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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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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19年4月

22日在公司会议室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4月15日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本次

会议由董事长冯文杰先生主持，公司董事6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6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设立上海分公司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求，同意公司在上海设立分公司，分公司负责人为尚义民，并授权公司管理

层全权办理设立分公司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赞成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的控股股东上海钜成供应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为了支持公司的经营和发展，向公司提供人

民币21,000万元的借款，年化利率为6%，期限一年，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关联董事蔡长林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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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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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概述

1、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控股股东上海钜成供应链管理（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钜成” 或“控股股东” ）为了支持公司的经营和发展，拟向公司提供人民币

21,000万元的借款，年化利率为6%，期限一年，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关联方的认定标准，上海钜成因与公司原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刘德群及其一致行动人刘晓庆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和《投票委托协议》，获得20.44%的公司

股份对应的表决权，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本次上海钜成向公司提供借款的事项构成了关联交易。

3、公司于2019年4月2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

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蔡长林进行了回避表决，独立董事进行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此项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有关部门批

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1、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名称：上海钜成供应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2）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三路3058号3楼311室

（3）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4）法定代表人：薛成标

（5）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整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MA1K395J5R

（7）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食品销售，道路货物运输，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从事海上、航

空、陆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化妆品、汽车、汽车饰品、汽车零配件（除危险化学品）、服装、食用农产品、

日用百货、黄金制品、金银饰品（除毛钻及裸钻）的销售，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贸易信息咨询，

财务咨询，企业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礼仪服务，展览展示服务，公关活动策划，企业登记代理，从事

代理报关业务，从事代理报检业务，汽车经营性租赁（不得从事金融租赁），二手车经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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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股权结构：薛成标80%，路璐20%。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 2018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 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72,606,101.26 3,141,671.24

净资产 50,327,211.36 3,121,541.75

2018年1-12月（未经审计） 2017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4,345.32 14,858.50

净利润 8,493,669.61 -346,893.25

3、关联关系

上海钜成因与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德群及其一致行动人刘晓庆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和

《投票委托协议》，获得20.44%的公司股份对应的表决权，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上海钜成拟向公司提供人民币21,000万元的借款，年化利率为6%，期限为一年，用于补充公司的流

动资金。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方法合理、公允，价格符合市场规则。

五、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缓解公司资金流动性不足的问题，体现了控股股东对公司经营与发展的支持，

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六、2019年年初至公告披露日，除本次关联交易外，上海钜成未与公司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董事行为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

作为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 已预先对将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进行审议的有关议案经过认真审核，依照本人的独立判断，现就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

易的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公司的控股股东上海钜成供应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为了支持公司

的经营和发展，向公司提供人民币21,000万元的借款，年化利率为6%，期限为一年，用于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上述交易是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求，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我们同

意提交该事项至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意见：

本次公司与控股股东的关联交易有利于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求，遵循了公平、自愿、合理的交易原

则，程序规范，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公司此次向控股股东借款的关联交

易事项。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所涉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所涉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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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委托理财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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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到期收回本金和收益的理财产品情况：

1、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运通154号收益凭证” 人民币理财产品，本金为1.44亿

元人民币，实际收益为3,286,356.16元。

2、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金山” 收益凭证3099期理财产品，本金为2,

000万元人民币，实际收益为359,287.67元。

3、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平湖支行“共赢利率结构22770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产品” ，本金为7,000万元人民币，实际收益为1,305,260.27元。

4、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金山” 收益凭证3231期理财产品，本金为1亿

元人民币，实际收益为1,410,410.96元。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于2018年4月24日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

案》： 公司决定使用不超过5亿元人民币 （占2017年12月31日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30.17%）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用于投资低风险短期的银行理财产品和券商理财产

品，自2018年4月24日起一年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相关内容

请详见本公司于2018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

（ 公告编号：临2018-010、016）。

一、 到期已收回本金和收益的理财产品

（一） 本次到期收回本金和收益的理财产品

1、理财产品名称：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运通154号收益凭证” 人民币理财产品；

购买金额：1.44亿元人民币；产品类型：本金保障型固定收益凭证；起止日期：2018年8月21

日至2019年4月22日；实际收益：3,286,356.16元。

2、理财产品名称：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金山” 收益凭证3099期理财产

品；购买金额：2,000万元人民币；产品类型：保本固定收益型(低风险)收益凭证；起止日期：

2018年11月8日至2019年4月22日；实际收益：359,287.67元。

3、理财产品名称：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平湖支行“共赢利率结构22770期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购买金额：7,000万元人民币；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封闭式；起止

日期：2018年11月7日至2019年4月22日；实际收益：1,305,260.27元。

4、理财产品名称：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金山” 收益凭证3231期理财产

品；购买金额：1亿元人民币；产品类型：本金保障型固定收益类收益凭证；起止日期：2018

年12月12日至2019年4月22日；实际收益：1,410,410.96元。

本次到期的理财产品的详细购买情况请见公司分别于2018年8月22日、11月9日、12月

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莎普爱思委托理财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8-047、078、082）。

（二）其他相关到期收回本金和收益的理财产品

1、理财产品名称：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慧通79号收益凭证”人民币理财产品；购

买金额：1.8亿元人民币； 产品类型： 本金保障型收益凭证； 起止日期：2018年4月27日至

2018年7月25日；实际收益：2,174,794.52元。

2、理财产品名称：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慧通120号收益凭证” 人民币理财产品；

购买金额：1,800万元人民币；产品类型：本金保障型收益凭证；起止日期：2018年8月1日至

2018年9月3日；实际收益：67,068.49元。

3、理财产品名称：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慧通121号收益凭证” 人民币理财产品；

购买金额：1,000万元人民币；产品类型：本金保障型收益凭证；起止日期：2018年8月2日至

2018年10月8日；实际收益：76,383.56元。

4、理财产品名称：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平湖支行“中信理财之共赢利率结构

19917期人民币结构性理财产品” ；购买金额：0.7亿元人民币；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封

闭式；起止日期：2018年4月28日至2018年10月31日；实际收益：1,640,876.71元。

5、理财产品名称：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慧通122号收益凭证” 人民币理财产品；

购买金额：800万元人民币；产品类型：本金保障型收益凭证；起止日期：2018年8月3日至

2018年11月1日；实际收益：83,769.86元。

6、理财产品名称：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银河金山” 收益凭证2394期理财产

品；购买金额：0.2亿元人民币；产品类型：保本固定收益型(低风险)收益凭证；起止日期：

2018年5月3日至2018年11月5日；实际收益：491,835.62元。

7、理财产品名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平湖支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结构性

存款188天” 人民币理财产品；购买金额：1.8亿元人民币；产品类型：期限结构型；起止日

期：2018年5月4日至2018年11月8日；实际收益：4,357,479.45元。

8、理财产品名称：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慧通140号收益凭证” 人民币理财产品；

购买金额：1,500万元人民币；产品类型：本金保障型收益凭证；起止日期：2018年9月14日

至2018年12月12日；实际收益：147,945.20元。

9、理财产品名称：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慧通161号收益凭证” 人民币理财产品；

购买金额:800万元人民币；产品类型：本金保障型收益凭证；起止日期：2018年11月8日至

2019年1月7日；实际收益：50,805.48元。

10、理财产品名称：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慧通150号收益凭证” 人民币理财产

品；购买金额:1,300万元人民币；产品类型：本金保障型收益凭证；起止日期：2018年10月

12日至2019年1月9日；实际收益：128,219.18元。

11、理财产品名称：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慧通181号收益凭证” 人民币理财产

品；购买金额:1,500万元人民币；产品类型：本金保障型收益凭证；起止日期：2018年12月

21日至2019年3月20日；实际收益：144,246.57元。

12、理财产品名称：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财慧通189号收益凭证” 人民币理财产

品；购买金额:1,800万元人民币；产品类型：本金保障型收益凭证；起止日期：2019年1月11

日至2019年4月10日；实际收益：173,095.89元。

13、理财产品名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平湖支行“交通银行蕴通财富结构性

存款5个月” 存款产品；购买金额:8,000万元人民币；产品类型：期限结构型；起止日期：

2018年11月12日至2019年4月15日；实际收益：1,400,767.12元。

上述理财产品的详细购买情况请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莎普爱思委托理财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8-021、022、023、024、044、045、

046、064、071、078、080、084和2019-006）。

二、截至2019年4月23日，公司进行委托理财的金额（本金）为0元。

特此公告。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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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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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97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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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03,12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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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2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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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董红林女士主持。 本次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和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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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出席5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管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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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117,240 99.9995 3,000 0.0005 0 0.0000

2、议案名称：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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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117,240 99.9995 3,000 0.0005 0 0.0000

3、议案名称：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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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117,240 99.9995 3,000 0.0005 0 0.0000

4、议案名称：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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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117,240 99.9995 3,000 0.0005 0 0.0000

以2018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1,000,968,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0元(含

税)，共计派发股利50,048,400.00元，剩余未分配利润（母公司）7,099,502.19元结转以后年度。 资本公

积金不转增股本。

5、议案名称：《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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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117,240 99.9995 3,000 0.0005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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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117,240 99.9995 3,000 0.0005 0 0.0000

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2019年度审计费用

授权董事会参照其业务量确定金额。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金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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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48,040 99.9928 3,000 0.0072 0 0.0000

与该议案有关联关系的股东山东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已经申明关联关系， 其持有的

561,169,200股回避表决。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融资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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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44,840 99.9852 6,200 0.0148 0 0.0000

与该议案有关联关系的股东山东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已经申明关联关系， 其持有的

561,169,200股回避表决。

9、议案名称：关于与山东省商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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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44,840 99.9852 6,200 0.0148 0 0.0000

同意与山东省商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续签期限一年，原协议主要条款不变。

同时，山东省商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对公司综合授信额度为30亿元。

与该议案有关联关系的股东山东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已经申明关联关系， 其持有的

561,169,200股回避表决。

10、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经理层参与土地竞拍权限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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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117,240 99.9995 3,000 0.0005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项目跟投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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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117,240 99.9995 3,000 0.0005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全资子公司山东福瑞达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对其下属公司2019年度担保额度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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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8,998,061 99.3165 4,122,179 0.6835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议案4: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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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739,2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69,246,36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9,131,679 99.9671 3,000 0.0329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412,300 99.2776 3,000 0.7224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8,719,379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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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78,378,040 99.9961 3,000 0.0039 0 0.0000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78,378,040 99.9961 3,000 0.0039 0 0.0000

7

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发生金额的议

案

41,948,040 99.9928 3,000 0.0072 0 0.0000

8

关于公司2019年度融资额

度的议案

41,944,840 99.9852 6,200 0.0148 0 0.0000

9

关于与山东省商业集团财

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

务协议》的议案

41,944,840 99.9852 6,200 0.0148 0 0.0000

12

关于全资子公司山东福瑞

达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对其

下属公司2019年度担保额

度预计的议案

74,258,861 94.7408 4,122,179 5.2592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7项、第8项、第9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与该议案有关联关系的股东山东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关联方已经申明关联关系，其持有的561,169,200股回避表决。

同时，会议还听取了《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山东舜翔律师事务所

律师：齐姣、陈晓彤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山东舜翔律师事务所关于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4日

股票代码：

000726 200726

股票简称：鲁泰

A

鲁泰

B

公告编号：

2019-027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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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有临时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详见本公司于2019年4月10日发布于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2018年年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25）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于2019年3月29日发出，2019年4月10日再次发出《关于2018年年股东大

会增加临时提案暨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5、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4月23日（星期二）下午13：30时。

（2）网络投票时间：交易系统投票时间：2019年4月23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互

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4月22日下午15：00，结束时间为2019年4月23日下午15：00。

3.现场会议地点：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般阳山庄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刘子斌先生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出席情况

1、总体情况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41人、代表股份36,233.7880万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85,812.1541万股

的42.224%。其中，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7人、代表股份18,615.7773万股，占本公司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2.841%。

2、出席现场会议的情况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3人、代表股份32,955.6086万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85,812.1541万股的

38.404%。其中，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7人、代表股份18,615.7773万股，占本公司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2.841%。

3、网络投票的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8人，代表股份3,278.1794万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820％。其中，B股股东

通过网络投票的0人，代表股份数0股，占本公司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4、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监事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表决结果如下：

1.00� �关于董事会2018年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意比例 反对 反对比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62,337,880

362,016,

414

99.911% 321,466 0.089% 0 0.000%

其中：与会B股股东 186,157,773

186,157,

773

100.000% 0 0.000% 0 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意比例 反对 反对比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103,142,

357

102,820,

891

99.688% 321,466 0.312% 0 0.000%

其中：与会B股中小投资者 67,830,973 67,830,973 100.000% 0 0.000% 0 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2.00� �关于监事会2018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意比例 反对 反对比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62,337,880

362,016,

414

99.911% 321,466 0.089% 0 0.000%

其中：与会B股股东 186,157,773

186,157,

773

100.000% 0 0.000% 0 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意比例 反对 反对比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103,142,

357

102,820,

891

99.688% 321,466 0.312% 0 0.000%

其中：与会B股中小投资者 67,830,973 67,830,973 100.000% 0 0.000% 0 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3.00� �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意比例 反对 反对比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62,337,880

362,016,

414

99.911% 321,466 0.089% 0 0.000%

其中：与会B股股东 186,157,773

186,157,

773

100.000% 0 0.000% 0 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意比例 反对 反对比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103,142,

357

102,820,

891

99.688% 321,466 0.312% 0 0.000%

其中：与会B股中小投资者 67,830,973 67,830,973 100.000% 0 0.000% 0 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4.00� � �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意比例 反对 反对比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62,337,880

362,016,

414

99.911% 321,466 0.089% 0 0.000%

其中：与会B股股东 186,157,773

186,157,

773

100.000% 0 0.000% 0 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意比例 反对 反对比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103,142,

357

102,820,

891

99.688% 321,466 0.312% 0 0.000%

其中：与会B股中小投资者 67,830,973 67,830,973 100.000% 0 0.000% 0 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5.00� �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意比例 反对 反对比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62,337,880

362,016,

414

99.911% 321,466 0.089% 0 0.000%

其中：与会B股股东 186,157,773

186,157,

773

100.000% 0 0.000% 0 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意比例 反对 反对比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103,142,

357

102,820,

891

99.688% 321,466 0.312% 0 0.000%

其中：与会B股中小投资者 67,830,973 67,830,973 100.000% 0 0.000% 0 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6.00� �关于聘任公司2019年度财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意比例 反对 反对比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62,337,880

349,610,

242

96.488%

11,599,

803

3.201%

1,127,

835

0.311%

其中：与会B股股东 186,157,773

176,698,

431

94.918% 8,331,507 4.476%

1,127,

835

0.60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意比例 反对 反对比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103,142,

357

90,414,

719

87.661%

11,599,

803

11.246%

1,127,

835

1.093%

其中：与会B股中小投资者 67,830,973

58,371,

631

86.054% 8,331,507 12.283%

1,127,

835

1.663%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7.00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意比例 反对 反对比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62,337,880

362,016,

414

99.911% 321,466 0.089% 0 0.000%

其中：与会B股股东 186,157,773

186,157,

773

100.000% 0 0.000% 0 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意比例 反对 反对比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103,142,

357

102,820,

891

99.688% 321,466 0.312% 0 0.000%

其中：与会B股中小投资者 67,830,973 67,830,973 100.000% 0 0.000% 0 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通过。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全文同日披露于巨潮资

讯网。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曹钧 王霁云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临时提案的提

出、召集人的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方式均符合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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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国有股权无偿划转过户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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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遗漏。

一、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情况概述

2018年12月17日，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控股股东南宁振宁资产经营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宁振宁公司” ）的告知函，拟将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权无偿划转至广西农村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农投集团” ）； 2019年1月30日，公司收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国资委下

发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国有股权无

偿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2019年1月28日， 南宁振宁公司与广西农投集团就股权无偿划转事宜签署了

《股份无偿划转协议书》；2019年3月21日，公司披露了广西农投集团须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同意豁免因无

偿划转而持有公司股份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2019年4月12日， 广西农投集团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关于核准豁免广西农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

（详情请参阅公司于2018年12月18日、2019年1月31日、2019年3月21日、2019年4月3日及2019年4月13

日发布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南宁糖业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筹划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国

有股权无偿划转的进展公告》）。

二、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过户情况

2019年4月23日， 公司收到广西农投集团通知，2019年4月23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

具了《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业务单号：443000002924），南宁振宁公司所持公司76,813,828股（占

公司总股本23.70%）国有股份无偿划转给广西农投集团过户工作已经完成，该部分股份已登记在广西

农投集团名下，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流通股，过户日期为2019年4月22日。

截至本公告日，广西农投集团持有公司股份76,813,828股，占公司总股本23.70%，成为公司控股股

东。 南宁振宁公司持有公司股份59,954,972股，占总股本的18.50%，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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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起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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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南宁糖业” ）于2018年5月24日对外披露了《南宁糖业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起诉讼事项的公告》。 2015年11月28日，公司与被告一广西富方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富方公司” ）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以及合同附件《盈利预测与业绩补偿协议》、《股权质押协

议书》等相关协议，约定富方公司向公司转让其所持有的广西环江远丰糖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环江远丰公司” ）75%的股权，股权转让完成后，环江远丰公司股权结构为公司持有环江远丰公司75%

的股权，富方公司持有环江远丰公司25%的股权。 为保障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盈利预测与业绩补偿

协议》权利的实现，富方公司将所持环江远丰公司剩余25%的股权质押给公司，同时约定方镇河对富方

公司在合同项下应承担的全部责任和义务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责任。

公司与富方公司签订的 《盈利预测与业绩补偿协议》 约定， 环江远丰公司2016年度、2017年度、

2018年度（以下统称“承诺期限” ）扣非后承诺净利润数额分别不低于10万元、50万元、100万元。

根据环江远丰公司2016年度、2017年度审计结果， 环江远丰公司均未达到当年度承诺净利润的

60%，已触发2016年度、2017年度的业绩补偿机制。两年补偿金额合计51,119,210.07元。同时，根据《盈

利预测与业绩补偿协议》的约定，富方公司应向公司支付业绩补偿款逾期滞纳金3,865,575.71元。 就该

业绩补偿款及逾期滞纳金的支付，公司多次向富方公司、方镇河提出主张，但富方公司、方镇河均未能履

行其合同义务。

公司为了保护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利益委托律师向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

本案于2018年5月份提起诉讼时， 因2018年度尚未履行届满， 公司仅向富方公司主张2016年度、

2017年度的业绩补偿款，但近日会计师事务所已出具环江远丰公司2018年度审计报告及关于业绩承诺

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公司已具备向富方公司主张全部三年业绩补偿款的基础。

根据环江远丰公司2016年、2017年、2018年审计结果及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专

项审核报告，富方公司未完成环江远丰公司2016年、2017年、2018年业绩承诺，三年累计差额（补偿金

额）118,156,821.38元。 同时，根据《盈利预测与业绩补偿协议》的约定，富方公司逾期支付业绩补偿款

的，每逾期一日，按逾期缴款金额日万分之三支付滞纳金，因此富方公司应向公司支付业绩补偿款逾期

滞纳金9,261,057.87元（暂计至2019年3月31日）。

基于上述情况，近日公司向法院申请变更诉讼请求，变更后的诉讼请求如下：

1、 判令被告一富方公司向原告南宁糖业支付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业绩补偿款合计人民

币118,156,821.38元；

2、判令被告一富方公司向原告南宁糖业支付业绩补偿款逾期滞纳金9,261,057.87元；

3、判令被告一富方公司对原告南宁糖业的前述第1项、第2项义务承担质押担保责任，原告南宁糖业

对被告一富方公司所持有的环江远丰公司25%的股权享有质押优先受偿权；

4、判令被告二方镇河对被告一富方公司对原告南宁糖业的前述第1项、第2项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5、本案所有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受理费、保全费、公告费（如有）等由两被告承担。

上述诉讼请求变更申请已获法院同意，法院将另行通知本案开庭日期。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

截至本公司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案件对公司利润的影响

目前本案尚未开庭审理，本案后续的审判结果、判决执行情况均存在不确定性，尚无法判断对公司

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就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案件受理通知书（2018）桂01民初505号。

特此公告。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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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部分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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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彭威洋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不能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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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为：2019年4月23日（星期二）15:00

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4月22日至2019年4月23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4月22日15:00至2019年4月23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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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9:30-11:30和13:00-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福泉市龙昌镇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306

会议室

3、会议召开的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海斌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共7人，代表股份312,518,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76.7701%；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共4人， 代表股份14,714,9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6147%。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游明牧律师、

李根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关于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全部议案， 并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

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327,23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2、审议通过《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327,23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3、审议通过《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同意327,23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4、审议通过《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327,23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5、审议通过《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327,23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6、审议通过《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327,23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4,75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3％；反对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7、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327,23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8、 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全部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同意14,714,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2％；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4,714,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2％；

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

本次激励计划所有激励对象及与激励对象有关联关系的股东对本议案均回避表决， 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回避表决的股份数合计312,518,000股。

9、审议通过《关于减资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议案8审议通过是本议案表决结果有效的前提。

同意327,23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游明牧律师、李根律师见证，并出具了《关于贵州川恒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为：川恒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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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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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减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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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 证券简称：川恒股份，证券

代码：002895）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全部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减资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19年3月29日在法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2017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18）。 ）

因公司层面未能满足《2017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公司将对未能解除限售的股票2,829,200股予以回购注销，因此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由407,083,000.00元人民币变更为404,253,800.00元人民

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

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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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

定向本公司提出书面请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