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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28013� � � � � � � � � �债券简称：洪涛转债

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归还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2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

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49,800万元

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经营生产，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公告》（公告号：2018-102）。

2019年5月28日， 公司已将实际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49,800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本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

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至此，公司已归还完毕用于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特此公告

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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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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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5月

24日以电子邮件及送达方式递交各位董事、监事及高管。 会议于2019年5月28日在深圳市南山区高发西

路28号洪涛股份大厦22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7名，实到董事7名。 公司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

年新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

对，0票弃权。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降低公司财务成本，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105,200万元的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经营生产，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

过十二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编号：2019-041）。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发表了核查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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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公 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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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5月

24日以电子邮件及送达方式送达。 会议于2019年5月28日在深圳市南山区高发西路28号洪涛股份大厦

22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唐世华先生主持，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记名

投票方式逐项表决，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

票，弃权0�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不超过105,2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

超过 12�个月，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履行了规定的程序，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生

产经营和长期发展。 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编号：2019-041）。

特此公告

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9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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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降低公司财务成本，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于2019年5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105,200万元的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经营生产，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

超过十二个月。 此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现将相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 [2014]371号） 核准， 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本公司由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4年9月26日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普通股（A股）股票9,600万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人民

币8.95元。 截至2014年9月19日止，本公司共募集资金859,2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13,296,000元，募

集资金净额845,904,000元。

截止2014年9月19日，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以“瑞华验字[2014]【48020010】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二）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6]996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于2016年7月29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1,200万股，每股面值100元，每张发行价人

民币100元。 截至2016年8月4日止， 本公司共募集资金1,200,000,000.00元， 扣除发行费用15,740,

062.68元，募集资金净额1,184,259,937.32元。

截止2016年8月4日，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以“瑞华专审字[2016]48020002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情况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万元）

承诺投入募集资金（万元）

1 广东云浮洪涛装饰高新石材产业园 37,550 36,000

2 天津市洪涛装饰产业园项目 28,000 28,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20,590.40(注1) 20,642.83�(注2)

合计 86,140.40 84,642.83

注：1、 由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84,590.40万元，故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额由22,000万元减少为20,590.40万元。 2、实际补充流动资金

含利息收入52.43万元。

根据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总额及使用募集资

金和自有资金收购股权的议案》， 公司对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额及时间进行了调

整，调整后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万元）

变更后拟投入募集资金（万

元）

1 广东云浮洪涛装饰高新石材产业园 23,550 22,000

2 天津市洪涛装饰产业园项目 17,000 17,000

3 收购上海学尔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85%股权 29,750 25,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20,590.40 20,642.83

合计 90,890.40 84,642.83

“广东云浮洪涛装饰高新石材产业园项目” 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收购上海学尔森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85%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 均已完成。 “天津市洪涛装饰产业园项目” 尚在实施中。 公司于

2018年6月29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同意将

“天津市洪涛装饰产业园项目” 的建设期延长至2019年12月30日。

截至2019年5月28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合计为152,673,812.17元（含利息收入）。 具体情形如下

表：

账户名称 开户行 账户余额（元）

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高新园支行 87,551,889.87

平安银行深圳分行平安大厦支行 62,751.72

广东云浮洪涛高新石材产业园有

限公司

平安银行深圳分行平安大厦支行 65,009,169.48

天津市洪涛装饰产业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高新园支行 50,001.10

合计 152,673,812.17

（二）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预计总投资

（万元）

承诺投入募集资金

（万元）

1 在线智能学习平台及教育网点建设项目 80,181.50 78,425.99

2 职业教育云平台及大数据中心建设项目 25,010.20 25,000.00

3 研发中心及教师培训中心建设项目 15,238.00 15,000.00

合计 120,429.70 118,425.99

注：募集资金投入为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以上三个项目均在实施过程中，公司于2017年8月24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重新论证并继续

实施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调整上述项目建设周期，将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均推

迟到2019年8月31日。

截至2019年5月28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合计为1,143,800,742.22元（含利息收入）。 具体情形如

下表：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资金余额（元）

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深圳分行平安大厦支行 750,231,779.36

浦发银行深圳文锦支行 65,088,950.17

北京银行深圳高新园支行 176,444,811.26

招商银行深圳创维大厦支行 151,696,324.86

光大银行深圳光明新区支行 293,900.76

上海银行深圳前海支行 9,215.38

深圳市前海洪涛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

平安银行深圳分行平安大厦支行 20.09

北京银行深圳高新园支行 7,305.62

招商银行深圳创维大厦支行 28,434.72

合计 1,143,800,742.22

三、前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及归还情况

2018年12月28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

求前提下，使用不超过49,8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其中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不超过13,800万元，使用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不超过36,000万元，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经

营生产，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

公司于2019年5月28日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足额归还至原募集资金专户，并进行了

相关信息披露。

四、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一）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鉴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展情况及未来资金付款计划， 预计部分募集资金在短期内将处于暂

时闲置状态。为提高募集资金利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资金需求前提下，公司拟使用不超过105,2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其中使用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超过15,200万元，使用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不超过90,000万元，使用期限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到期将及时足额归还至相关募集资金专户，并在募集资金全部

归还后2个交易日内报告深圳证券交易所并公告。 公司拟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账户情况如下表：

募集资金

性质

账户名称 开户行

拟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万元）

非公开发行股票

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高新园支行 8,700.00

广东云浮洪涛高新石材产业园

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深圳分行平安大厦支行 6,500.00

可转换公司债券 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深圳分行平安大厦支行 75,000.00

招商银行深圳创维大厦支行 15,000.00

合计 105,200.00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随着公司业务发展，公司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持续增加，而公司募集资金在短期内不会全部使用，存

在一定的闲置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可增强资金流动性。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按同期银行一年贷款基准利率4.35%计算，预计将为公司节约财务费用4,576.20万

元左右，可有效降低公司财务成本、增强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公司关于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相关承诺

1、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

月。该款项到期之前，将及时足额归还到募集资金专户，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若募

集资金项目因发展需要，实际实施进度超出预期，公司将及时归还以确保项目进度。

2、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3、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前十二个月不存在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行为，

并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不对控股子公司以

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4、公司于2017年5月1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同意委托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向海

南夏日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提供借款3亿元，委托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向三亚沃兰德国际度假屋管理

有限公司提供借款1.8亿元。公司已收回上述对外财务资助款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收回财务资助款项的进展公告》（公告号：2018-096）。 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情形。

5、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会直

接或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债券等交易。

六、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的审议程序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七、专项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能够有效地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减少财务

费用，降低经营成本，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 若募集资金项目实际实施进度超出

预期，公司将及时归还以确保项目进度，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

的相关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

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使用不超过105,2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个月，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的有关规定，履行了规定的程序，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和长期发展。

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三）保荐机构意见

1、公司本次拟使用不超过105,2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 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的相关规定。

2、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

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本次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议案依法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3、公司本次拟使用不超过105,2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

使用效率，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过风险

投资，并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

综上，海通证券对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宜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洪涛股份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洪涛股份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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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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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陕西省韩城市煤化工业园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一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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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82,106,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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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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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李保平主持。 会议召开及表决情况符合《公司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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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出席6人，独立董事崔丕江、陶树生因公出差未出席，董事于宗振因公出差

未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会主席范小艺因公出差未出席。

3、董事会秘书何晓明出席，总经理张林兴、财务总监刘芬燕、副总经理梁小忠、总工程师王彩凤出

席。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配股公开发行证券条件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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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2,950,123 96.6946 29,156,846 3.3054 0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议案（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已经剔除担任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票数）。担任公司董监高的股东李保平持有公司股

份36,400,000股，担任公司董监高的股东张林兴持有公司股份19,500,000股。

本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配股公开发行证券方案的议案》

2.0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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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2,950,123 96.6946 29,156,846 3.3054 0 0.0000

2.02发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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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2,950,123 96.6946 29,156,846 3.3054 0 0.0000

2.03配股比例和配股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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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2,950,123 96.6946 29,156,846 3.3054 0 0.0000

2.04定价原则及配股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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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2,950,123 96.6946 29,156,846 3.3054 0 0.0000

2.05配售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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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2,950,123 96.6946 29,156,846 3.3054 0 0.0000

2.06本次配股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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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2,950,123 96.6946 29,156,846 3.3054 0 0.0000

2.07发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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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2,950,123 96.6946 29,156,846 3.3054 0 0.0000

2.08承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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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2,950,123 96.6946 29,156,846 3.3054 0 0.0000

2.09配股募集资金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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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2,950,123 96.6946 29,156,846 3.3054 0 0.0000

2.10本次配股决议的有效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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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2,950,123 96.6946 29,156,846 3.3054 0 0.0000

2.11本次发行证券的上市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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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2,950,123 96.6946 29,156,846 3.3054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配股公开发行证券预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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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2,950,123 96.6946 29,156,846 3.3054 0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议案（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已经剔除担任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票数）。担任公司董监高的股东李保平持有公司股

份36,400,000股，担任公司董监高的股东张林兴持有公司股份19,500,000股。

本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配股公开发行证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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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2,950,123 96.6946 29,156,846 3.3054 0 0.00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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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2,950,123 96.6946 29,156,846 3.3054 0 0.00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原股东配售股份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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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2,950,123 96.6946 29,156,846 3.3054 0 0.00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 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议案（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已经剔除担任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票数）。担任公司董监高的股东李保平持有公司股

份36,400,000股，张林兴持有公司股份19,500,000股。

7、议案名称：《关于保障公司填补即期回报措施切实履行的承诺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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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2,950,123 96.6946 29,156,846 3.3054 0 0.00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 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议案（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已经剔除担任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票数）。担任公司董监高的股东李保平持有公司股

份36,400,000股，张林兴持有公司股份19,500,000股。

8、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配股相关事宜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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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2,950,123 96.6946 29,156,846 3.3054 0 0.00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9年-2021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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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2,950,123 96.6946 29,156,846 3.3054 0 0.00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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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一、《关于公司符合配股公

开发行证券条件的议案》

697,492 2.3363 29,156,846 97.6637 0 0.00

2

《关于公司2019年度配股

公开发行证券方案的议

案》

697,492 2.3363 29,156,846 97.6637 0 0.00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697,492 2.3363 29,156,846 97.6637 0 0.00

2.02 发行方式 697,492 2.3363 29,156,846 97.6637 0 0.00

2.03 配股比例和配股数量 697,492 2.3363 29,156,846 97.6637 0 0.00

2.04 定价原则及配股价格 697,492 2.3363 29,156,846 97.6637 0 0.00

2.05 配售对象 697,492 2.3363 29,156,846 97.6637 0 0.00

2.06

本次配股前滚存未分配利

润的分配方案

697,492 2.3363 29,156,846 97.6637 0 0.00

2.07 发行时间 697,492 2.3363 29,156,846 97.6637 0 0.00

2.08 承销方式 697,492 2.3363 29,156,846 97.6637 0 0.00

2.09 配股募集资金投向 697,492 2.3363 29,156,846 97.6637 0 0.00

2.10 本次配股决议的有效期限 697,492 2.3363 29,156,846 97.6637 0 0.00

2.11 本次发行证券的上市流通 697,492 2.3363 29,156,846 97.6637 0 0.00

3

《关于公司2019年度配股

公开发行证券预案的议

案》

697,492 2.3363 29,156,846 97.6637 0 0.00

6

《关于公司向原股东配售

股份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

提示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697,492 2.3363 29,156,846 97.6637 0 0.00

7

《关于保障公司填补即期

回报措施切实履行的承诺

的议案》

697,492 2.3363 29,156,846 97.6637 0 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议案2、议案3

2、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议案2、议案3、议案6、议案7

3、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4、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刚、成祥波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提案、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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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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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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8号汇欣大厦A座12层第一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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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0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97,738,564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223,985,48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73,75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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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42645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6.35218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190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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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有关议案；

2、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因董事长贺江川先生因公请假未能主持此次股东大会，按照《公司章程》要求，由半数以上董事共

同推举公司董事、总经理李伟东先生主持此次股东大会；

3、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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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出席3人，董事长贺江川先生、董事李云女士、董事张文雷女士、独立董事符耀文先生、独立董事董安生先生、

独立董事吴革先生因公请假，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监事会主席王建新先生、监事刘慧先生因公请假，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郭川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议批准北辰实业二零一八年年度分别按中国会计准则及香港普遍采纳的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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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3,955,982 99.997590 29,500 0.002410 0 0.000000

H股 73,479,082 99.628490 0 0.000000 274,000 0.371510

普通股合计： 1,297,435,064 99.976613 29,500 0.002273 274,000 0.021114

2、议案名称：审议批准北辰实业二零一八年年度分别按境内及香港年报披露的有关规定编制的董事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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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3,896,282 99.992712 89,200 0.007288 0 0.000000

H股 73,479,082 99.628490 0 0.000000 274,000 0.371510

普通股合计： 1,297,375,364 99.972013 89,200 0.006873 274,000 0.021114

3、议案名称：审议批准北辰实业《2018年度监事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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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3,896,282 99.992712 89,200 0.007288 0 0.000000

H股 73,479,082 99.628490 0 0.000000 274,000 0.371510

普通股合计： 1,297,375,364 99.972013 89,200 0.006873 274,000 0.021114

4、议案名称：审议批准北辰实业《2018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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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3,955,982 99.997590 29,500 0.002410 0 0.000000

H股 73,753,082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297,709,064 99.997727 29,500 0.002273 0 0.000000

5、议案名称：审议批准北辰实业《董事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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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3,951,682 99.997239 33,800 0.002761 0 0.000000

H股 73,753,082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297,704,764 99.997395 33,800 0.002605 0 0.000000

6、议案名称：审议批准北辰实业《监事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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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3,951,682 99.997239 33,800 0.002761 0 0.000000

H股 73,753,082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297,704,764 99.997395 33,800 0.002605 0 0.000000

7、议案名称：审议批准北辰实业《章程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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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3,955,982 99.997590 29,500 0.002410 0 0.000000

H股 73,753,082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297,709,064 99.997727 29,500 0.002273 0 0.000000

8、议案名称：审议批准北辰实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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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3,955,982 99.997590 29,500 0.002410 0 0.000000

H股 73,753,082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297,709,064 99.997727 29,500 0.002273 0 0.000000

9、议案名称：审议批准北辰实业《续保董监事及高管责任险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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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3,952,182 99.997279 33,300 0.002721 0 0.000000

H股 73,479,082 99.628490 0 0.000000 274,000 0.371510

普通股合计： 1,297,431,264 99.976320 33,300 0.002566 274,000 0.021114

10、议案名称：审议批准北辰实业《关于对公司担保事项进行授权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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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3,952,182 99.997279 33,300 0.002721 0 0.000000

H股 58,277,801 79.017445 15,475,281 20.982555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282,229,983 98.804953 15,508,581 1.195047 0 0.000000

11、议案名称：审议批准北辰实业《关于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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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0,100,121 98.865562 13,885,361 1.134438 0 0.000000

H股 25,101,660 34.034727 48,651,422 65.965273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235,201,781 95.181095 62,536,783 4.818905 0 0.000000

12、议案名称：审议批准北辰实业《关于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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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3,952,182 99.997279 33,300 0.002721 0 0.000000

H股 71,158,021 96.481420 2,595,061 3.51858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295,110,203 99.797466 2,628,361 0.202534 0 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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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 《2018年度

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方

案》

62,955,951 99.953164 29,500 0.046836 - 0.000000

5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 《董事薪酬

的议案》

62,951,651 99.946337 33,800 0.053663 - 0.000000

8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 《续聘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

62,955,951 99.953164 29,500 0.046836 - 0.000000

10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 《关于对公

司担保事项进行授权的议案》

62,952,151 99.947131 33,300 0.052869 - 0.000000

11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 《关于发行

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49,100,090 77.954653 13,885,361 22.045347 - 0.000000

12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 《关于发行

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

案》

62,952,151 99.947131 33,300 0.052869 - 0.0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中的第7、10、11、12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静、李卓颖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审议事项以及表决方式及表决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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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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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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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16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了 《关于召开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公告编号：

2019-075）。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为进一步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方便公司股东行使股东

大会表决权，现将股东大会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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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有关规定，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已经审议通过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4、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5月31日星期五下午15:30（北京时间）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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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30日下午15:00至31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表决：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见附件1）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网络投票：公司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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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全体股

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网络投票流程见附件2）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表决、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

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19年5月24日（星期五）

7、出席对象：

（1）截止2019年5月24日下午交易结束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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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新疆乌鲁木齐经开区燕山街518号立昂技术9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2、审议《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孙公司增资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3、审议《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议案》；

4、审议《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会议审议通过。

三、提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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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

2.00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孙公司增资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

3.00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议案 √

4.00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加盖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身份证和法

人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需持本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

印件、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证明和法人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2）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

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和授权委托书进行登记。

（3）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的信函、传真件、扫描件进行登记，股东信函登记以当地邮戳为准。 股东请仔细填写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会股东登记表》（附件3），以便登记确认。 传真、信函及邮件在

2019年5月30日18:00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证券部，不接受电话登记。

2、登记时间：2019年5月30日上午10:30至13:30，下午16:00至18:00

3、登记地点：新疆乌鲁木齐经开区燕山街518号立昂技术证券部，邮编：830000（如通过信函方式登记，信封上请注

明“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字样）。

4、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续。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股东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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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六、其他事项

（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二）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周路、宋历丽

电话：0991-3708339、0991-3708307

传真：0991-3680356

电子邮件：sd@leon.top

联系地址：新疆乌鲁木齐经开区燕山街518号立昂技术证券部

七、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8日

附件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授权委托书

致：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以下简称“委托人” ）兹委托___� _� � � ______� (先生/女士)�（以下简

称“受托人” ）出席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代理委托人在本次会议上行使表决权。

一、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

二、委托人持有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股股份，受托人可依法行使[� � � � � � � � � � ]股股份的表决权。

三、受托人对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所列提案及事项均享有表决权，对本次会议所需的程序事项亦享有表决权。受

托人对本次会议列入的提案按以下意思进行表决：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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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议案

√

2.00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孙公司增资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

3.00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议案 √

4.00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委托人对所审议的提案如无具体指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志表决。 由此引致的责任由委托人本人承担。

四、本次授权委托的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发之日起至本次会议结束时止。

五、受托人不得转委托。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委托人为法人的，应当加盖单位印章。

附件2：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 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5603” ；投票简称为“立昂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本次提案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9年5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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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15:00，结束时间为2019年

5月31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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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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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会股东登记表

自然人股东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自然人股东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姓名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股）

出席会议人姓名/名称

是否委托

代理人姓名（如有）

代理人身份证号（如有）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电子邮箱

邮编

登记日期

个人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附注：

1、请完整填写全名及名称（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相同）

2、已填妥及签署的参会股东登记表，应于2019年5月30日18:00之前送达、邮寄、传真或邮件方式到公司证券部，不

接受电话方式登记。

3、上述参会股东登记表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002005� � � � � � � �证券简称：*ST德豪 编号：2019—63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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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豪润达” 、“公司” 、“本公司” ）因

筹划对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冬雷及/或其指定的企业和其他第三方， 以及雷士照明控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雷士照明” ）持有的惠州雷士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雷士光

电” 或“标的公司” ）100%股权收购的事项（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该事项构成重大

资产重组，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德豪润达，证券代码：

002005）自2018年1月26日开市起停牌，并于当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关于

终止股权收购重大事项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8-11）。 停牌期

间，公司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一次重大资

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并经深交所同

意，公司股票已于2018年7月2日开市起复牌。股票复牌后，公司将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详见公司于2018年6月3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关于公司股票复牌

且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79）。之后公司分别于2018年7

月16日、7月30日、8月13日、8月27日、9月10日、9月25日、10月16日、10月30日、11月13

日、11月27日、12月11日、12月25日、2019年1月10日、1月24日、2月14日、2月28日、3月14

日、3月28日、4月12日、4月26日、5月1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 《关于继续推进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83）、《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84）、《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8-85）、《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8-88）、《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93）、《关

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98）、《关于继续推进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112）、《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114）、《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8-116）、《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8-119）、《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126）、

《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130）、《关于继续推

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7）、《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8）、《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19-12）、《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19-14）、《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19）、

《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22）、《关于继续推进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30）、《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34）、《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19-57）。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有关各方仍在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涉及的相关工

作。 但由于关于本次重组的正式协议尚未签署，因此，本次交易的最终方案尚具有不确定

性。 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十个

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司的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