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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川智能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并继续购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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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海川智能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及2019年5月17日召开 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使用闲

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

元。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授权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1年内有效。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及2019年5月18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19-012号）、《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13号）及《2018年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27号）。

截至本公告日，在以上决议授权范围内，公司已根据经营情况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6月12日、2019年6月14日、2019年8月6日、2019年9月10日及2019年9月13日在巨潮

资讯网上刊登的《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1号）、《关于使用

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2号）、《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5号）、《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059号）及《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并继续购买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9-060号），其中部分现金管理已经到期，现就相关事项的最新进展公告如下：

一、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并继续购买的情况：

理财银行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产品

类型

理财投资期

预期净年

化收益率

（年化）

是否到

期赎回

投资收益

(万元)

顺德农商银行

精英理财系列之

真情回报2号

19024期机构版

3,000

保本浮动

收益理财

2019年6月14日至

2019年9月12日

3.80% 是 28.11

截至2019年9月16日，上述现金管理已到期，公司已将上述现金管理的本金及理财收益3,028.11万元全

部收回， 并同时继续使用该部分闲置自有资金及前期理财已到期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具体情况如

下：

理财银

行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产品

类型

起息日 到期日 理财期限

预期年化

收益率

顺德农

商银行

精英理财系列之

真情回报1号

19090期机构版

3,000

保本浮动收

益

2019年9月16日

2019年12月27

日

102天

3.50%（预期最

高 年 化 收 益

率）

交通银

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

富定期型结构性

存款（期限结构

型）

2,300

期限结构

型

2019年9月16日

2019年12月16

日

91天 3.55%-3.65%

二、截止公告日，公司累计使用部分闲自有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序号 理财银行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产品

类型

理财投资期

预期净年

化收益率

（年化）

是否到

期赎回

1

招行佛山大沥

支行

招商银行挂钩黄金

三层区间三个月结

构性存款

2,000 保本理财

2019年6月11日至

2019年9月11日

1.35%、

3.50%或

3.80%

是

2 顺德农商银行

精英理财系列之真

情回报2号19024期

机构版

3,000

保本浮动

收益理财

2019年6月14日至

2019年9月12日

3.80% 是

3 交行佛山分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

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期限结构型）

2,300

期限结构

型

2019年8月5日至

2019年9月9日

3.40%-3.

50%

是

4

招行佛山大沥

支行

招商银行挂钩黄金

三层区间三个月结

构性存款

2,000

期限结构

性存款

2019年9月12日至

2019年12月12日

1.35%、

3.35%或

3.55%

否

5 交通银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

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期限结构型）

2,300

期限结构

性存款

2019年9月16日至

2019年12月16日

3.55%-3.

65%

否

6 顺德农商银行

精英理财系列之真

情回报1号19090期

机构版

3,000

保本浮动

收益

2019年9月16日至

2019年12月27日

3.50%（预期

最高年化收

益率）

否

备注：“招行佛山大沥支行” 即“招商银行佛山分行大沥支行” 的简称；

“顺德农商行” 即“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的简称；

“交行佛山分行” 即“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的简称。

截至公告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尚未到期的金额7,300万元。

三、备查文件

相关业务凭证。

特此公告。

广东海川智能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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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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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208号中粮置地广场9层北区精进轩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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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63,358,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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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36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赵笠钧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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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出席6人，副董事长张蕾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全部监事均出席了本次会议；

3、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董事会秘书刘世博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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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358,255 100 0 0 0 0

2、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内容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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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358,255 10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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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16,933,207 100 0 0 0 0

2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

内容的议案》

16,933,207 100 0 0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共审议两项议案，其中议案2为特别决议事项，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通过；议案1为普通决议事项，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的二分

之一以上表决权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奋迅律师事务所

律师：裴思亮、王子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合法，所通

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奋迅律师事务所关于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事宜

的法律意见书。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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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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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交易进展情况

2019年7月16日，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

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同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牌业务指引》相关

规定，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19年7月17日上午开市起复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7月17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2019年7月30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的审核意见函》（上证公函 [2019]1091号）（以下简称 “《审核意见

函》” ），要求公司于2019年8月6日之前披露对《审核意见函》的回复，同时对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作相应

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7月31日披露的《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博天环境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的审核意见函〉的公告》。

公司收到《审核意见函》后，立即组织相关部门及中介机构对《审核意见函》中的问题进行逐项落

实和回复，由于《审核意见函》涉及的部分事项需要进一步的补充、核实和完善，因此公司无法在规定时

间内完成披露回复，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延期5个交易日披露《审核意见函》的回复公告。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3日披露的《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意见函的公告》。

2019年8月13日，公司及中介机构对《审核意见函》所涉事项予以回复并发表相关核查意见，同时对

本次《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预案》进行了相应的修订和补充并

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博天环境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的审核意见函〉的回复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9-� 089）

等相关公告。

2019年8月1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95）。

二、后续工作安排

截至目前，公司仍在积极组织并有序推进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及评估机构等相关中

介机构对标的公司开展尽职调查、审计和评估，编制重组报告书及相关文件等各项工作。 公司将在上述

工作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正式方案，并在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后，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审核。

三、 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中国证监会核准及其他必要核准或备案程序，

上述审批事项能否获得相关的批准或核准，以及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于2019年8月13日披露的《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预案（修订稿）》之“重大风险提示” 及“第八节 风险因素分析” 对本次交易的有关风险因素

做出特别提示，再次提请投资者认真阅读预案中相关风险提示内容，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有关信息请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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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签署《重组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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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及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重组框架协议》为意向性协议，最终的重组方式将根据尽职调查和评估审计的结果

另行确定，由双方另行签署正式的协议，并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正式协议的签署时间及能否签

署存在不确定性；

●因债务纠纷，控股股东四川恒康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恒康” ）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已全部被冻结（轮侯冻结），本次重组尚需取得相关债权人同意，最终能否取得及取得的时间存在不确

定性；

●本次重组方系台港澳法人独资企业，将视最终的重组方案，确定是否需取得商务部、中国证监会

等部门的审批同意后方可实施；

●本次重组是否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尚需根据最终的重组方案确定。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西部资源” ）收到控股股东四川恒康通知，

四川恒康与中系国际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系国际” ）签订《重组框架协议》，拟引

进以中系国际和/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对四川恒康进行重组，以实现强强联手，实现跨越式发展。

本次签署的协议为意向性协议，最终的重组方式将根据尽职调查和评估审计的结果另行确定，由双

方另行签署正式的协议，并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一、协议双方基本情况

（一）中系国际

名 称：中系国际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住 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玉珏

注册资本：3,000万美元

成立日期：2017年5月2日

营业期限：2017年5月2日至2047年5月1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资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

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兼营与主营业务相关的商业保理业务（非银行融资类）；汽车租赁（不

包括带操作人员的汽车出租）。

中融财富（香港）科技有限公司持有中系租赁100%股权，为中系租赁的控股股东。

（二）四川恒康

名 称：四川恒康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 所：成都市武侯区小天竺街75号1栋12楼4号

法定代表人：严钢

注册资本：55,068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6年2月7日

营业期限：1996年2月7日至永久

经营范围：（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商品批发与零

售；商务服务业；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农业服务业；计算机服务业；进出口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自然人阙文彬先生持有四川恒康99.95%股权，为四川恒康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何晓兰女士持

有四川恒康0.05%股权，系阙文彬先生之配偶。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中系国际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

乙方：四川恒康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一）重组标的以及概况

重组标的：四川恒康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商品批发与零售；商务服务业；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农业服务业；计算机服务业；进出

口业。

（二）重组方式

经双方协商一致，本次重组拟采取以下方式之一进行：

1、股权转让；

2、增资扩股；

3、债务重组；

4、其他双方共同认可的方式。

最终的重组方式在甲方完成对乙方的尽职调查、审计和评估工作后，根据尽职调查和评估审计的结

果另行确定，并由双方另行签署正式的协议。

甲方在完成对乙方的重组后，将用自身的资源和专业优势对乙方的资产进行优化重整，帮助改善乙

方企业治理结构，改善乙方现金流状况。

（三）合作进度

甲方将在本协议签署后开始对乙方进行法律、财务和业务方面的尽职调查工作以及评估工作，乙方

有义务配合甲方和/或其委派的双方工作人员开展上述尽职调查和评估工作。 在尽职调查工作完成后，

若甲方对尽职调查的结果认可，由双方对本次重组的方式等事宜进行确定，并签署正式的协议。

鉴于西部资源出现流动性困难，为维持西部资源的正常运营，双方同意，由甲方提供伍佰万元人民

币借款给西部资源，由甲方和西部资源另行签署借款协议。

（四）乙方承诺和保证

1、乙方已获得一切必要的授权签署并执行本协议。

2、乙方没有签署或做出任何合同、承诺或任何其他行为限制或禁止其签署并执行本协议。

3、乙方保证向甲方提供的本次股权转让相关的所有资料（包括但不限于电子资料、书面材料）均真

实、准确、全面和完整，真实反映了相关情况。

（五）保密和排他性条款

除非本协议约定或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相关规定的要求，双方应尽最大努力，对其因履行

本协议而取得的所有有关对方的各种形式的任何商业信息、资料及/或文件内容等保密，包括本协议的

任何内容及双方可能有的其他合作事项等。 一方如有违反，应向其他方承担本协议约定及法律法规规定

所有的责任和义务。

本协议签署后，乙方及其股东、董事会成员、员工及其亲属、乙方和乙方关联公司和附属公司等在未

取得甲方书面同意的情况下， 不得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向任何第三方就本协议项下事项或相关事项寻

求合作或接受第三方提供的要约，或同第三方达成任何协议或意向性约定。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重组是否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尚需根据最终的重组方案确定。

重组方中系国际向公司提供借款，补充流动资金，可有效缓解公司的经营压力，符合公司战略发展

目标，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重组框架协议》为意向性协议，最终的重组方式将根据尽职调查和评估审计的结果另

行确定，由双方另行签署正式的协议，并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正式协议的签署时间及能否签署

存在不确定性。

因债务纠纷，控股股东四川恒康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恒康” ）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已

全部被冻结（轮侯冻结），本次重组尚需取得相关债权人同意，最终能否取得及取得的时间存在不确定

性。

本次重组方系台港澳法人独资企业，将视最终的重组方案，确定是否需取得商务部、中国证监会等

部门的审批同意后方可实施。 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

600139

股票简称：西部资源 公告编号：临

2019-048

号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解除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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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控股股东四川恒康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四川恒康” ）通知，四川恒康原质押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的45,040,000股无

限售流通股，已办理完成其中34,000,000股的解除质押手续，解除质押登记日为2019年9月16日，解除

质押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5.1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四川恒康持有本公司股份267,512,03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42％，累计质押

本公司股份96,290,000股，占其持股总数的35.99%，占公司总股本的14.55%。

特此公告。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9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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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宁波香溢大酒店二楼会议室（宁波市海曙区西河街15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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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8,07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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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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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召开及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本次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3、本次现场会议主持人：邵松长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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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出席6人，杨旭岑董事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2人，潘昵琥监事、韦斌监事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魏旭丹监事

因身体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其他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增加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暨融资担保业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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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37,888 99.9225 4,600 0.0124 24,100 0.0651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香溢担保增加注册资本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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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37,888 99.9225 4,600 0.0124 24,100 0.0651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香溢租赁增加注册资本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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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37,888 99.9225 4,600 0.0124 24,100 0.0651

4、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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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045,402 99.9838 4,600 0.0025 24,100 0.0137

5、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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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045,402 99.9838 4,600 0.0025 24,100 0.0137

6、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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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876,155 99.3272 1,173,847 0.6591 24,100 0.0137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7.01

补选章静静女士为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董事

178,063,204 99.9938 是

7.02

补选庄严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董事

177,937,105 99.923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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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关于增加2019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暨融资担保业务的议案

36,618,513 99.9216 4,600 0.0125 24,100 0.0659

2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香溢担

保增加注册资本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36,618,513 99.9216 4,600 0.0125 24,100 0.0659

3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香溢租

赁增加注册资本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36,618,513 99.9216 4,600 0.0125 24,100 0.0659

4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

55,578,513 99.9483 4,600 0.0082 24,100 0.0435

5

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

55,578,513 99.9483 4,600 0.0082 24,100 0.0435

6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54,409,266 97.8456 1,173,847 2.1109 24,100 0.0435

7.01

补选章静静女士为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董事

55,596,315 99.9804

7.02

补选庄严先生为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董事

55,470,216 99.753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上述第1项议案《关于增加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暨融资担保业务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

司香溢担保为关联方昆明双维科技有限公司向云南红塔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融资2,500万元提

供融资担保服务，担保费率2%/年，担保期限12个月。

该议案为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浙江香溢控股有限公司、浙江烟草投资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浙江中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波大红鹰投资有限公司，所持股份数量合计为 141,

007,514�股，在表决该议案时回避表决，所持股份数未计入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获得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的票数通过。

2、 上述第2项议案《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香溢担保增加注册资本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以2018

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参照评估值作价，公司控股子公司香溢担保增资前估值确定为35,140.68万

元，对应每1元注册资金作价1.76元。 公司和关联方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和集

团）、浙江香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溢控股）合计出资25,344万元认购香溢担保新增注册资本

14,400万元：合和集团出资10,032万元，其中5,700万元计入注册资本，4,332万元计入资本公积；香溢

控股出资10,032万元，其中5,700万元计入注册资本，4,332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公司出资5,280万元，其

中3,000万元计入注册资本，2,28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增资完成后，香溢担保的注册资本由2亿元增加

至3.44亿元。

该议案为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浙江香溢控股有限公司、浙江烟草投资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浙江中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波大红鹰投资有限公司，所持股份数量合计为 141,

007,514�股，在表决该议案时回避表决，所持股份数未计入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本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的票数通

过，并同意由经营层负责办理增资事宜。

3、 上述第3项议案《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香溢租赁增加注册资本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以2018

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参照评估值作价，香溢租赁增资前估值确定为45,649.93万元，对应每1元注

册资金作价1.42元。 关联方合和集团和香溢控股合计出资19,880万元，认购香溢租赁新增注册资本14,

000万元：合和集团出资9,940万元，其中7,000万元计入注册资本，2,94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香溢控股

出资9,940万元，其中7,000万元计入注册资本，2,94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增资完成后，香溢租赁的注册

资本由3.2亿元增加至4.6亿元。

该议案为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浙江香溢控股有限公司、浙江烟草投资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浙江中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波大红鹰投资有限公司，所持股份数量合计为 141,

007,514�股，在表决该议案时回避表决，所持股份数未计入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本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的票数通

过，并同意由经营层负责办理增资事宜。

4、 上述第4项、5项、6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数通过。修订后的《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公司

章程》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sse.com.cn。

5、 上述7.01项、7.02项议案，章静静女士、庄严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农、肖玥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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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

000637

证券简称：茂化实华 公告编号：

2019－051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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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和2019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及确定其审计费用的议案》未获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的通知情况：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19年8月30日和9月11

日先后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2019-041）和

《关于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7）。

2.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2019年9月16日（周一）下午14：45时。

（2）网络投票：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9月15日（周日）———2019年9月16日（周一）。 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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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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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时间为2019年9月15日下午15：00至2019年9月16日下午

15：00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地点：茂名市官渡路162号公司十楼会议室。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6.主持人：公司董事长 范洪岩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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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人，代表股份236,219,97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5.437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235,795,37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5.356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424,6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817％。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6,198,73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192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5,774,13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110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424,6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817％。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广东广和（北京）

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提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对列入会议通知中的议案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

（二）提案的表决结果：

1、议案1.00�《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和2019年度

内控审计机构及确定其审计费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2,696,5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5.0083％；反对153,523,43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4.99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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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8,5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4156％；反对16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2.58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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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广和（北京）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杜沙沙、张宁。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

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以及《公司章程》和《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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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广和（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关于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1933

证券简称：永辉超市 公告编号：

2019-52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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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州市鼓楼区湖头街120号光荣路5号院永辉左海总部三楼第3号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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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216,15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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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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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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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董事Benjamin� William� Keswick、张轩宁、Ian� McLeod、廖建文、李

国、方青、刘晓鹏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1人，监事熊厚富、朱文隽、张建珍、陈颖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张经仪：出席；高管吴莉敏：列席。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关于公司补充2019年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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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7,679,646 94.8181 218,473,477 5.1819 0 0.00

2、 关于聘用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9年度外部审计机构及相关审计费

用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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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5,128,337 98.7897 37,956,148 0.9002 13,068,638 0.3101

3、 关于公司申请增加银行授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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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6,151,823 99.9999 1,300 0.0001 0 0.00

4、 关于全资子公司永辉青禾商业保理（重庆）有限公司开展供应链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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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6,141,723 99.9997 11,400 0.0003 0 0.0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洁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经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核查,� 律师认为,�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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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

600390

证券简称：五矿资本 公告编号：

2019-051

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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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3号五矿广场C208-C2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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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188,481,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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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384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任珠峰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召开

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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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 董事会秘书郭泽林出席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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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8,399,966 99.9962 81,600 0.0038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增加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类型及金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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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553,302 99.9726 81,600 0.0274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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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8,399,966 99.9962 81,600 0.0038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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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公司2019年半年度利

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预案的议案》

424,179,931 99.9807 81,600 0.0193 0 0.0000

2

《关于增加2019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类型及金额的议

案》

298,553,302 99.9726 81,600 0.0274 0 0.0000

3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424,179,931 99.9807 81,600 0.0193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议案

议案名称：议案1《关于公司2019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2%。 由于同意票数超

过三分之二，此项决议案作为特别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议案名称：议案3《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2%。 由于同意票数超

过三分之二，此项决议案作为特别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2、关联交易议案

议案名称：议案2《关于增加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类型及金额的议案》

关联股东名称：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控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1,764,220,035股

回避情况：回避

关联股东名称：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关系：集团兄弟公司

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125,626,629股

回避情况：回避

关联股东名称：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关系：集团兄弟公司

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500,000股

回避情况：回避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易建胜、周书瑶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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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

002060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

2019-105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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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会审

议的议案（一）需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

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9月16日14:45；

2.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广深大道西1号1幢水电广场A-1商务中心广东水电二局股

份有限公司2505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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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谢彦辉先生；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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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459,289,118股，占公司股本总

额的38.2021%。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458,991,278股，占

公司股本总额的38.1773%，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5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

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97,840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0248％，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4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

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结果如下：

（一）关于制定《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1. 总的表决情况： 有表决权股东同意459,274,11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7%；反对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同意20,681,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75%； 反对15,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2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2.表决结果：通过。

（二）关于投资建设五家渠粤水电六师北塔山50MWp光伏发电项目的议案；

1. 总的表决情况： 有表决权股东同意459,274,11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7%；反对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表决结果：通过。

（三）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新疆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 总的表决情况： 有表决权股东同意458,991,47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52%；反对297,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杨彬、梁深。

（三）结论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粤水电章程等相关规定，

本次会议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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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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9月16日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9月15日至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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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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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9月15日下午15:00至2019年9

月16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紫金数码园3号楼东华合创大厦16层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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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薛向东。

本次会议的召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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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计19人（包括由股东代表代为出席的股东，下同），代表公司

有表决权的股份1,321,128,65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2.4053％。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

提供的网络投票统计数据，参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5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22,753,82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7303％。

综上，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参与表决的股东（包括网络投票方式）共34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

股份1,343,882,47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3.1356％。 其中，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

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含持股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外的中小股东24人（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 ），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26,761,54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8590％。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出席或列席股东大会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拟以自有资金认

购北京和隆优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情况：同意票1,342,178,4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32％；反对

票853,2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5％；弃权票850,827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3％。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票25,057,51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3.6325％；反对票853,20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882％；弃权票

850,82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793％。

表决结果：通过。

上述议案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30日登载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内容（

公告编号：2019-05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王振强、王铮铮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东华软件股份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东华软件股份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

特此公告。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