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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证券简称：宁波银行
公告编号：2019-023
优先股简称：宁行优01、宁行优02
可转债简称：宁行转债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准发行金融债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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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近日收到《中国人民银行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书》（银市场许准予字〔2019〕第74号），本公司获准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
行不超过200亿元人民币的金融债券，专项用于发放小型微型企业贷款。
本公司将严格遵守《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金融债券发行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
〔2005〕 第1号）、《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金融债券发行管理操作规程》（中国人民银行公

证券代码：603816
债券代码：113518
转股代码：191518

告〔2009〕第6号）等有关规定，做好本次债券发行管理及有关信息披露工作。
本次金融债券发行结束后，本公司将按照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
交易流通。
特此公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22日

证券简称：顾家家居
债券简称：顾家转债
转股简称：顾家转股

公告编号：2019-041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权益分派引起的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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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益分派公告前一交易日（2019年5月27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间，本公司可
转换公司债券将停止转股。
一、权益分派方案的基本情况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顾家家居” 或“
公司” ）于2019年5月15日召开了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公司以利润分配
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并派发现金红利人
民币10.00元（含税，实际分红金额以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数为基数进行计算）。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5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
定法披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刊登的《顾家家居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将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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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条款及相关规定对可转换公司债券当期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二、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时转股连续停牌的安排
（一）公司将于2019年5月2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和可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公告。
（二）自2019年5月27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具体日期详见公司将于2019年5月
28日披露的权益分派实施公告）期间，“顾家转债” 转股代码（191518）将停止交易，股权
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顾家转债” 转股代码（191518）恢复交易，欲享受权益分派
的可转债持有人可在2019年5月24日（含2019年5月24日）之前进行转股。
三、其他
联系部门：投资证券管理中心
联系电话：0571-88603816
特此公告。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2日

股票简称：中体产业

编号：临2019-24

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恢复审查通知书》的公告
特别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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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公司根据《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的有关规定，主动申请中国证监会中止对
公司本次重组的审查，并于2019年4月24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
申请中止审查通知书》（182296号），中国证监会决定同意公司中止审查申请。 （具体事宜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0日、4月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刊登的临 2019-19、临 2019-20 号公告）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相关事项已落实，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的有关规定已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恢复审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申请文件事宜的申请》。2019年5月21日，公司收到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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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下发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恢复审查通知书》（182296号），中国证监会依
法对公司提交的恢复审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申请进行了审查，认为申请符合恢复审
查条件，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第二十三条的有关规定，
决定恢复对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行政许可申请的审查。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存在不确定性。 公
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以及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简称：嘉凯城

公告编号：2019-036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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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5月21日，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持股5%以上股
国大集团” ）的函件，国大集团将其所持有的部
东浙江国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分公司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国大集团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否

解除质押股数
（股）
54,000,000

质押开始日

解除质押日期

质权人

2019年2月21日

2019年5月17
日

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财
务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解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38.23%

2、股份累计被质押情况
2019年2月21日国大集团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140,762,200股质押给浙江省交
通投资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2月23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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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中国长城

公告编号：2019-040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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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具体如下：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中原电子收购中电财务部分股权调整暨关联交易》，以更新后的资产
评估报告作为定价依据重新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替代经2017年5月9日公司2017年度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旧《股权转让协议》，除因前次评估报告已过国有股权主管部门要求的使用有效期
而更新外，其他主要收购条款不变。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19年5月21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的时间：2019年5月20日－2019年5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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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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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下午
15:00－2019年5月21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工业园长城大厦16楼
3、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5、主 持 人：董事兼总裁徐刚先生
6、会议通知情况：公司董事会于2019年4月30日、2019年5月20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
的通知》（2019-037号）、《关于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2019-039号）， 公告了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及投票表决的方式和方法。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60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285,478,
6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3.781%。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8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205,835,113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1.068%；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为52人，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79,643,
5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713%。
2、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会议提案进行了投票表决，具体表决情
况如下：
审议普通决议议案
1、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285,242,5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反对236,114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弃权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2,263,0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4%；反
对236,1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6%；弃权0股。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2、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285,242,5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反对236,114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弃权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2,263,0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4%；反
对236,1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6%；弃权0股。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3、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1,285,242,5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反对233,014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 弃权3,1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2,263,0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4%；反
对233,0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2%；弃权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4、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1,285,242,5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反对233,014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 弃权3,1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2,263,0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4%；反
对233,0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2%；弃权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5、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1,285,217,9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反对257,614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 弃权3,1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2,238,4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4%；反
对257,6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2%；弃权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6、2018年度报告全文及报告摘要
同意1,285,245,6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反对233,014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弃权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2,266,1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8%；反
对233,0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2%；弃权0股。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7、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涉及资产担保
同意1,285,242,6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反对236,014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弃权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2,263,1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4%；反
对236,0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6%；弃权0股。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8、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及下属公司之间担保
同意1,285,239,5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反对236,014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 弃权3,1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2,260,0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0%；反
对236,0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6%；弃权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9、中电软件园为购买其开发项目的按揭贷款客户提供阶段性担保
同意1,285,239,5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反对236,014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 弃权3,1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2,260,0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0%；反
对236,0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6%；弃权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10、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理财增效暨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 持有公司股票1,196,466,
010股）、湖南计算机厂有限公司（关联企业，持有公司股票6,127,748股）回避表决。
同意82,645,776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2%；反对239,114股，占
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8%；弃权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2,260,0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0%；反
对239,1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0%；弃权0股。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11、中原电子收购中电财务部分股权调整暨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 持有公司股票1,196,466,
010股）、湖南计算机厂有限公司（关联企业，持有公司股票6,127,748股）、公司董事高管（关联自然人
股东）所持股份全部回避表决。
因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唯一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湖南计算机厂有限公司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嘉凯城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05）。
截止本公告日，国大集团共持有公司股份141,24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83%。 本
次解除质押后，国大集团所持公司股份中仍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为86,762,20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4.81%。
3、国大集团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由此产生的质押风险在可控范
围之内，目前未出现平仓的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股票质押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备查文件
1、浙江国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我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登记证明（部分解除质押登记）；
特此公告。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所控制的企业，均需在该议案中回避表决；董事高管（关联自然人股
东）所持股份全部回避表决；因此本议案的总体表决情况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2,263,196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4%；反对236,014股，占
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6%；弃权0股。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12、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1）与中国电子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股东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 持有公司股票1,196,466,
010股）、湖南计算机厂有限公司（关联企业，持有公司股票6,127,748股）、公司董事高管（关联自然人
股东）所持股份全部回避表决。
因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唯一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湖南计算机厂有限公司
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所控制的企业，均需在该议案中回避表决；董事高管（关联自然人股
东）所持股份全部回避表决；因此本议案的总体表决情况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2,263,096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4%；反对236,114股，占
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6%；弃权0股。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2）与长城银河签署《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关联股东周在龙先生（公司高管，持有公司股票60,000股）在长城银河担任董事长，关联股东段军
先生（公司高管，持有公司股票20,000股）在长城银河担任董事，需回避表决。
同意1,285,165,634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反对233,014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弃权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2,266,1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8%；反
对233,0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2%；弃权0股。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3）与长城超云签署《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关联股东周在龙先生（公司高管，持有公司股票60,000股）在长城超云担任董事长，需回避表决。
同意1,285,185,634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反对233,014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弃权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2,266,1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8%；反
对233,0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2%；弃权0股。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4）与广州鼎甲签署《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关联股东周庚申先生（公司高管，持有公司股票97,680股）在广州鼎甲担任董事长，需回避表决。
同意1,285,144,854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反对233,014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弃权3,1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2,263,0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4%；反
对233,0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2%；弃权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审议特别决议议案
13、重大资产重组购入资产2018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业绩补偿方案
关联股东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 持有公司股票1,196,466,
010股）、湖南计算机厂有限公司（关联企业，持有公司股票6,127,748股）、公司董事高管（关联自然人
股东）所持股份全部回避表决。
因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唯一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湖南计算机厂有限公司
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所控制的企业，均需在该议案中回避表决；董事高管（关联自然人股
东）所持股份全部回避表决；因此本议案的总体表决情况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2,266,196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8%；反对233,014股，占
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2%；弃权0股。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14、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补偿股份回购、注销相关事宜并因注册资本变更修订《公司
章程》
同意1,285,243,43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反对235,214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弃权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2,263,9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5%；反
对235,2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5%；弃权0股。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及律师姓名：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赫敏律师、程珊律师
2、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2、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3、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4、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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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并
注销业绩补偿股份的债权人通知暨减资公告
本公司及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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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公司” ）于2019年5月21日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购入资产2018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业绩补偿方案的议案》和《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补偿股份回购、注销相关事宜并因注册资本变更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由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购入资产北京圣非凡电子系统技术开发有限公司2018年度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未能达到承诺业绩，根据公司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 ）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公司将以1
（简称“
元的价格回购中国电子7,983,507股并予以注销。 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2,936,165,560股
减少至2,928,182,053股，中国电子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部分股份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
的相关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告债权事项如下：
本公司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发出的债权人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45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依法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具体债权申报方式如下：
（1）现场申报
请持有效债权文件、相关凭证和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通知等债权资料（以下
合称“
债权资料” ）到本公司以下地址申报债权：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工业园科发路3号长城大厦，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邓咏梅
联系电话：0755-26639997-2522
申报时间：工作日上午9:00－12:00，下午14:00－17:00
（2）以邮寄方式申报
请将债权资料邮寄至以下地址，并请在邮件封面上注明“
申报债权” 字样：
邮寄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工业园科发路3号长城大厦，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邓咏梅
邮编：518057
联系电话：0755-26639997-2522
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时间以寄出邮戳为准。
（3）以传真方式申报
请将债权资料传真至以下号码，并请在首页注明“
申报债权” 字样：
传真号码：0755-26631695
联系电话：0755-26639997-2522
联系人：邓咏梅
以传真方式申报的申报时间以具体送达日期为准。
对于根据本公告或债权人通知进行有效申报的债权人，本公司将根据债权人的要求对相关债务进
行提前清偿或提供相应担保；逾期将视为有关债权人放弃要求本公司提前清偿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权
利；对于未进行申报的债权人，公司将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约。
此外， 公司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业绩补偿股份的回购和注
销，并将于实施完成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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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顺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业绩承诺履行情况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顺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
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资产收购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的议案，鉴于浙江翰
晟携创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翰晟” 或“目标公司” ）2018年度业绩承诺未完成，
根据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翰晟携创实业有限公司及其全体股东之股权收购
及增资协议》（以下简称“
《股权收购及增资协议》” ），浙江翰晟股东陈环、原股东林国平
（以下简称“
补偿义务人” ）应当进行业绩补偿。 现将业绩承诺履行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业绩承诺基本情况
2017年1月11日，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 （现更名为 “广东顺钠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 ）与浙江翰晟及其全体股东签订了《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翰晟携创实业有
限公司及其全体股东之投资框架协议》。
综合各方中介机构尽职调查结果及评估机构预估， 截至2016年11月30日的浙江翰晟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预估值不高于人民币6.08亿元。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3.04亿元收购浙江翰晟50%股权， 并拟使用自有资金不超过人民币1.52亿元认缴浙江翰晟
新增的1,250万元注册资本。 股权收购及增资价款的支付方式、支付期限、支付条件及股权
的交割等按照本协议确定的原则另行协商并在正式协议进行约定。
2017年1月23日，公司与浙江翰晟及其全体股东共同签署了《股权收购及增资协议》，
公司通过货币资金购买的方式取得浙江翰晟50%股权（即2,500万元注册资本），同时以增
资的方式取得浙江翰晟1,250万元的注册资本。 收购股权和增资完成后，浙江翰晟股东由
陈环、林国平变更为公司、陈环，公司持有浙江翰晟60%的股权。 浙江翰晟已于2017年3月
17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资产收购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
审核报告》（大华核字 [2017]002234号、 大华核字 [2018]002347号、 大华核字[2019]
003743号），2016至2018年经审计后浙江翰晟实际净利润及累计净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2016年
承诺业绩

期末累积净利润

3,100.00

差额

2017年
承诺业绩

实际业绩

承诺业绩

实际业绩

3,156.92

7,700.00

8,285.44

13,700.00

-65,160.64

56.92

净利润

3,100.00

2018年

实际业绩

585.44
3,156.92

4,600.00

-78,860.64
5,128.52

6,000.00

-73,446.08

2018年度浙江翰晟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未达到业绩承诺。
三、业绩承诺未完成的补偿安排
根据公司与浙江翰晟签署的《股权收购及增资协议》，补偿义务人陈环、林国平承诺：
浙江翰晟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承诺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为3,100万元、
4,600万元、6,000万元、7,900万元。 在业绩补偿期内，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对浙江翰晟出具
专项审计报告的审计结果，浙江翰晟在某一会计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总额未达到补偿义
务人承诺净利润总额，则补偿义务人应以现金方式对公司进行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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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股权收购及增资协议》约定的补偿金额计算公式：2018年度应补偿金额=（截至
当期期末目标公司累计承诺净利润—截至当期期末目标公司累计实际实现的净利润）×
本次股权收购及增资后公司持有的股权比例60%—累计已补偿金额= （13,700万元+65,
160.64万元）×60%—0万元=47,316.38万元。
同时，根据《股权收购及增资协议》的约定，累计业绩补偿总额及减值补偿金额合计将
不超过该交易行为的股权转让价款。 因此，补偿义务人实际应支付的业绩补偿款以该交易
行为的股权转让价款为上限，即为30,200万元，扣减公司预留尚未支付的、补偿义务人作
为2018年度业绩承诺与补偿保障的5%股权转让款1,510万元后， 补偿义务人2018年度实
际仍需支付的业绩补偿款为28,690万元。 此外，公司尚余5%股权转让款1,510万元未向补
偿义务人支付，作为补偿义务人的业绩承诺与补偿保障。
四、业绩承诺的履行进展
根据《股权收购及增资协议》的约定，会计师事务所对浙江翰晟某一会计年度的专项
审计报告出具之日后的10个工作日内，补偿义务人应按照上述业绩补偿的情况确定应承担
的补偿金额，并以书面形式进行通知，补偿义务人应在收到前述书面通知之日起10个工作
日内，以货币资金的方式一次性向公司支付业绩补偿金。
公司已于2019年5月5日分别以公证快递的方式向陈环和林国平发出 《关于要求支付
业绩补偿金的通知》，要求两人在接到此书面通知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以货币资金的方
式一次性向公司支付业绩补偿金。 根据快递状态显示，两份快件均于2019年5月6日签收。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陈环和林国平应支付的任何业绩补偿款项。
五、存在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1、 陈环因牵涉草根投资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被逮捕， 至今该案件尚在侦查阶
段；而林国平此前数次向公司发函，表示不再对《股权收购及增资协议》中作出的业绩承诺
及业绩补偿负责，并代表原业务骨干表示不再对与公司签订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人员
关于任职期限的承诺函》负责。 由于补偿义务人的法律意识和契约精神淡薄，存在相关补
偿义务人无法清偿或无法顺利清偿相关债务的风险。
2、公司将按照《股权收购及增资协议》的相关规定，督促业绩承诺方切实履行业绩承
诺补偿义务，并秉承上市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充分运用法律手段追讨上述业绩补偿款，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公司股东及投资者利益。
上述业绩承诺履行情况如有新的进展，公司将依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翰晟携创实业有限公司及其全体股东之股权收
购及增资协议》；
2、《关于要求支付业绩补偿金的通知》；
3、《顺德公证处受理通知单》。
特此公告。
广东顺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3、议案名称：公司董事会2018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同意

股东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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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九届一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19年5月10日
以书面送达、传真形式通知全体董事，会议于2019年5月21日在淮南市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名，实到8名，董事于江湧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书面委托董事陈培出席并表决。
会议由陈培董事主持。 会议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 与会董事对本次会议议案认真审议并以书面表决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陈培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 （陈培先生简历详见公司八届二十六次董
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17号），任期三年。
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杨伯达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杨伯达先生简历详见公司八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19-017号），任期三年。
本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其它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聘任丁家贵、卢浙安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王雪萍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王雪萍
先生简历详见公司八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17号），聘任王志根
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聘任周应江先生为公司安全监察局局长，以上拟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任期均为三年（公司高管简历附后）。
本议案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聘任戴斐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秘书（简历附后），任期三年。
本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廖前进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附后），任期三年。
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六、审议通过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设立战略发展委员会、人事和薪酬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
四个专业委员会，人员组成如下：
1、战略发展委员会（4名）：陈 培（主任），杨伯达，郁向军，王作棠；
2、人事和薪酬委员会（4名）：崔利国（主任），殷 海，黄书铭，郁向军；
3、提名委员会（4名）：王作棠（主任），陈 培，于江湧，崔利国；
4、审计委员会（4名）：郁向军（主任），于江湧，黄书铭，崔利国。
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特此公告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丁家贵，男，1973年6月出生，汉族，工程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曾任公司生产部副
部长、部长，公司安监局总工程师，刘庄煤矿安监处处长、副矿长（正部级），口孜东矿副矿
长、矿长，公司副总工程师兼口孜东矿矿长,现任公司副总经理，续聘为公司副总经理。丁家
贵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0股，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惩
戒。
卢浙安，男，1972年12月出生，汉族，大学本科学历，工业管理工程专业，高级工程师。
曾任安徽电建二公司自动化分公司技术员， 安徽电建二公司外高桥项目部工程部副主任、
副总工程师兼工程部主任，国投宣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工程技术部副主任（主持工作）、工
程管理部主任、副总工程师、副总经理，中煤新集利辛发电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党总
支书记、董事长，现任公司副总经理，续聘为公司副总经理。 卢浙安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0
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惩戒。
王志根，男，1966年出生，中国国籍，大学本科学历，采矿工程专业，高级工程师。 曾任
公司总工办主任、生产技术部部长、新集一矿矿长、新集三矿矿长、矿建公司经理、公司副总
工程师等职务，现任公司总工程师，续聘为公司总工程师。王志根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0股，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惩戒。
周应江，男，1969年3月出生，汉族，大学本科学历，矿井通风与安全专业，高级工程师。
曾任公司新集二矿通风区队长、副区长、区长，新集一矿通风副总工程师，公司安监局驻新
集一矿安监处处长，安监局副总工程师，公司一通三防部部长，新集二矿矿长、党委副书记，
公司副总工程师兼一通三防部部长，公司副总工程师兼安全监察局局长，现任公司安全监
察局局长、党委副书记，续聘为公司安全监察局局长。周应江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0股，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惩戒。
戴斐，男，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大学本科，高级经济师、政工师，曾任国投新集二矿
办公室主任，国投新集三矿团委书记、运销科书记，公司办公室副主任，上市办副主任，证券
部部长，公司第五、六、七、八届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 现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秘书，续聘为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秘书。 戴斐先生2008年1月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其任职资格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戴斐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0
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惩戒。
廖前进，男，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大学本科，经济师，曾任公司H股办公室、公司办公
室科员，公司政策研究室、信息中心业务、上市办公室主管，公司证券部主管、副主任经济
师、副部长。 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续聘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廖前进先生于2016年11月
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有关规定。 廖前进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0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
其他部门的处罚和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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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一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反对
比例（%）

票数

A股

1,241,385,412

弃权

票数

99.4764

比例（%）

6,533,820

票数

比例（%）

0.5236

0

0

4、议案名称：公司监事会2018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股东类型

票数

A股

反对
比例（%）

1,241,385,412

弃权

票数

99.4764

比例（%）

6,533,820

票数

0.5236

比例（%）
0

0

5、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股东类型

票数

A股

反对
比例（%）

1,241,385,412

票数

99.4764

弃权
比例（%）

6,533,820

票数

比例（%）

0.5236

0

0

6、议案名称：公司与安徽楚源工贸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股东类型

票数

A股

反对
比例（%）

858,774,765

弃权

票数

99.2449

比例（%）

6,533,820

票数

比例（%）

0.7551

0

0

7、议案名称：公司与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企业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股东类型

票数

A股

反对
比例（%）

456,093,255

票数

98.5877

弃权
比例（%）

6,533,820

票数

比例（%）

1.4123

0

0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股东类型

反对
比例（%）

票数

A股

1,241,385,412

票数

99.4764

弃权
比例（%）

6,533,820

票数

比例（%）

0.5236

0

0

9、议案名称：公司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股东类型

票数

A股

反对
比例（%）

1,241,385,412

票数

99.4764

弃权
比例（%）

6,533,820

票数

0.5236

比例（%）
0

0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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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

股东类型

反对
比例（%）

票数

A股

1,241,385,412

票数

99.4764

弃权
比例（%）

6,533,820

票数

0.5236

比例（%）
0

0

11、议案名称：关于调整板集煤矿初步设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股东类型

反对
比例（%）

票数

A股

1,241,395,312

票数

99.4772

弃权
比例（%）

6,523,920

票数

0.5228

比例（%）
0

0

12、议案名称：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股东类型

反对
比例（%）

票数

A股

1,241,381,112

票数

99.4761

弃权
比例（%）

6,538,120

票数

0.5239

比例（%）
0

0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中煤集团控股企业及关联方转让产能置换指标的关联交易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股东类型

反对
比例（%）

票数

A股

456,103,155

弃权

票数

98.5898

比例（%）

6,523,920

票数

1.4102

比例（%）
0

0

1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中铁资源苏尼特左旗芒来矿业有限公司转让产能置换指标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股东类型
A股

反对
比例（%）

票数
1,241,395,312

票数

99.4772

弃权
比例（%）

6,523,920

票数

0.5228

比例（%）
0

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5、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15.01

陈培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是否当选
权的比例（%）

得票数
1,241,019,617

99.4471 是

15.02

杨伯达

1,240,973,617

99.4434 是

15.03

殷海

1,240,972,639

99.4433 是

15.04

王雪萍

1,240,973,618

99.4434 是

15.05

于江湧

1,240,972,622

99.4433 是

15.06

黄书铭

1,241,307,820

99.4702 是

16、 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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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九届一次监事会通知于2019年5月
10日以书面送达、传真形式通知全体监事，会议于2019年5月21日在淮南市以现场方式召
开。会议应到监事5名，实到监事5名。根据会议议程，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书面表决方式
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的的议案。
选举焦安山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焦安山先生简历附后）。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Ｏ一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主席简历
焦安山，男，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研究生学历，注册会计师，曾任山东日照正阳会计
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中煤能源企业经营管理部全面预算主管，中煤集团企业管理部经营
主任管理部经营计划处处长、企业管理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总经理，现任中煤集团财
务管理部总经理。 焦安山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0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
部门的处罚和惩戒。
证券代码：601918
证券简称：新集能源
公告编号：2019-024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是否当选
表决权的比例（%）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16.01

王作棠

得票数
1,241,221,616

99.4633 是

16.02

崔利国

1,240,972,618

99.4433 是

16.03

郁向军

1,241,308,820

99.4703 是

17、 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17.01

焦安山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是否当选
权的比例（%）

得票数
1,240,973,619

99.4434 是

17.02

薛源

1,240,974,617

99.4435 是

17.03

舒玉强

1,241,356,820

99.4741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票数

反对
比例（%）

票数

弃权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1,116,999,944

100

0

0

0

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122,481,568

100

0

0

0

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1,876,100

22.2346

6,503,120

77.0720

58,500

0.6934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26,000

3.0274

774,300

90.1606

58,500

6.8120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 股
股东

1,850,100

24.4111

5,728,820

75.5889

0

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2

公 司 2018 年 度 利 润 分 配 预
案

124,357,668

94.9880

6,503,120

4.9673

58,500

0.0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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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淮南市山南新区新集能源办公园区第一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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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公 司 监 事 会 2018 年 度 工 作
报告

124,385,468

95.0093

6,533,820

4.9907

0

0

6

公司与安徽楚源工贸有限公
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73,482,608

91.8344

6,533,820

8.1656

0

0

7

公司与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控股企业关联交
易的议案

124,385,468

95.0093

6,533,820

4.9907

0

0

8

关 于 续 聘 2019 年 度 审 计 机
构的议案

124,385,468

95.0093

6,533,820

4.9907

0

0

10

关 于 公 司 2019 年 度 融 资 额
度的议案

124,385,468

95.0093

6,533,820

4.9907

0

0

11

关于调整板集煤矿初步设计
的议案

124,395,368

95.0168

6,523,920

4.9832

0

0

12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
案

124,381,168

95.0060

6,538,120

4.9940

0

0

13

关于公司向中煤集团控股企
业及关联方转让产能置换指
标的关联交易议案

124,395,368

95.0168

6,523,920

4.9832

0

0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47,919,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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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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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培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取现场及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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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监事王丽女士和职工监事开晓彬先生因工作原因，未
能亲自出席；
3、 董事会秘书戴斐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19年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反对
比例（%）

1,241,385,412

99.4764

票数

弃权
比例（%）

6,533,820

票数

0.5236

比例（%）
0

0

2、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41,357,612

反对
比例（%)
99.4742

票数
6,503,120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比例
（%）

票数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全部议案均获得有效通过；
2、按照规定，议案2采取了分段表决方式；
3、议案6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国华能源有限公司和安徽新集煤电（集团）有限公司回
避表决；议案7、议案13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林晖、法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本次
股东大会的议案及表决程序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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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弃权
比例（%）
0.5211

票数
58,500

比例（%）
0.0047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