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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226

证券简称：菲林格尔 公告编号：

2019-050

菲林格尔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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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奉贤区林海公路7001号行政楼5楼5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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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265,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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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7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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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

丁福如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任菊新女士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孙振伟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经营范围及公司章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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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265,15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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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苗晨律师、尹夏霖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通过现场见证，本所律师确认，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具有合

法有效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法、有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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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林格尔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

600180

证券简称：瑞茂通 公告编号：

2019-056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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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10号庄胜广场中央办公楼南

翼11层瑞茂通供应链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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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50,214,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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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9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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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李群立先生主持，采用现场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均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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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人，出席1人，董事长燕刚先生、董事包洪涛先生、董事秦敬富先生、

独立董事赵建国先生、独立董事周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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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监事会主席何全洪先生、监事刘选智女士因工作原因

未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张菊芳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追加2019年度担保预计额度及被担保对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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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4,044,616 99.0510 6,170,379 0.9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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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追加2019年度担保

预计额度及被担保对象

的议案

18,050,

403

74.5244

6,170,

379

25.4756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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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彭林、李盖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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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

600139

股票简称：西部资源 公告编号：临

2019-049

号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对公司控股股东签署《重组框架协议》相关事项问询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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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9月16日，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上海证券交

易所《关于对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签署〈重组框架协议〉相关事项的

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2759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 根据相关规定，现将《问

询函》内容公告如下：

2019年9月16日，你公司提交披露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恒康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四川恒康）与中系国际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系租赁）签订

《重组框架协议》，拟引进以中系租赁和/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对四川恒康进行重组。 重组方

式可能为股权转让、增资扩股、债务重组、其他双方共同认可的方式。针对上述事项，根据本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7.1条，请你公司、四川恒康及中系租赁等相关方核实并补充披露如

下事项。

1、补充披露中系租赁及其控股股东中融财富（香港）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包括但

不限于其股权结构、实际控制人、出资情况、管理团队、实际业务开展情况、最近两年又一期

主要财务数据等。

2、明确说明中系租赁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存

在关联关系，是否存在人员、资金及业务往来、其他利益安排等。

3、根据公告，双方约定中系租赁和/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对四川恒康进行重组。请核实并

补充披露中系租赁目前是否已经与相关第三方进行对接和洽谈， 是否已经达成相关安排，

若引入第三方，是否需要四川恒康或其他利益相关方同意，并进行必要的风险提示。

4、根据公告，中系租赁在完成对四川恒康的重组后，将用自身的资源和专业优势对四

川恒康的资产进行优化重整，帮助改善四川恒康企业治理结构，改善四川恒康现金流状况。

请结合中系租赁实际业务开展情况以及四川恒康目前的状况，说明是否已制定有具体的优

化重整、改善方案，如是请详细披露；如否，请充分提示相关风险和不确定性。

5、根据公告，中系租赁将在本协议签署后开始对四川恒康进行法律、财务和业务方面

的尽职调查工作以及评估工作。 请补充披露相关工作的具体安排和开展情况，包括但不限

于中介机构的聘请、尽职调查工作时间进度及目前进展等，并就存在的不确定性充分提示

风险。

6、根据公告，鉴于西部资源出现流动性困难，双方同意由中系租赁提供伍佰万元人民

币借款给西部资源，由中系租赁和西部资源另行签署借款协议。 请补充披露上述借款的具

体安排，包括但不限于签署贷款协议安排、借款利率、放款时间和还款时间、担保情况等，是

否以本次重组推进为前提，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7、根据公告，因债务纠纷，四川恒康持有的西部资源股份已全部被冻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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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补充披

露：（1）控股股东目前的具体负债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负债规模金额、利率、到期时间、形成

原因、还款安排等；（2）截至目前债权人针对本次重组事项的沟通和意向达成情况；（3）结

合中系租赁及其控股股东的资信情况、资金实力和本次重组的资金来源，及四川恒康目前

的债务规模等，说明本次重组的可实现性，是否存在难以推进的相关风险，并予以充分提

示。

8、根据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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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结合后续需履行的具体审批流程

和时间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请你公司于2019年9月17日披露本问询函，并于9月20日前披露对本问询函的回复。

公司将按照《问询函》的要求，积极组织相关各方对所涉及的问题逐条落实，敬请投资

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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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872

证券简称：招商轮船 公告编号：

2019[081]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于请做好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有关问题回复（补充稿）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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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项目之联

合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合称“保荐机构” ）

于近期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请做好招

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以下简称“告知

函” ）。

公司及保荐机构收到告知函后，会同其他相关中介机构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对告

知函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和落实，经过研究和论证分析，完成了所列问题的回复，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

于请做好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

复》。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进一步审核意见，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对告知函回复进行了进一步

的补充和修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9月16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关于请做好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

工作的函的回复（补充稿）》。

目前，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于2019年9月9日对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

进行了审核。 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获得通过。

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书面核准文件，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予以核准的正式

文件后另行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

688016

证券简称：心脉医疗 公告编号：

2019-004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Minos

TM

腹主动脉覆膜支架及输送系统产品获得

CE

认证证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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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019年9月12日，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获得国际认

证机 构 UDEM� International� Certification� Auditing� Training� Centre� Industry� and�

Trade� Inc.� Co.颁发的关于MinosTM腹主动脉覆膜支架及输送系统产品的CE认证证书，现将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CE证书相关情况

证书编号 证书类型 新增产品认证 应用领域 证书有效期

M.2019.106.12584

Full�Quality�Assurance�

System�Certificate

Minos

TM

�� Abdominal�

Aortic� Stent-Graft� and�

Delivery�System

适用于近端瘤颈长

度≥15mm的腹主

动脉瘤的治疗。

2024-5-27

M.2019.106.12584-1

EC�Design�Examination�

Certificate

2024-5-27

二、涉及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于2019年3月19日取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关于腹主动脉覆膜支架及输送系

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册证》。

产品名称：腹主动脉覆膜支架及输送系统

注册证编号：国械注准20193130182

注册证有效期：2024年3月18日

注册分类：Ⅲ类

适用范围：适用于近端瘤颈长度≥15mm的腹主动脉瘤。

公司于2019年4月17日就上述产品获得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 《医疗器械生产许

可证》，目前已实现生产及销售。

三、对公司的影响

取得 CE�认证证书表明上述产品符合欧盟相关要求， 已经具备欧盟市场的准入条件，可

以在欧盟及相关海外市场销售，公司海外销售产品品类将得到扩充。

四、风险提示

鉴于上述产品在相关海外市场的实际销售情况取决于未来市场的推广效果， 故上述认证

的获得目前暂时对公司营业收入、利润无影响。由于医疗器械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

值的特点，各类产品投产后的具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市场环境改变等因素影响，敬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投资，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17日

南方基金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

中银国际为销售机构及开通

相关业务的公告

根据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 ） 与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中银国际” ）签署的销售协议，中银国际将自2019年09月17日起销售本公司旗下

部分基金。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编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定投业务 转换业务

1 002900

南方中证500信息技术指数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

起式联接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2 004347

南方中证500信息技术指数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

起式联接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3 007490 南方信息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4 007491 南方信息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从2019年09月17日起， 投资人可通过中银国际办理上述列表中对应基金的开户、申

购、赎回、定投、转换等业务。

上述列表中的基金可参与费率优惠活动，具体优惠规则以中银国际的安排为准。

二、 重要提示

1、上述申购赎回业务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及处于特定开放日和开放时间的基金。

基金封闭期、募集期等特殊期间的有关规定详见对应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等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投资人可与中银国际约定定投业务的每期固定投资金额。 目前，中银国际可办理上

述适用基金列表中开通定投业务的基金， 具体的定投业务规则请参考中银国际的相关规

定。

3、 基金转换是指投资人可将其通过销售机构购买并持有的本公司旗下某只开放式基

金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的份额。 上述适用基金

列表中的基金，若同时采用前端收费和后端收费，则只开通前端收费模式下的转换业务。基

金转换费用与转换业务规则可参照我司2007年8月30日发布的《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

于旗下基金在部分代销机构开展转换业务的公告》和2008年3月11日发布的《南方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旗下基金转换业务规则的公告》。

三、 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中银国际客服电话：4006208888

中银国际网址：www.bocichina.com

南方基金客服电话：400-889-8899

南方基金网址：www.nffund.com

四、 风险提示：

1、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

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

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2、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投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

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投并不能规避基

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09月17日

南方基金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增加同花顺为销售机构及开通

相关业务的公告

根据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 ）与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简称“同花顺” ）签署的销售合作协议，同花顺将自2019年9月17日起代理销售本公司旗

下部分基金。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机构名称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定投业务 转换业务

1 同花顺 006961 南方中债7-10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2 同花顺 006962 南方中债7-10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3 同花顺 160140

南方道琼斯美国精选REIT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QDII-LOF）A类

开通 不开通

4 同花顺 160141

南方道琼斯美国精选REIT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QDII-LOF）C类

开通 不开通

从2019年9月17日起，投资人可通过同花顺办理上述列表中对应基金的开户、申购、赎

回、定投、转换等业务。

上述列表中的基金可参与费率优惠活动，具体优惠规则以同花顺的安排为准。

二、 重要提示

1、 上述申购赎回业务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及处于特定开放日和开放时间的基

金。 基金封闭期、募集期等特殊期间的有关规定详见对应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

书》等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 投资人可与同花顺约定定投业务的每期固定投资金额。目前，同花顺可办理上述适

用基金列表中开通定投业务的基金，具体的定投业务规则请参考同花顺的相关规定。

3、 基金转换是指投资人可将其通过销售机构购买并持有的本公司旗下某只开放式基

金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的份额。 上述适用基金

列表中的基金，若同时采用前端收费和后端收费，则只开通前端收费模式下的转换业务。基

金转换费用与转换业务规则可参照我司2007年8月30日发布的《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

于旗下基金在部分代销机构开展转换业务的公告》和2008年3月11日发布的《南方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旗下基金转换业务规则的公告》。

三、 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同花顺客服电话：4008-773-772

同花顺网址：www.5ifund.com

南方基金客服电话：400-889-8899

南方基金网址：www.nffund.com

四、 风险提示：

1、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及相关公告，了

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

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2、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投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

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投并不能规避基

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