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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审议公司2019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

预计议案时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5月22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5月21日-2019年5月22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22日9:30-11:30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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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15:00-2019年5月

22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地点：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平潮镇通扬南路79号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五楼会

议室；

4、会议方式：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5、股权登记日：2019年5月17日；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卫东先生；

7、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12人，代表股份数290,660,652股，占公司总股

数的35.6571％。 其中，中小投资者代表股份数2,453,304股，占公司总股数的0.3010%。 具体如下：

（1）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8人，代表股份数290,308,552股，占公司总股数的

35.6139％；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352,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43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谢文武律师、张若愚律师进行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1、《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90,660,552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99997%；反对

票为1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003%；弃权票为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

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2,453,204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9%；1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关于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90,660,552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99997%；反对

票为1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003%；弃权票为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

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2,453,204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9%；1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90,660,552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99997%；反对

票为1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003%；弃权票为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

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2,453,204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9%；1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4、《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归属于母公司可供股东分

配的利润为人民币892,218,512.63元， 公司2018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

243,528,309.48元，其中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人民币222,913,736.23元。

鉴于公司盈利状况较好， 公司大部分资金用于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 考虑到公司未来业务发展需

要，并能与全体股东分享公司成长的经营成果，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拟以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815,155,441.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

人民币0.8元（含税），共分配现金股利人民币65,212,435.28元，此次分配后剩余可分配利润留待以后

年度分配。

表决结果为：同意290,318,552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8823%%；反

对票为342,1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1177%；弃权票为0股，占参加本次

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2,111,204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0555%；342,1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445%；0股弃权，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5、《关于续聘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19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90,660,552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99997%；反对

票为1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003%；弃权票为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

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2,453,204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9%；1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6、《2018年度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290,390,552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9071%；反对

票为270,1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929%；弃权票为0股，占参加本次股

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2,183,204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9904%；270,1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096%；0股弃权，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7、《公司2019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62,037,204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99996%；反对

票为1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004%；弃权票为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

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2,453,204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9%；1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8、《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290,660,552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99997%；反对

票为1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003%；弃权票为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

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2,453,204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9%；1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9、《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90,318,552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8823%%；反

对票为342,1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1177%；弃权票为0股，占参加本次

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2,111,204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0555%；342,1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445%；0股弃权，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陈忠逸先生、羿岳峰先生、施平先生进行了述职，向股东大会提交了《独立董事2018

年度述职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将2018年度出席董事会会议和股东大会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日常工作

情况及保护投资者权益方面等履行职务情况向大会进行了报告。

五、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派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会议备查文件

1、《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002259

证券简称：

*ST

升达 公告编号：

2019-056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

2018

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地点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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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曾于2019年4月30日在《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

通知》，因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地点安排存在冲突，公司决定将2018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由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东华正街42号广电国际大厦26楼公司会议室变更为北京市朝阳区红坊路8号江

南文化创意园8号楼二层会议室，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地点变更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除上述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变更外，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会议召开时间、召开方式、股权登记日

等其他事项均保持不变。 变更后的股东大会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8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5月28日（星期二）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5月27日—2019年5月28日，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

28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27

日下午15:00至2019年5月28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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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在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不能重复投票。 同一股份通过

现场、网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投票方式，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

6、股权登记日：2019年5月21日（星期二）

7、出席对象：

（1） 截至2019年5月21日下午收市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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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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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及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红坊路8号江南文化创意园8号楼二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将审议以下议案。

1、《关于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公司独立董事向本次年度股东大会述职，本事项不需审议。

2、《关于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关于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4、《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5、《关于续聘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6、《关于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7、《关于公司补选监事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2019年4月28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于2019年4月30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上述议案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 单独计票结果将于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时同时公开披

露。 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

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二）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项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00 《关于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00 《关于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4.00 《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

5.00 《关于续聘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6.00 《关于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

7.00 《关于公司补选监事的议案》 √

三、会议登记方法

1、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

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持股凭证进

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持股

凭证进行登记；

（3）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信函或传真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2、 登记时间：2019年5月24日、5月27日上午9:00-11:30、下午13:30-17:00。

3、登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红坊路8号江南文化创意园8号楼。

4、会上若有股东发言，请于2019年5月27日下午5点前，将发言提纲提交公司证券部。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其他

1、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东华正街42号26楼

邮 编：610016

联系电话：028－86783590

传 真：028－86755286

2、会期半天，凡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程序

1、投票代码：362259

2、投票简称：升达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具体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议

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

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9年5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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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3:00，结束

时间为2019年5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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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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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单位（本人）作为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

人）出席2019年5月28日（周二）召开的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 并对会议

议案行使如下表决权，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议案编码 议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栏可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00 《关于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00 《关于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4.00 《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

5.00 《关于续聘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6.00 《关于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

7.00 《关于公司补选监事的议案》 √

说明：1、请在对议案投票选择时打“√” ，“同意”“反对”“弃权” 都不打“√” 视为 弃权，“同意”

“反对”“弃权”同时在两个或以上选择中打“√”视为废票处理；

2、本授权委托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时。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持股性质：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日期：

注：此"授权委托书"的剪报或复印件形式均有效。 授权委托书必须在登记时间内送达至登记地点。

证券代码：

603127

证券简称：昭衍新药 公告编号：

2019-060

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购买理财产

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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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理财金额：自有资金3000万

●委托理财投资类型：低风险型

●委托理财期限：14天

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2019年1月1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9人，实际参加董事9人，会议由董事长冯宇霞女士主持。 会议以9票赞成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董事会同意使用不超过人民币4

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择机购买收益高、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较低的银行理财产品、券商理财产品、

国债逆回购及根据公司内部决策程序批准的其他低风险理财对象和理财产品， 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该事项已经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9年5月21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昭衍（苏州）新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3,000万元认购

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14天国债逆回购品种，以最大限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取资金收益。

现将公司本次委托理财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购买理财产品基本情况

回购品种 购买金额 购买日 年化收益率 到期日 到期收益

14天国债逆回购 3000万元 2019年5月21日 2.945% 2019年6月4日 33,887.67

二、对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在确保日常资金周转需求的前提下，通过购买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公司闲置自有资金的使用

效率，增加资金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三、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购买的该理财产品属于本金保障型，期限较短，风险可控。公司财务部负责对购买产品的安全

性、期限和收益情况等进行分析，并加强监督。 如后期发现可能存在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情况，公司将及

时采取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的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四、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理财的情况

1、募集资金购买理财情况

受托方名称

资金来

源

产品名称

理财金额(万

元)

期限 起息日 到期日 利率 产品类型 备注

招商银行北京方

庄支行

募集资

金

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

10000 180天 2017年12月8日 2018年6月6日 4.4% 保本浮动收益型

到期

赎回

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

金

固收鑫稳享

1837号

10000 72天 2018年6月11日 2018年8月22日 4.7%

本金保障固定收

益型

到期

赎回

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

金

固收鑫稳享

2302号

10000 6天 2018年8月24日 2018年8月30日 2.6%

本金保障固定收

益型

到期

赎回

招商银行北京方

庄支行

募集资

金

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

10000 94天 2018年9月21日

2018年12月24

日

3.95% 保本浮动收益型

到期

赎回

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

金

“固收鑫·稳享”

2899号

10000 14天

2018年12月26

日

2019年1月9日 4.5%

本金保障固定收

益型

到期

赎回

江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募集资

金

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

2000 31天 2019年1月11日 2019年2月11日 3.7% 保本浮动收益型

到期

赎回

江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募集资

金

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

3000 59天 2019年1月11日 2019年3月11日 3.86% 保本浮动收益型

到期

赎回

江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募集资

金

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

5000 90天 2019年1月11日 2019年4月11日 4.05% 保本浮动收益型

到期

赎回

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

金

收益凭证“看涨

宝” 039期

3000 92天 2019年3月28日 2019年6月28日 0%-15%

本金保障浮动收

益型

江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募集资

金

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

1000 31天 2019年3月29日 2019年4月29日 3.55% 本金保障型

到期

赎回

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

金

收益凭证固收

鑫·智享32天期

1233号-黄金看

涨

5000 32天 2019年4月12日 2019年5月14 2%-12%

本金保障浮动收

益型

到期

赎回

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

金

收益凭证固收

鑫·稳享3472号

1000 19天 2019年5月16日 2019年6月4 2.5% 本金保障型

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

金

收益凭证“看涨

宝” 040期

4000 91天 2019年5月16日 2019年8月15 0%-15%

本金保障浮动收

益型

2、自有资金购买理财情况

受托方名称

资金来

源

产品名称

理财金额(万

元)

期限 起息日 到期日 利率 产品类型 备注

华夏银行北京知

春支行

自有资

金

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

3000 92天

2017年10月17

日

2018年1月17日 3.82% 保本浮动收益型

到期

赎回

德邦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自有资

金

德邦兴锐1号收

益凭证

5000 182天 2017年12月8日 2018年6月7日 5.3% 本金保障型

到期

赎回

华夏银行北京知

春支行

自有资

金

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

2000 90天

2017年12月28

日

2018年3月28日 4.4% 保本浮动收益型

到期

赎回

华夏银行北京知

春支行

自有资

金

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

3000 90天 2018年1月23日 2018年4月23日 4.1% 保本浮动收益型

到期

赎回

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

金

元达信资本—

信天利6号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

2000

无固定期

限

2018年4月3日 4% 浮动收益型

提前

赎回

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自有资

金

步步增盈安心

版理财产品

8200

无固定期

限

2018年4月27日 4.9% 浮动收益型

提前

赎回

德邦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自有资

金

德邦兴锐15号

收益凭证

5000 271天 2018年6月13日 2019年3月10日 5.35%

本金保障固定收

益型

到期

赎回

花旗银行

自有资

金

掉期短期理财

300万（美

元）

32天 2018年7月30日 2018年8月30日 1% 浮动收益型

到期

赎回

德邦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自有资

金

德邦兴锐27号

收益凭证

1000 351天 2018年9月25日 2019年9月10日 5% 本金保障型

江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自有资

金

可提前终止结

构性存款

1500 91天 2018年9月25日

2018年12月25

日

4.15% 本金保障型

到期

赎回

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

金

中信建投月享

收益1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2000 30天 2018年9月26日

2018年10月25

日

4.4% 中低风险型

到期

续作

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

金

质押式报价回

购交易-7天

2000 13天 2018年9月26日 2018年10月8日 4% 低风险型

到期

赎回

花旗银行

自有资

金

掉期短期理财 300万美元 35天 2018年10月2日 2018年11月5日 1.1% 浮动收益型

到期

赎回

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

金

中信建投基金-

稳富5号资产管

理计划

2000 3个月 2018年10月9日 2019年1月7日 5.25% 中低风险型

到期

赎回

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

金

质押式报价回

购交易-7天

1200 7天

2018年10月12

日

2018年10月18

日

3.4% 低风险型

到期

赎回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分行

自有资

金

中信建投基金-

信泽1号资产管

理计划

3200 3个月

2018年10月19

日

2019年1月18日 5.2% 中低风险型

到期

赎回

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

金

中信建投月享

收益1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2000 32天

2018年10月26

日

2018年11月26

日

4.4% 中低风险型

到期

续作

花旗银行

自有资

金

掉期短期理财 300万美元 32天 2018年11月5日 2018年12月7日 1.1% 浮动收益型

到期

赎回

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

金

中信建投月享

收益1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2000 29天

2018年11月27

日

2018年12月25

日

4.15% 低风险型

到期

续作

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

金

中信建投月享

收益1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2000 31天

2018年12月26

日

2019年1月25日 4.3% 低风险型

到期

续作

自有资

金

14天国债逆回

购

3000 14天

2018年12月25

日（购买日）

2019年1月9日 5.11% 低风险型

到期

赎回

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

金

元达信资本-现

金管理1号资产

管理计划

5000

无固定期

限

2019年1月10日 4.5%

低风险、浮动收益

型

提前

赎回

自有资

金

14天国债逆回

购

3240 20天

2019年1月22日

（购买日）

2019年2月12日 3.38% 低风险型

到期

赎回

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

金

中信建投月享

收益1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2000 31天 2019年1月26日 2019年2月25日 4.25% 低风险型

到期

续作

自有资

金

4天国债逆回购 3000 6天

2019年2月12日

（购买日）

2019年2月19日 2.59% 低风险型

到期

赎回

中信建投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自有资

金

中信建投基金-

稳富7号资产管

理计划

6000 3个月 2019年2月19日 2019年5月19日 4.9% 低风险型

部分到期续

作

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

金

中信建投月享

收益1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2000 28天 2019年2月26日 2019年3月25日 4.2% 低风险型

到期

续作

国投泰康信托有

限公司

自有资

金

涌泓1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3000 90天 2019年3月15日 2019年6月13日 5% 低风险型

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

金

中信建投月享

收益1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2000 31天 2019年3月26日 2019年4月25日 4.1% 低风险型

到期

赎回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

金

中国工商银行

“易加益3号”

法人人民币理

财产品

3000

无固定期

限

2019年4月8日 3.9% 中低风险型

中信建投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自有资

金

中信建投基金-

信泽3号资产管

理计划

2000 3个月 2019年4月12日 2019年7月12日 4.9% 低风险型

中信建投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自有资

金

中信建投基金-

信泽2号资产管

理计划

2000 6个月 2019年4月30日

2019年10月28

日

5.1% 中低风险型

中信建投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自有资

金

中信建投基金-

稳富7号资产管

理计划

3000 3个月 2019年5月20日 2019年8月19日 4.65% 低风险型

自有资

金

14天国债逆回

购

3000 14天

2019年5月21日

（购买日）

2019年6月4日 2.945% 低风险型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理财余额约为人民币25,000万元（其中募集资金余额为8,000万元；自有

资金余额为17,000万元）。

特此公告。

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002791

证券简称：坚朗五金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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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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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9年5月22日（星期三）14:3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5月21日至2019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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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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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15:00至2019年5月22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东莞市塘厦镇大坪坚朗路3号公司总部会议室。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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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白宝鲲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4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235,364,5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9106%。其

中：

（1）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1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228,786,18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8169%。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6,578,3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37%。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

参加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3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21,452,98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27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14,874,6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342％。通过网络投票

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6,578,3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37％。

（注：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321,540,000股，其中公司已回购的股份数量为7,346,198股，该等回购的股份

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总股本数为314,193,802股。 ）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

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提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每项提案的表决结果：

⑴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5,364,54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452,98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⑵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5,364,54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452,98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⑶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5,364,54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452,98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⑷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5,364,54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452,98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⑸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5,324,0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8％；反对4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412,4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12％；反对4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88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⑹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5,364,54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452,98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⑺关于公司董事2019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5,324,0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8％；反对4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412,4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12％；反对4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88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⑻关于公司监事2019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5,324,0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8％；反对4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412,4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12％；反对4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88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⑼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5,324,0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8％；反对4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412,4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12％；反对4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88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⑽关于公司2019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5,364,54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452,98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⑾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5,364,54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452,98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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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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9年5月22日（星期三）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5月21日—2019年5月22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22日上午 9:30—11:30和

下午1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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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下午15:00—2019

年5月22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永康市经济开发区北湖路1号永康众泰汽车有限公司会议室。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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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金浙勇先生。

(6)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于2019年4月30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上以公告的形式发出。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8人，代表股份1,153,204,18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6.873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891,816,52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3.982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6人，代表股份261,387,65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2.891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4人，代表股份415,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20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4人，代表股份415,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205％。

经核查，不存在既参加网络投票又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

3、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52,911,8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47％；反对285,8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8％；弃权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

本议案获得通过。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2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5663％；反对285,

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8675％；弃权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663％。

2、审议《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52,911,8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47％；反对285,8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8％；弃权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

本议案获得通过。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2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5663％；反对285,

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8675％；弃权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663％。

3、审议《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52,911,8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47％；反对285,8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8％；弃权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

本议案获得通过。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2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5663％；反对285,

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8675％；弃权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663％。

4、审议《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1,152,911,8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47％；反对285,8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8％；弃权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

本议案获得通过。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2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5663％；反对285,

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8675％；弃权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663％。

5、审议《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152,911,8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47％；反对285,8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8％；弃权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

本议案获得通过。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2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5663％；反对285,

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8675％；弃权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663％。

6、审议《关于公司2019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52,912,3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47％；反对285,3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7％；弃权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

本议案获得通过。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2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6867％；反对285,

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7470％；弃权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663％。

7、审议《关于公司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52,911,8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47％；反对285,8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8％；弃权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

本议案获得通过。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2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5663％；反对285,

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8675％；弃权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663％。

8、审议《公司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52,911,8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47％；反对285,8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8％；弃权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

本议案获得通过。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2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5663％；反对285,

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8675％；弃权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663％。

9、审议《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52,911,8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47％；反对285,8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8％；弃权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

本议案获得通过。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2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5663％；反对285,

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8675％；弃权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663％。

股东大会还听取了独立董事述职报告，众泰汽车《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全文

刊载于2019年4月30日巨潮资讯网上(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方冰清、孙军

方冰清律师、孙军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关于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出具的结论性意见为：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未发生股东提出临时提案的情形；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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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

次会议和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购买理财产品渠道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

超过1.6亿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券商安全性高的保本型理财产品。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

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3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购买投资期限不超过 12�个月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 资金可在上述额度内进行滚动使用， 期限为自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关于新增购买理财产品渠道的公告》、《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已分别于2018年10月30日、2019年4月25日刊登于《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于2019年5月22日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汕头分行签订了理

财产品、业务合同。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一）海通证券“一海通财·理财宝”系列收益凭证产品

1、产品名称:“一海通财·理财宝”系列收益凭证产品

2、产品编号：SFY100

3、投资及收益币：人民币

4、产品类型：本金保障型

5、产品规模：2,000万元

6、投资期限：35天

7、产品成立日：2019年5月23日

8、产品到期日：2019年6月26日

9、预期年化收益率：3.05%

10、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二）中国民生银行“随享存”业务

1、产品名称:“随享存”业务

2、投资及收益币：人民币

3、产品规模：2,800万元

4、投资期限：37天

5、产品成立日：2019年5月22日

6、产品到期日：2019年6月28日

7、预期年化收益率：3.0%

8、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二、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汕头分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关于新增购买理财产品渠道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

会议和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相关意见已于

2018年10月30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

财产品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2018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相关意见已于2019年4月25日刊登于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和期限均在审批额度内，无需再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四、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1.本金及收益风险：本产品有投资风险，只能保证资金本金以及获得合同明确承诺的收益，不保证其

余收益，您应充分认识投资风险，谨慎投资本产品有条件保证本金，即投资者持有本产品到期或银行提

前终止本产品时，银行承诺本金保证，超出银行保障范围的本金损失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如果在存

期内，市场利率调整，本产品的收益率不随市场利率的调整而调整。

2.违约赎回风险：银行保证在到期日或提前终止日向投资者支付100%本金，但如果因为投资者违反

本产品说明书的约定，提前赎回其购买的产品，则本金保证条款对该投资者不再适用。 此种情况下，投资

者除了可能丧失本产品说明书约定的收益外，投资本金也可能会因市场变动而蒙受损失。 投资者应在对

相关风险有充分认识的基础上谨慎投资。

3.政策风险：本产品是针对当前的相关法规和政策设计的。 如国家宏观政策以及市场相关法规政策

发生变化，可能影响产品的受理、投资、偿还等的正常进行，甚至导致本产品收益降低甚至本金损失。

4.流动性风险：本产品存续期间，投资者只能在本产品说明书规定的时间内办理认购，产品成立后投

资者不享有提前赎回权利。

5.信息传递风险：本产品存续期内不提供估值，不提供账单，投资者应根据本产品说明书所载明的公

告方式及时查询本产品的相关信息。 银行按照本产品说明书有关“信息公告” 的约定，发布产品的信息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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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由此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因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另外，投资者预留在银行的有效联系方式变更的，应及时通知本银行。 如投资者未及时告知银行联系方

式变更或因投资者其他原因导致银行在需要联系投资者时无法及时联系上， 则可能会影响投资者的投

资决策，由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6.�产品不成立风险：如自本产品开始认购至产品原定成立日之前，产品认购总金额未达到规模下限

（如有约定），或国家宏观政策以及市场相关法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发生剧烈波动，经银行合理判断

难以按照本产品说明书规定向客户提供本产品，银行有权宣布本产品不成立。

7.�再投资风险：银行有权但无义务提前终止本产品。 如银行提前终止本产品，则该产品的实际存期

可能小于预定期限。 如果产品提前终止,则投资者将无法实现期初预期的全部收益。

8.�不可抗力风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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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影

响产品的受理、投资、偿还等的正常进行，甚至导致本产品收益降低甚至本金损失。 对于由不可抗力风险

所导致的任何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银行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进行现金管理时，将严格选择投资对象，选择商业银行流动性好、安全性高和期限不超过十

二个月的理财产品，明确投资产品的金额、期限、投资品种、双方的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等。

2、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投资额度内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公

司财务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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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内部监督，定期对投资产品进行全面检查。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5、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坚持规范运作，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同时可以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获得一定的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的回报。

六、公告前 12�个月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情况

序号

交易对

手

产品名称 资金来源

金额

（万元）

起息日期 到期日期 是否赎回 投资收益(元)

1

华兴银

行

财富盈产品 募集资金 2,000 2018年5月29日 2018年6月28日 是 69,041.10

2

交通银

行

结构性存款28天 募集资金 4,000 2018年6月1日 2018年6月29日 是 128,876.71

3

广发银

行

“薪加薪16号”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募集资金 3,000 2018年6月7日 2018年7月12日 是 120,821.92

4

民生银

行

挂钩利率结构性存款 募集资金 5,000 2018年6月12日 2018年7月23日 是 224,657.53

5

交通银

行

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募集资金 4,000 2018年7月11日 2018年8月8日 是 118,136.99

6

华兴银

行

财富盈产品 募集资金 1,000 2018年7月11日 2018年8月10日 是 35,342.47

7

广发银

行

“薪加薪16号”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募集资金 3,000 2018年7月12日 2018年8月16日 是 123,410.96

8

民生银

行

挂钩利率结构性存款 募集资金 5,000 2018年7月24日 2018年9月3日 是 216,232.88

9

交通银

行

蕴通财富结构性存款60天 募集资金 4,000 2018年8月13日

2018年10月12

日

是 276,164.38

10

华兴银

行

财富盈产品 募集资金 1,000 2018年8月13日 2018年9月28日 是 54,191.78

11

华兴银

行

财富盈产品 募集资金 2,500 2018年8月20日 2018年9月28日 是 114,863.01

12

华兴银

行

财富盈产品 募集资金 5,000 2018年9月7日 2018年9月28日 是 123,698.63

13

华兴银

行

单位客户智能存款 募集资金 4,000 2018年10月16日

2018年11月26

日

是 193,205.48

14

华兴银

行

单位客户智能存款 募集资金 2,300 2018年10月16日

2018年11月26

日

是 111,093.15

15

民生银

行

挂钩利率结构性存款 募集资金 1,800 2018年10月17日

2018年11月26

日

是 70,027.40

16

广发银

行

“薪加薪16号”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募集资金 2,300 2018年11月28日

2018年12月28

日

是 69,000.00

17

兴业银

行

企业金融结构性存款 募集资金 5,000 2018年11月29日

2018年12月28

日

是 130,698.63

18

民生银

行

挂钩利率结构性存款 募集资金 4,700 2019年1月10日 2019年2月19日 是 200,876.71

19

广发银

行

“薪加薪16号”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募集资金 2,000 2019年1月14日 2019年2月14日 是 65,397.26

20

广发银

行

“薪加薪16号”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募集资金 2,000 2019年2月22日 2019年3月29日 是 70,958.90

21

交通银

行

蕴通财富活期结构性存款S款特享版 募集资金 4,700 2019年2月22日 2019年3月29日 是 154,778.08

22

海通证

券

“一海通财·理财宝” 募集资金 2,000 2019年5月23日 2019年6月26日 否 --

23

民生银

行

“随享存” 募集资金 2,800 2019年5月22日 2019年6月28日 否 --

七、备查文件

1、《海通证券“一海通财·理财宝”系列收益凭证产品合同》；

2、《中国民生银行“随享存”业务申请书》。

特此公告。

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