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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中标项目签订合同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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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协议签署基本情况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海云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云天科技” 或“乙方” ）于2019年4月19日中标“2019-2021年国

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计算机化考试服务项目” 。 详情请查阅公司于2019年4月23日刊

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全资子公司中标2019-2021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计算机化考试服务项目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8）。

近日，海云天科技与上述项目招标单位根据招投标结果正式签订了《2019年国家统一

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计算机化考试服务项目协议》。

上述协议属于日常经营合同，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该项目采购方：司法部法律职业资格管理局、司法部国家司法考试中心，系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法律依法组建和存续的人民政府职能部门。

2、采购方与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3、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内，公司与采购方发生类似业务的金额为5,905万元，占公司同类

业务的比重17.54%。

4、履约能力分析：采购方具有良好的信誉，雄厚的资金实力，具备了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司法部法律职业资格管理局、司法部国家司法考试中心（以下简称“甲方” ）

乙方：深圳市海云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

1、协议签署日期：2019年5月17日

2、服务目标：乙方以信息技术手段为甲方顺利完成2019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机考工作提供服务。

3、服务内容概览：2019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计算机化考试系统研发、维护与

升级；云部署；答题模拟系统研发；协助编排考点考场；在考点安装使用机考系统（含答题行

为分析警示功能）、考务安全管理系统（含人脸识别验证技术）运维；视频监控系统和设备

测试使用，根据实际需要提供移动视频技术支持（含网上巡考）；对省级和设区的市级考区

机考工作人员进行技术培训；提供考点考场技术服务人员；提供视障考生答题系统及技术

服务；提供客观题和主观题考试机考的汉文和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等

5种少数民族文字电子试卷的制作、答题系统的开发和技术支持；试题传输技术支持；考试

数据发送和接收；成绩汇总和上报；提供防窥膜等具有反作弊功能的订制服务；如果采购方

或地方司法行政机关选择的机位符合要求，或采购方要求搭建充足机位的，供应商应当统

一纳入到机考管理系统中，提供相关技术保障和服务；全国各考点考前系统运行测试，客观

题考试机考测试不少于2次，主观题考试机考测试不少于2次。

4、技术服务期限：从该项目考前准备开始到项目验收结束为主。

5、本服务协议总履行期为3年，上一年协议到期时，经双方同意可以续签下一年的协

议，续签次数不超过2次。

6、本项目技术服务费单价：每人每卷人民币19.5元（即人民币壹拾玖元伍角/卷次）

7、付款方式：甲方在确认乙方完成协议规定的阶段性服务项目后，分阶段支付协议价

款，包括预付款和客观题与主观题考试机考技术服务费余额。

8、违约责任：合同条款中已对双方权利和义务、违约责任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海云天中标的2018年国家法律考试服务项目实现销售收入5,905万元。 中标

2019-2021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计算机化考试服务，并签订正式合同，预计为海

云天科技未来三年带来约2亿元的销售收入，将对公司整体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签署本

次合同系公司日常性经营行为，不涉及关联交易，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

五、风险提示

1、在本项目合作期限内，存在相关政策法规、市场、技术等方面的不确定性风险；

2、合同履行期内，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该合同的履行情况；

2、备查文件：《2019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计算机化考试服务项目协议》

特此公告。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0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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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李新宇先生将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权进行了质押的相关通知，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的基本情况

李新宇先生与湖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湖南信托” ）签订《信托贷款合

同》，公司已于2018年11月2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载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与湖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信托贷款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82）。 公司获

悉，近日李新宇先生将其所持有公司的18,500,000股股份质押给湖南信托，为融资提供质

押担保。 上述股份质押登记手续已于2019年5月2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具体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

（股）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李新宇 是 18,500,000

2019年5月

22日

2021年7月

28日

湖南信托 9.26% 融资担保

合计 18,500,000 - - - 9.26% -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李新宇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99,815,049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8.15%；本次质押后，李新宇先生目前累计质押公司股份共168,55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

股份的84.35%，占公司总股本的15.31%。

李新宇先生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的风险。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2、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5�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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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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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度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2019年5月23日上午9:30在江苏省南京市雨

花经济开发区凤汇大道18号，公司南京营运中心429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

5月22日至2019年5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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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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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15:00至2019年5月23日15:00中的任意时

间。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耀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召开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68人，代表股份1,074,089,836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273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09人，代表股份108,193,19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794%。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277人， 代表股份 1,182,283,02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4533%。 其中，参与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上市公司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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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270人，代表股份187,212,7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230%。

3、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指派朱东律

师、朱春雨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对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00《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票1,182,168,32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3%；反对票1,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票113,60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6%。

2.00《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票1,182,168,52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3%；反对票1,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票113,40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6%。

3.00《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该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票1,182,168,525�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3%；反对票1,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票113,40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6%。

4.00《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票1,182,168,525�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3%；反对票1,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票113,40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6%。

5.00《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票1,182,263,529�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4%；反对票19,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票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87,193,25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6%；反对票19,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6.00《关于续聘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

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票1,171,025,279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478%； 反对票5,647,63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77%； 弃权票5,

610,11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4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75,955,00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866%；反对票5,647,63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167%；弃权票5,610,11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967%。

7、《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使用自有资金择机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票1,125,692,889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2135%；反对票56,310,3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628%；弃权票279,

8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30,622,61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7722%；反对票56,310,33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0783%；弃权票279,8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95%。

8、《关于选举许有恒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票1,174,352,388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29210%；反对票7,930,54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0782%；弃权票

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0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79,282,11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638%；反对票7,930,54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361%；弃权票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监事会声明：监事候选人符合《公司法》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最近二年内曾

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

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朱东律师、朱春雨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以及

会议表决程序等事项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

形成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

000611

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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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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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无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形；

2、本次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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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19年5月23日（星期四）下午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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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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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下午15:00至2019年5月23日下午15:00中的任

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16号中国人寿大厦1201A。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邱士杰委托董事胡国栋主持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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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人， 代表股份71,407,199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1.1375％。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 代表股份40,000,00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1.840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9人，代表股份31,407,19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9.297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9人， 代表股份31,407,199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9.2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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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人，代表股份31,407,19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9.2970％。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相关议案的具

体审议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175,3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5.6711％；反对10,231,853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32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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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75,3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4219％；反对10,231,85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57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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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170,5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5.6644％；反对10,236,653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33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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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70,5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4067％；反对10,236,65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59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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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170,5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5.6644％；反对10,236,653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33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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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70,5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4067％；反对10,236,65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59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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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152,9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5.6398％；反对10,254,22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36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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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52,9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3507％；反对10,254,22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64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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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170,5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5.6644％；反对10,236,653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33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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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70,5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4067％；反对10,236,65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59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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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152,9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5.6398％；反对10,254,22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36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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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52,9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3507％；反对10,254,22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64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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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袁琳代表全体独立董事在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结论性意见：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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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投票统计表；

2、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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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合力模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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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工业园区西谷路358号宁波合力模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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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4,7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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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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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施良才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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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出席5人，董事樊开源先生、董事张荣春先生、独立董事王溪红女士、独立董事秦珂女士因工作

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许钢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副总经理邬振贵先生、钱朝宝先生、蔡振权先生、姚杰先生、财务总监

曲翠红女士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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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770,000 100.0000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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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77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2018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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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77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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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77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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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77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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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77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议案名称：确认2018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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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77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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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77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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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589,39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13,842,86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2,337,74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2,337,742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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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2018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4,050,000 100 0 0 0 0

6

公司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4,050,000 100 0 0 0 0

7

确 认 2018 年 度 董

事、 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4,050,000 100 0 0 0 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均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晓燕、谢晓微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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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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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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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合力模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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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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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合力模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2月29日召开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2.6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投资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一年以内的短期保本型

理财产品，单个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含），在授权额度内滚动使用，投资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2

年内有效。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12月13日披露于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宁波合力模

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7-006）。

一、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发行主体 产品名称

产品

类型

认购金

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

化收益

率

赎回金

额

（万元）

实际收益

(元)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象山支行

中银保本理财

-人民币按期

开 放

【CNYAQKF】

保 证

收 益

型

3,500

2019年4

月29日

2019年5

月22日

3.05% 3,500 67,267.12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无尚未到期赎回的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特此公告。

宁波合力模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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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与

Guy Magalon

教授签署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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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签订的《合作协议》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及时披露。

●本协议履行对公司2019年度收益的影响尚无法预测。

●合作协议生效后，Guy� Magalon担任海南济民博鳌国际医院有限公司国际再生医

学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服务于公司干细胞科学研究及人才培养。

一、合作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交易概述：

2019年5月23日,济民健康管理股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海

南济民博鳌国际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鳌国际医院” 或“甲方” ）与Prof.� Guy�

Magalon（盖伊·马加隆）（以下简称“Guy� Magalon教授” 或“乙方” ）在海南博鳌签署

了《合作协议》。

（一）对方的基本情况

姓名：Prof.� Guy� Magalon

职务：法国著名整形外科专家，干细胞专家，现担任艾克斯-马赛大学（AMU）整形重

建外科教授、欧洲整形外科委员会主席、Avenir基金会科学委员会主席以及法国整形美容

外科协会主席等重要职位。

Guy� Magalon教授简介：Guy� Magalon教授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整形外科医生，致力

于整形外科、重建外科以及细胞疗法等方面的研究，他对细胞疗法充满热情，为干细胞在各

种领域的成功应用铺平了道路，如硬皮病、不愈合伤口、烧伤等，在马赛市的公共部门拥有

40多年的工作经验。 迄今为止，已经发表论文300多篇。

Guy� Magalon教授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协议签署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本协议由博鳌国际医院与Guy� Magalon教授于2019年5月23日在海南博鳌签署。

（三）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协议为博鳌国际医院与Guy� Magalon教授签署的合

作协议，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内容

1、甲方聘用乙方担任甲方国际再生医学研究中心（博鳌国际医院旗下）首席科学家，

服务于甲方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

2．乙方在甲方服务期间，岗位职责如下：

1）在甲方工作期间，配合甲方工作安排，出席相关公务活动；

2）为甲方推荐、引进符合甲方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需求的高水平干细胞人才；

3）支持、指导甲方的人才培养工作，培养甲方骨干人才到乙方工作机构进修学习干细

胞相关技术，费用甲方自理。

4）为甲方提供干细胞相关领域的技术支持，并共同开展科研项目，科研成果共同落地

转化。 具体包括：

A.干细胞治疗硬皮症（临床Ⅱ期完成）

B.干细胞治疗克罗恩病瘘管（临床Ⅱ期进行中）

C.干细胞治疗声带损伤（临床Ⅰ/Ⅱ期）

D.干细胞治疗糖尿病足溃疡（临床Ⅰ期进行中）

E.干细胞治疗膝关节炎（临床Ⅱ期进行中）

F.干细胞治疗半月板退化（临床Ⅱ期进行中）

G.干细胞治疗腕关节炎（临床Ⅰ/Ⅱ期）

H.�新生儿脐带血干细胞治疗神经性疾病（临床Ⅰ期进行中）

I.干细胞治疗尿道狭窄（临床Ⅰ/Ⅱ期）

J.鼻腔干细胞治疗神经炎症（临床Ⅰ期进行中）

3、甲方聘任乙方为国际再生医学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期限为5年。

4、乙方顾问费用及十项干细胞技术费用为100万美金，甲方应在7个工作日内支付总

费用15%作为定金；乙方应在一个月内提供全部临床数据资料及相关项目资料，甲方应在

收到完整资料7个工作日内支付总费用的50%为进度款； 若乙方无法提供相关临床数据资

料及相关项目资料，乙方应在7个工作日内退还10%定金费用；甲方应在合同满一年后支付

总费用35%。

5、将甲方及甲方母公司作为干细胞治疗硬皮症,克罗恩病瘘管,声带损伤,糖尿病足溃

疡,膝关节炎,半月板退化,腕关节炎,� 尿道狭窄,新生儿脐带血干细胞治疗神经性疾病,�

鼻腔干细胞治疗神经炎症在中国的独家合作伙伴，此项目转化权益不受乙方与甲方之间顾

问协议限制，永久有效。

6、乙方应向甲方提供十个干细胞项目的全部临床数据资料，法国政府相关批文及其他

项目资料，并提供临床技术操作流程及设备使用指导,并协助甲方采购相关设备及耗材。在

合同期内每三个月来华指导一周，并安排其团队Jeremy� Magalon博士每两个月来华指导

一周时间。

（二）保密制度

甲方所有未公开的，可获专利或不可获专利的技术性或非技术性的资料（包括但不限

于与甲方有关的所有商业信息、财务信息、技术信息、管理信息、商业计划以及其他不适合

向公众披露的保密或机密信息，无论以何种形式存在或保存）都为甲方的商业秘密，是甲

方的独有财产。 乙方在合同终止或解除后任何时候对上述商业秘密都负有保密义务。

（三）协议的终止、续订、变更和解除

1.由于发生不可抗力的原因或甲乙双方达成一致意见时，本合同终止。

2.如果甲乙双方或一方不再续签本合同，以书面方式通知对方，本合同即行终止。

（四）争议解决

甲乙双方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时，应通过协商解决，如协商不能解决的，任何一方可

以在争议发生之日起的一年内，向甲方所在地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裁决后，不服

从仲裁裁决的一方，可依照法律规定在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天内，向甲方所在地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作协议的签署符合博鳌国际医院的发展需要，双方在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

发展的基础上建立合作关系，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开展业务合作，有利于博鳌国际

医院的长远发展。本次合作协议的签署对博鳌国际医院 2019年度收益的影响尚无法预测。

四、重大风险提示

本次签订的《合作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将根据合作项目的推进情况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并按照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及时披露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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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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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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5月23日(星期四)� 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5月22日～2019年5月23日，其中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时间为：2019年5月23日0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19年5月22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15:00～2019年5月23日（现场股东

大会结束当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南路10号院骏豪中央公园广场A1座10

层1004室。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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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秘书徐虹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7、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共29名，代表股份426,420,413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4688%。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11人，

代表股份276,772,6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2139%；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计18人，代表股份149,647,7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549%。

8、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3,028,1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045％；反对3,392,27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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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20,7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8235％；反对3,392,27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1765％；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6,114,3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82％；反对306,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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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06,8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1794％；反对306,1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206％；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3、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6,114,3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82％；反对306,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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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06,8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1794％；反对306,1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206％；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4、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4,883,1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95％；反对1,537,27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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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75,7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8566％；反对1,537,27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434％；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不实施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4,247,3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904％；反对2,173,1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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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39,8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0749％；反对2,173,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9251％；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6、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5,464,3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58％；反对306,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18％；弃权6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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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56,8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3133％；反对306,1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206％；弃权6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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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661％。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

告和内部控制有效性审计机构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6,114,3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82％；反对306,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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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06,8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1794％；反对306,1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206％；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及指派程源伟、王应律师予以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 该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

议的表决程序、方式以及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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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决议；

2、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