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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临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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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委托人/受益人” ）于2019年3月

28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2019年4月18日召开的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临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的议案》，同意在充分保障日常经营性资

金需求， 不影响正常经营并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 授权公司（含子公司） 使用不超过

100,000万元额度的自有资金进行基金、理财、信托产品投资，证券投资及其他金融产品投

资等风险投资。投资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资

金可以滚动使用。 在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内，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投资决策权

并签署相关文件， 由公司财务部负责具体实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3月29日和

2019年4月19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临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的公

告》（ 公告编号：2019-037） 和 《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41）。

一、本次风险投资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与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资管” ）签署《广

发恒进-联合保理供应链金融第9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之资产支持证券认购协议》，使用闲

置自有资金5,000万元认购广发恒进-联合保理供应链金融第9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资产

支持证券，预期年化收益率7%。 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广发恒进-联合保理供应链金融第9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资产支持证券

2、证券品种：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

3、认购金额：5,000万元

4、年化预期收益率：7%

5、证券评级：AAA

6、本息偿付方式：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

7、专项计划成立日：2019年5月17日

8、兑付日：2020年5月7日

9、认购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10、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广发资管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公司与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信托” ）签署《平安信托·开元8

号集合信托计划固定收益类产品信托合同》，使用闲置自有资金48,400万元认购平安信托

开元8号集合信托计划，年化业绩比较基准6.2%。 具体如下：

1、产品名称：平安信托开元8号集合信托计划（第1期信托单位）

2、产品类型：固定收益类产品

3、认购金额：48,400万元

4、年化业绩比较基准：6.2%

5、风险等级：中等风险

6、预计信托单位成立日：2019年5月17日

7、信托单位续存期：自信托成立之日起满12个月之日。

8、认购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9、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平安信托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计划管理人（受托人）基本情况介绍

（一）计划管理人：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0901069673

成立日期：2014年1月2日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285

法定代表人：孔维成

经营范围：章程记载的经营范围：证券资产管理业务（含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证

券投资管理业务）。

（二）受托人：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000200095

成立日期：1984年11月19日

注册资本：1,30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益田路5033号平安金融中心

经营范围：本外币业务：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劵信托；其他财产或

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

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

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

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

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三、合同主要内容

（一）广发恒进-联合保理供应链金融第9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以下简称“专项计

划” ）

1、专项计划目的

管理人设立专项计划的目的是接受认购人的委托，按照专项计划文件的规定，将认购

资金用于购买基础资产，并以该等基础资产及其管理、运用和处分形成的属于专项计划的

全部资产和收益，按专项计划文件的约定向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进行利益分配。

2、专项计划的存续期限

专项计划的存续期限为自专项计划设立日（含）起至专项计划终止日（含）止的期间。

3、原始权益人

深圳联合保理有限公司

4、管理人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发）有限公司

5、托管银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6、专项计划资产投资范围

在相关规定允许的范围内，管理人可以在有效控制风险、保持流动性的前提下，以现金

管理为目的，管理人有权指示托管人将专项计划账户中的资金进行合格投资。 管理人代表

认购有权指示托管人将专项计划账户中待分配的资金进行合格投资， 可用于银行存款、同

业存款、大额存单、期限在一年以下（含一年）的商业银行理财计划、货币市场基金、质押回

购（包括协议式质押回购）以及其他收益稳健、低风险、高流动性金融产品，管理人应确保

变现时间不影响每一期的分配，且投资收益归属于专项计划。

7、资产支持证券品种

本专项计划共设置2挡资产支持证券，包括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与次级资产支持证券。

8、资产支持证券目标募集规模

本系列专项计划资产支持证券的总目标募集规模不超过100亿元，计划发行期数不超

过20期，于获得无异议函后24个月内发行。

每期资产支持证券的预期到期日距专项计划设立日最长不超过12个月，具体信息以管

理人届时披露的当期专项计划《说明书》为准。

第9期专项计划资产支持证券的目标募集规模为9.01亿元， 预计到期日为2020年5月7

日。

9、资产支持证券登记、托管及交易

管理人委托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办理资产支持证券的登记托管业务。资产支持证券将登

记在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开立的机构证券账户中。 在认购前，认购人

需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开立机构证券账户。

管理人应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另行签署《证券登记及服务协议》，以明确管理人和中

证登上海分公司在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账户管理、资产支持证券注册登记、清算及资产支

持证券交易确认、带了发放资产支持证券预期收益和本金、建立并保管资产支持证券持有

人名册等事宜中的权利和义务，保护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资产支持证券在登记托管机构完成登记前，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的资产支持证券注册

登记、清算及资产支持证券交易确认、发放资产支持证券预期收益和本金、建立并保管资产

支持证券持有人名册等事宜计划管理人办理。

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可以申请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国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进行

转让，但每个权益登记日至相应的兑付日或有控制权的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大会会议日期

内，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不得转让。 受委托的登记托管机构将负责资产支持证券的转让过

户和资金交收清算。

次级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不得转让其所持任何部分或全部次级资产支持证券。

（二）平安信托开元8号集合信托计划

1、信托计划投资范围

受托人根据信托目的，将各期信托资金用于向项目公司发放信托贷款，信托贷款资金

用于项目公司名下目标项目的开发建设。 闲置资金可投资于银行存款、同业拆放、国债、央

行票据、货币市场基金及受托人发行的其他信托产品。 受托人将取得的信托利益按本合同

的约定分配给受益人。

2、信托计划的规模、期限

本信托计划总规模不超过人民币485,000,000.00元， 本信托计划总规模以及各期信

托单位的规模最终以受托人实际募集的为准。 受托人有权根据市场情况决定进行分期募

集。

本信托计划的存续期限为自信托成立日起至本信托计划项下各期信托单位全部终止

之日止。 各期信托单位的预计存续期限以该期信托单位对应的《业绩比较基准公示表》约

定为准。 本信托计划的预计存续期限可根据信托文件的规定延期或提前终止。

3、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方式

本信托为受托人自主管理的集合信托，为固定收益类产品，投资于债权类资产的比例

不低于80%。

委托人将其合法所得的资金委托给受托人，受托人根据信托目的，将信托项下的信托

资金用于向项目公司发放信托贷款， 信托贷款资金用于项目公司名下目标项目的开发建

设，具体事项由受托人与项目公司签署《信托贷款合同》进行约定。闲置资金可投资于银行

存款、同业拆放、国债、央行票据、货币市场基金暨受托人发行的其他信托产品。

4、信托财产税费的承担及核算

根据信托合同约定应由信托财产承担的税费将由受托人直接从信托财产中扣除。受托

人以固有财产先行垫付信托财产应承担的信托费用的，由受托人在每次信托利益分配前从

信托财产中优先受偿。

5、信托受益权

本信托受益权无分级情况。 除本合同另有规定外，本信托受益人以所持有的信托单位

类型（如有）及份数享有相应的信托受益权。

四、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

（一）可能存在的投资风险

公司进行风险投资可能面临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金融市场波动风险、收益回报率不可

预期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等，公司将采取措施，严控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已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制度要求，制定了《风险投资管理制度》等与投资事项相关的

内部控制制度，规范了公司投资行为和审批程序，有利于防范投资风险，实现投资收益最大

化和投资风险的可控性。

2、在保证公司日常经营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合理安排配置投资产品期限。

3、公司将实时分析和跟踪产品的净值变动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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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公司审计部根据谨慎性原

则对各项投资可能的风险与收益进行评价，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

5、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及公司规章制度对风险投资事项进行决策、管理、监督和

检查，严格保证资金的安全性，并定期将投资情况向董事会汇报。公司将根据相关的法律法

规及时披露风险投资以及损益情况。

五、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一）公司使用临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是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及日常流动

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实施的，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开展，不会影响公司的日常经营运作。

（二）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适度的风险投资，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获得一定

的投资收益，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为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有效实现公司资产保值增值。

六、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的情况

截至公告日前，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使用临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的情况如

下：

受托机构 产品名称

投资金额

（万元）

产品类型 产品有效期

年化业绩

比较基准

备注

中融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

中融-融盈安泰151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优先级A

类、封闭式）

3,000

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自该类优先级信托单位取得

日（含该日）起至信托计划存

续满12个月之日（不含该日）

止

8.1% 未到期

平安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

平安信托鼎泰57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信托收益权转

让协议

14,500

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2019年4月30日至2019年7月

8日

6.8% 未到期

七、备查文件

1、 广发恒进-联合保理供应链金融第9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之资产支持证券认购协

议；

2、平安信托·开元8号集合信托计划固定收益类产品信托合同。

特此公告。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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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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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5月17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5月16日 – 2019年5月17日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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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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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15:00至2019年5月17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535号莱茵达大厦20楼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高继胜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由副董事

长刘晓亮先生主持现场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莱茵达体育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人， 代表股份总数

553,172,66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2.9074%。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人，代表股份总数为551,376,882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42.7681%。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795,782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139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浙江天册律

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表决结果如

下：

（一）审议通过《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553,172,6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

票）的100.0000%；反对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610,6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553,172,6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

票）的100.0000%；反对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610,6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553,172,6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

票）的100.0000%；反对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610,6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2018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553,172,6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

票）的100.0000%；反对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610,6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通过《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553,166,6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

票）的99.9989%；反对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6,000股，占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1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604,6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02%；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9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通过《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553,172,6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

票）的100.0000%；反对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610,6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七）审议通过《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553,172,6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

票）的100.0000%；反对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610,6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53,166,6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

票）的99.9989%；反对6,0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604,6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02%；反对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229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结论意见为：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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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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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全文详见公司同日登载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四、备查文件

1、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七日

关于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 律 意 见 书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浙江省杭州市杭大路1号黄龙世纪广场A座11楼

电话：＋86� 571� 87901111� � � � �传真：＋86� 571� 87901501

编号：TCYJS2019H0518号

致：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

下简称“公司法” ）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

“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本所” ）接受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茵体育” 或“公司” ）的委

托，指派吕崇华律师、赵琰律师参加莱茵体育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莱茵体育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

律意见书随莱茵体育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本所律师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莱茵体育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和相关文件进行了必要

的核查和验证，出席了莱茵体育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程序

经本所律师查验，莱茵体育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提议并召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

通知，已于2019年4月2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上公告。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根据会议通知，本次会议现场部分召

开的时间为2019年5月17日14:30；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5月16日—2019年5月17日，其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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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上午9:30至

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16

日下午15:00至2019年5月17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现场部分的召开地

点为浙江省杭州市文三路535号莱茵达大厦20楼会议室。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题为：

1.《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2018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5.《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7.《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8.《关于公司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题和相关事项已经在本次股东大会通知公告、提示性公告等公告中

列明与披露。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公告的召开时间、召开地点、参加会议的方式及召开程序进行，符合

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召集人资格合

法有效。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本次股东大会

的通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为：

1、截止2019年5月10日（股权登记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3、公司邀请的其他人员。

经大会秘书处及本所律师查验出席凭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12人，代表股

份总数为553,172,66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2.91%；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数为551,376,88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2.77%；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 代表股份数为1,

795,78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4%。

本所律师认为，莱茵体育出席本次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有权对本次会议的议案进行审议、表决。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程序，采取记名方式对本

次会议审议的单项议题进行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并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监

票。

根据表决结果，本次会议审议的议题获本次股东大会同意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对

会议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莱茵体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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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为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七日。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无副本。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承办律师：吕崇华

签署：

承办律师：赵 琰

签署：

证券代码：

601128

证券简称：常熟银行 公告编号：

2019-031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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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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常熟市新世纪大道58号公司五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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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73,922,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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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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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由宋建

明董事长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及国

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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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人，出席5人。

2、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2人。

3、董事会秘书徐惠春先生出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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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9,922,789 99.4064 0 0.0000 4,000,000 0.5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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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9,922,789 99.4064 0 0.0000 4,000,000 0.5936

3、议案名称：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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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9,922,789 99.4064 0 0.0000 4,000,000 0.5936

4、议案名称：2018年度财务决算和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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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9,922,789 99.4064 0 0.0000 4,000,000 0.593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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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9,922,789 99.4064 0 0.0000 4,000,000 0.5936

6、议案名称：续聘2019年度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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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9,922,789 99.4064 0 0.0000 4,000,000 0.5936

7、议案名称：部分关联方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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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820,261 98.3924 0 0.0000 4,000,000 1.6076

8、议案名称：增补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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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1,445,446 98.1485 12,477,343 1.8515 0 0.0000

黄和新先生的任职资格还需取得银保监部门的核准。

9、议案名称：修订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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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9,922,789 99.4064 0 0.0000 4,000,000 0.5936

公司《章程》还需经银保监部门核准（授权董事会根据银保监部门审批意见作适当修

改）后方能生效。

10、议案名称：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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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9,922,789 99.4064 0 0.0000 4,000,000 0.5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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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466,707,672 99.1502 0 0.0000 4,000,000 0.8498

6

续聘2019年度会计师事

务所

466,707,672 99.1502 0 0.0000 4,000,000 0.8498

7

部分关联方2019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241,650,968 98.3716 0 0.0000 4,000,000 1.6284

8 增补独立董事 458,230,329 97.3492 12,477,343 2.6508 0 0.0000

9 修订公司《章程》 466,707,672 99.1502 0 0.0000 4,000,000 0.849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9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表决通过。

2、议案7涉及关联方股东回避表决，回避表决的关联方股东分别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持有公司200,045,824股；常熟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81,382,062股；江苏江

南商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76,695,845股； 江苏白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46,337,863股；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原常熟开关厂）持有公司16,692,934股；苏州银

羊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3,948,000股。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林亚青、董椰檬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及决议内容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

成的决议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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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

600025

证券简称：华能水电 公告编号：

2019-029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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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世纪城中路1号公司本部一楼报告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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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99,978,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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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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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袁湘华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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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人，出席9人，其中董事戴新民、孙卫、张奇、黄宁、郑冬渝、杨先明

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2人，其中监事会主席叶才、监事王斌、职工监事冯卫因工

作原因，未能出席；

3、 董事会秘书邓炳超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郑爱武、张洪涛、王子伟、艾永平列

席情况。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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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99,978,64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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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99,978,64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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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99,978,64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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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99,977,344 99.9999 1,300 0.0001 0 0.0000

5、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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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99,977,344 99.9999 1,300 0.0001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华能澜沧江上游水电有限公司为西藏开投果多水电有限公司提供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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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99,972,344 99.9999 6,300 0.0001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盐津关河水电有限公司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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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98,973,644 99.9938 5,000 0.0000 1,000,000 0.0062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可续期融资工具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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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51,223,932 99.0929 147,456,012 0.8991 1,298,700 0.0080

9、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告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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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97,149,944 99.9827 1,300 0.0000 2,827,400 0.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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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公司 2018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

199,977,344 99.9993 1,300 0.0007 0 0.0000

6

关于华能澜沧江

上游水电有限公

司为西藏开投果

多水电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199,972,344 99.9968 6,300 0.0032 0 0.0000

7

关于公司为盐津

关河水电有限公

司项目贷款提供

担保的议案

198,973,644 99.4974 5,000 0.0025 1,000,000 0.5001

8

关于公司发行可

续期融资工具的

议案

51,223,932 25.6147 147,456,012 73.7358 1,298,700 0.6495

9

关于聘任公司

2019年度财 务

报告和内控审计

机构的议案

197,149,944 98.5854 1,300 0.0006 2,827,400 1.4140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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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书含、刘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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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

002628

证券简称：成都路桥 公告编号：

2019-050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中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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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标通知书主要内容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10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拟

中标项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47）。2019年5月17日，公司收到

了宝丰县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发出的《中标通知书》，确定公司（牵头人）、成都

市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成员单位）为高铁商务区平顶山西站东广场远期工

程四条道路建设项目的中标单位。 具体内容如下：

1、中标项目名称：高铁商务区平顶山西站东广场远期工程四条道路建设

项目。

2、项目招标人：宝丰县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3、中标人：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牵头人）、成都市交通规划勘

察设计院（成员单位）。

4、中标金额：项目概算（勘察设计费和建安工程费）约2.56亿元，其中建

安工程费约2.48亿元。

5、 项目内容： 宝丰县西站前路 （复兴路至发展路段）， 路线全长

2167.686m；宝丰县花园东路（复兴路至发展路段），路线全长1618.204m；宝

丰县花园西路（复兴路至发展路段），路线全长1600.126m；宝丰县兴宝四路

（香山路至公跨铁改线段），路线全长2268.71m。

6、建设模式：EPC

7、工期：勘察设计周期为60日历天，施工工期为720日历天。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河南阳光宏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是高铁商务区平顶山西站东广场远期

工程四条道路建设项目的招标代理机构。 宝丰县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是本项目

的招标人。

宝丰县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于2009年6月18日在宝丰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登

记成立，为国有控股公司，注册资本金为40,400万元人民币，主要经营范围为

城市资源的开发、经营和管理；城市基础设施和绿化工程建设；土地开发、土地

整理和土地经营；水利工程建设，农业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县乡交通设施的投

资、建设；建材的生产、销售；传统村落保护、改造及工程建设；城市建设方面的

融资和投资；房屋租赁、物业服务；中小企业融资服务和管理；根据县政府授

权，作为业主方履行相关建设工程的投资、代建和管理。

2、联合体成员情况介绍

成都市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成立于1998年11月24日，注册资本金471.8万

元人民币，主要经营范围为道路网络规划；承担道路、桥梁、隧道工程勘察设

计；市政工程设计（凭资质证营业）。 道路工程技术咨询、工程设计人员培训、

计算机软件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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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与上述单位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项目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建安工程费约占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9.1%。 若公司能

最终签订正式合同并顺利实施该项目， 预计将对公司相关建设年度经营业绩

产生积极的影响。

四、项目履行的风险提示

公司尚未与业主签订正式合同，因此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提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如公司后续与业主签订正式合同，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

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628

证券简称：成都路桥 公告编号：

2019-051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

2019

年四川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

接待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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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工作，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四川省上市公司协会、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

司共同举办的“2019年四川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 主题活动及董

秘值班周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

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全景·路演天下” 网站（http://rs.

p5w.net/html/94366.shtml）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参与公司本次投

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时间为2019年5月24日（星期五）15:00至16:30。

届时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孙旭军先生，董事会秘书、常务副总经理李志

刚先生将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与投资者就2018年年报、 公司治理、 发展战

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沟

通。 此外，公司在5月27日至5月31日期间，举办董秘值班周活动，在此期间公

司董秘将通过 “全景·路演天下” 网站（http://rs.p5w.net/html/94366.

shtml），在线及时回答投资者的问题。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