977053
传真：0757-28977053
电子邮箱：opzqb@oupuzw.com
特此公告。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18日
附件：简历
詹惠女士：1979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住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任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原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0967）证券事务代表。 现任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公司投资管
理部部长，广东南方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截至目前，詹惠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证券交易所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或惩戒， 不存在 《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中规定的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