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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162

证券简称：悦心健康 公告编号：

2018-059

上海悦心健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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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10月15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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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15日9:30-11:30，13:

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10月14日15:00时—

2018年10月15日15:00时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三鲁公路2121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宋源诚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宋源诚先生主持召开，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64名，代表股份499,416,5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8.373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59名，代表股份498,256,48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238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名，代表股份1,160,11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6％。

2、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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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会议的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57名，代表股份23,585,574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756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52名，代表股份22,425,

4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212％；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名，代表股份1,160,11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1356％。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4、公司聘请的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提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提案的表决结果：

1、审议通过《关于收购全椒同仁医院有限公司7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24,131,874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64％；185,700股

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36％；0股弃权。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23,399,874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127%；185,7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73%；0股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非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498,427,582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20％；989,01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0％；0股弃权。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22,596,564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8067%；989,010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933%；0股弃

权。

（三）关于提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1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股东斯米克工业有限公

司、太平洋数码有限公司、上海斯米克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均已回避表决。 其中，斯米克工业有限公司、太

平洋数码有限公司、上海斯米克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399,795,802股、

61,607,356股和13,695,860股，与上海鑫曜节能科技有限公司系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构成了关联关

系。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崔源律师、龚嘉驰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未有股东提出临时提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悦心健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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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云投生态 公告编号：

2018－097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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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18年10

月12日以通讯传真方式召开，公司已于2018年10月7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了会议通知。 本次会议应参

加会议董事9名，实际参加会议董事9名。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张清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

会议的董事人数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成都子公司51%股权的议案》

同意对外转让成都子公司51%股权，并同意授权经营班子开展对拟出售股权的审计、评估工作，并

授权经营班子在不低于评估价格的基础上，通过产权交易中心挂牌公开选择交易对手方，并根据最终摘

牌结果，按照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决策权限，提交相关决策机构进行决策。 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出售成

都子公司51%股权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云南中安农业有限公司共同出资500万元在临沧设立子公司，其中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

350万元人民币。 拟设立子公司基本情况为：

1.公司名称：云南云投生态临沧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以工商注册为准，以下简称“云投生态

临沧公司” ）

2.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3.注册地址：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

4.经营范围：市政公用、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园林养护；生态修复、环境治理、水土保持、生态

环保产品的开发与应用；工程技术咨询；生物资源开发、应用及推广；植物科研、培训、示范推广；园林机

械、园林资材的生产及销售；项目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

详见公司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回避，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200

证券简称：云投生态 公告编号：

2018－099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成都子公司

51%

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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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遗漏。

为盘活公司资产， 提高资产效益， 公司拟将全资子公司成都云投生态园林景观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成都子公司” ）51%股权进行转让，本次交易对手方及股权转让价格将取决于产权交易中

心最终摘牌结果。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班子开展对拟出售股权的审计、评估工作，并授权经营班子在不低于评估价格

的基础上，通过产权交易中心挂牌公开选择交易对手方。 公司将根据最终摘牌结果，按照董事会、股东大

会的决策权限，提交相关决策机构进行决策。

一、拟出售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1.公司名称：成都云投生态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1577745866XC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住所：成都市温江区天乡路二段

5.法定代表人：陈兴红

6.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万元

7.营业期限：2005年07月13日至2055年07月12日

8.营业范围：苗木及花卉的研发、种植、销售、租赁、养护及技术咨询服务；园林绿化工程、市政工程的

设计、施工；水污染治理、生态监测、水土保持技术咨询服务；生物技术的开发、应用及推广服务；企业管

理咨询服务；企业营销策划；农业技术咨询服务；机械设备研发、安装与销售；农副产品网上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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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股权结构：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0%持股。

（二）资产状况

2017年12月31日，成都子公司总资产为44,686,587.61元，总负债39,700,519.02元，所有者权益4,

986,068.59元。

2018年6月30日， 成都子公司总资产45,301,345.17元， 总负债39,475,466.33元， 所有者权益5,

825,878.84元。

二、出售原因

（一）公司成都子公司自设立以来，经营效益不高，净资产已出现较大亏损，需要引进战略合作伙伴

增强经营能力。

（二）成都公司现有土地等资产，具有一定的提升条件，通过引入战略合作伙伴共同盘活资产，将有

利于资产发挥更优价值，提升成都子公司资产的经营效益。

（三）通过转让成都公司股权，公司收回部分资金，有助于改善公司资金状况。

三、出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出售持有的成都子公司51%股权，有利于盘活公司资产，收回部分资金，改善资金状况，对公司

业绩的影响将取决于最终交易价格。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出售成都子公司51%股权事项的独立意见。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200

证券简称：云投生态 公告编号：

2018－098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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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结合公司前期的业务发展基础及合作伙伴的地缘优势，为获取优质的资源及项目，进一步提升公司

利润增长点，公司拟与云南中安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安公司” ）在临沧共同出资500万元设立控

股子公司。 本次投资设立的控股子公司拟定注册资本500万元，其中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350万元，占注

册资本的70%；中安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1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0%；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在董事会的权限

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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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云南中安农业有限公司

（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900MA6N63PJ4N

（三）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四）注册资本：1000万元

（五）注册地：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凤翔街道章嘎社区和谐广场6-202

（六）成立日期：2018年05月15日

（七）经营范围：农业生产资料加工、销售；农机维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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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拟设立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云南云投生态临沧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以工商注册为准，以下简称“云投

生态临沧公司” ）

（二）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三）注册地址：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

（四）经营范围：市政公用、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园林养护；生态修复、环境治理、水土保持、

生态环保产品的开发与应用；工程技术咨询；生物资源开发、应用及推广；植物科研、培训、示范推广；园

林机械、园林资材的生产及销售；项目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影响和风险

（一）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拟设立的云投生态临沧公司将积极介入临沧各县市涉及的大生态建设，聚焦生态修复、环保治理、

园林绿化、棚户区改造等项目。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主要是为了推动公司战略实施，拓展公司经营

业务，布局公司在生态环保业务的上下游产业链，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与利润增长点，

进一步实现公司及股东利益最大化。 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 本次投资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的财务与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长期来看有利于公司战略目

标的实现。

（二）本次对外投资的风险提示

本次设立子公司尚需按照法定程序办理工商登记手续。 子公司设立后，可能存在一定的市场、经营

和管理等方面的风险，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政府部门和机构的政策要求，采取积极的经营策略，完善各

项内控制度和监督机制，确保对子公司的管理，积极防范和应对风险。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600021� � � � � � � � � � � � � � � � � �编号：临2018-55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前三季度发电量完成情况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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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前三季度发电量完成情况

根据公司统计，2018年1-9月， 公司完成合并口径发电量363.04亿千瓦时， 同比上升

25.44%，其中煤电完成289.79亿千瓦时，同比上升29.91%，气电完成37.10亿千瓦时，同比下

降2.74%，风电完成22.77亿千瓦时，同比上升10.69%，光伏发电完成13.38亿千瓦时，同比上

升75.39%；上网电量345.61亿千瓦时，同比增加25.47%；上网电价均价（含税）0.48元/千瓦

时，同比增加0.01元/千瓦时。

公司发电量增长的主要原因：公司新能源项目投产发电以及并购的国家电投集团江苏

电力有限公司所属煤电项目和新能源项目投产发电。

（注：由于公司2017年收购了公司控股股东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国家电

投集团江苏电力有限公司100%股权，涉及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公司对上年同期的发电

量、上网电量等进行了追溯调整。 ）

公司所属各电厂2018年前三季度发电量数据如下：

类型 公司/项目名称

发电量

（亿千瓦时）

上网电量

（亿千瓦时）

煤电

上海上电漕泾发电有限公司 76.66 72.81

淮沪电力有限公司 53.98 51.84

江苏阚山发电有限公司 38.24 36.20

吴泾热电厂 17.94 16.75

上海外高桥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8.32 25.92

国家电投集团协鑫滨海发电有限公司 74.66 71.22

气电

上海漕泾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30.41 29.55

马耳他D3发电有限公司 3.22 3.11

浙江浙能长兴天然气热电有限公司 2.34 2.22

罗泾燃机发电厂 1.13 1.10

风电

萧县协合风力发电 1.65 1.60

宿州协合风力发电 0.9 0.88

天长协合风力发电 0.63 0.62

烟台亿豪风力发电 0.69 0.67

青海格尔木风力发电 1.12 1.10

宁夏太阳山风力发电 0.92 0.91

山西浑源风力发电 1.56 1.52

国家电投集团滨海新能源有限公司 5.75 5.56

国家电投集团徐州贾汪新能源有限公司 1.25 1.21

国家电投集团东海新能源有限公司 0.67 0.65

国家电投集团滨海海上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5.54 5.12

国家电投集团滨海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2.11 2.03

江苏大丰海上风电 0.0008 0.0008

江苏东台光伏发电 0.52 0.52

江苏沛县光伏发电 0.17 0.17

宿迁协合光伏发电 0.08 0.08

江苏泗阳光伏发电 0.07 0.07

江苏苏新光伏发电 0.10 0.10

江苏海安策兰光伏发电 0.21 0.21

嘉兴分布式光伏发电 0.05 0.05

内蒙古察右中旗光伏发电 0.56 0.56

新疆鄯善光伏发电 0.64 0.62

江苏盐都楼王镇渔光互补光伏发电 0.07 0.07

内蒙古赤峰翁牛特旗光伏发电 0.54 0.53

江苏盐城北龙港光伏发电 0.14 0.14

湖北麻城光伏发电 0.57 0.56

张北天宏光伏发电 0.23 0.23

海安光亚光伏发电 0.09 0.09

湖北宜城光伏发电 0.21 0.20

广西睿威光伏发电 0.46 0.46

日本大阪南港光伏发电 0.02 0.02

日本兵库三田光伏发电 0.05 0.05

日本茨城筑波光伏发电 0.34 0.33

淮沪电力有限公司田集光伏发电 0.05 0.05

秦皇岛宏伟光伏 0.21 0.20

秦皇岛冀电光伏 0.21 0.20

山东寿光光伏 0.28 0.27

山东德州光伏 0.25 0.24

贵州盘县光伏 0.39 0.39

湖州宏晖光伏 0.56 0.55

湖北随州光伏 0.08 0.08

山东海阳光伏 0.23 0.22

海安滨海光伏 0.11 0.10

海安金轩光伏 0.06 0.06

海安云星光伏 0.07 0.06

光伏发

电

宿迁泗洪光伏 0.17 0.17

湖南涟源光伏 0.18 0.18

湖北孝感光伏 0.45 0.44

山东郓城光伏 0.27 0.27

漕泾移动式光伏 0.29 0.23

湖南华容一期 0.48 0.47

湖南华容二期 0.41 0.40

广西武鸣光伏 0.54 0.53

河南万邦光伏 0.46 0.45

湖北荆门光伏 0.23 0.22

湖北当阳光伏 0.42 0.39

海安升义光伏 0.005 0.0036

海安天朗光伏 0.005 0.0046

海安德宇光伏 0.004 0.004

马耳他马萨光伏 0.02 0.0015

国家电投集团盐城大丰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0.24 0.24

中电投建湖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0.70 0.69

国家电投集团洪泽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0.41 0.41

国家电投集团常熟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0.11 0.11

国家电投集团涟水新能源有限公司 0.08 0.08

国家电投集团高邮新能源有限公司 0.20 0.19

苏州和旭智慧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0.06 0.03

光伏发

电

注：上海外高桥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外高桥电厂” ）， 江苏阚山发电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阚山电厂” ）， 浙江浙能长兴天然气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兴燃机” ）

的发电量中包含自发自用光伏电量， 其中外高桥电厂自发自用光伏电量45.25万千瓦时，阚

山电厂自发自用光伏电量309.44万千瓦时，长兴燃机自发自用光伏电量41.83万千瓦时。

二、2018年前三季度装机容量情况

2018年第三季度，公司新增控股装机容量4.19万千瓦。 其中：漕泾光伏二期投产，增加控

股容量1.27万千瓦；湖北当阳光伏二期部分投产，增加控股容量0.4万千瓦；大丰海上风电部

分投产，增加控股容量2.52万千瓦。

截至2018年9月底， 公司控股装机容量为1338.61万千瓦， 清洁能源占装机规模的

36.52%，其中：煤电848万千瓦、占比63.35%，气电207.18万千瓦、占比15.48%，风电151.25万

千瓦、占比11.30%，光伏发电132.18万千瓦、占比9.87%。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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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第六

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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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10月11日发行了2018年度第六期超短期融资券，现将

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债务融资工具名

称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六期

超短期融资券

债务融资工具

简称

18沪电力SCP006

代码 011801927

债务融资工具

期限

180日

计息方式 付息固定利率 发行日 2018年10月11日

起息日 2018年10月12日 兑付日 2019年4月10日

发行总额 18亿元/人民币

票面利率

（年化）

3.35%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 主承销商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超短期融资券通过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募

集资金主要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到期债券。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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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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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4.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相关要求，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需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

单独计票并对单独计票情况进行披露。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10月15日(星期一)下午十四时三十分

（2）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10月14日-2018年10月15日

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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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

月15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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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14日下午15:00至2018年10月15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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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杨建新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6名， 代表股份数为663,896,

32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2.6110%。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4名，代表股份数为662,022,03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2.490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共计2名， 代表股份数为1,874,29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1203%；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共计3名，代表股份数为27,854,296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1.7878%。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的所有议案均需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方能生

效。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境外债券的议案》

投票表决结果：同意663,766,32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4%；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13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7,724,2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5333%；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

权13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67%。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境外三级子公司发行境外债券提供担保的议案》

投票表决结果：同意663,766,32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4%；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13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7,724,2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5333%；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

权13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67%。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境外发行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投票表决结果：同意663,766,32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4%；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13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7,724,2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5333%；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

权13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67%。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二级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投票表决结果：同意663,766,32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4%；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13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7,724,2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5333%；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

权13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6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冯江、张鼎映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意见如

下：

1、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2、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3、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有资格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其参会资格

合法、有效；

4、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

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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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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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遗漏。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徐佳东先生的通

知，获悉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补充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1、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

第一大

股东及

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期

质权人

本次质

押占其

所持股

份比例

用途

徐佳东 否

1,050,

000股

2018年10月12

日

2019年3月22

日

广发证

券股份

有限公

司

0.38%

补充质

押

2,000,

000股

2019年4月18

日

英大证

券有限

责任公

司

0.73%

1,000,

000股

2018年 12 月

18日

安信证

券股份

有限公

司

0.37%

1,000,

000股

2018年 12 月

25日

0.37%

3,000,

000股

2018年10月11

日

2019年1月2

日

1.09%

1,500,

000股

2018年11月

14日

0.55%

2,600,

000股

2019年2月5

日

0.95%

合计

12,150,

000股

- - - 4.44% -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 公司实际控制人徐佳东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273,622,032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7.56%。其中处于质押状态的公司股份合计203,723,686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74.45%，占公司

总股本的13.08%。

特此公告。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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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暨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

15

万辆乘用车项目搬迁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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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概况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力帆股份” ）全资子公司重庆

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帆乘用车” ）现有的15万辆乘用车生产基地位于重庆

市北部新区经开园金开大道1539号，占地面积约740亩。 鉴于力帆乘用车现有厂区的周边

已围建并形成住宅区和风景旅游区，为顺应城市发展规划、降低公司营运成本，同时为满足

公司未来的乘用车及新能源汽车产能需求、提升整车新产品和工艺流程中的能源效率以及

提高企业的自动化、柔性化、智能化水平，公司拟在重庆两江新区范围内择址修建新厂区，

并对力帆乘用车现有的15万辆乘用车生产基地进行搬迁升级。上述搬迁事项已提交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力帆股份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详见公司于2018年2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披露的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暨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15万辆乘用车

项目搬迁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28号）。

二、历次进展情况

2018年9月29日，力帆乘用车、重庆力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帆资产管理

公司” ，系力帆乘用车现有15万辆乘用车生产基地部分地块持证主体）分别于重庆两江新

区土地储备整治中心（以下简称“两江新区土储中心” ）签订了《土地预储备协议》，两江

新区土储中心拟收储力帆乘用车名下的原北部新区经开园鸳鸯组团D52西侧地块、

D52-57号地块北侧1号、2号、金开大道1539号等土地使用权合计391,958.3平方米以及地

上建筑物， 拟收储力帆资产管理公司名下的北部新区经开园金开大道1539号土地使用权

合计100,329.8平方米及地上建筑物， 补偿金的具体金额以今后重庆两江新区管委会通过

的金额为准。同日，力帆乘用车已收到两江新区土储中心预支收储土地补偿资金人民币6亿

元，力帆资产管理公司已收到两江新区土储中心预支收储土地补偿资金人民币2亿元，该等

款项将在未来双方签订正式补偿协议约定的补偿款中抵扣。

详见公司于2018年10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上披露的临

2018-106号公告。

三、本次进展情况

2018年10月12日，力帆乘用车、力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分别与重庆两江新区土地储备

整治中心签订了《土地预储备协议》之《补充协议》。 根据协议约定，两江新区土储中心同

意在《土地与储备协议》的预付款基础上，分别向力帆乘用车、力帆资产管理公司增加预付

收储土地补偿资金人民币3亿元、人民币1亿元。

同日， 力帆乘用车已收到两江新区土储中心增付的收储土地补偿资金预付款人民币3

亿元，力帆资产管理公司已收到两江新区土储中心增付的收储土地补偿资金预付款人民币

1亿元，该等款项将在未来双方签订正式补偿协议约定的补偿款中抵扣。

四、风险提示

目前，力帆乘用车现有15万辆乘用车生产基地搬迁最终实施方案及涉及的土地收储方

案尚未最终确定，后续公司还将继续与重庆市两江新区管委会及重庆两江新区土地储备整

治中心就上述搬迁、收储事宜进行磋商，公司将根据实际进展履行后续信息披露的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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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补充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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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0月15日收到公司股

东重庆力帆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帆控股” ）的通知，力帆控股将其持有的公司21,

456,5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4%）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质押给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质

押期限自2018年10月15日起至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为止。

本次股份质押是力帆控股对2018年10月15日之前已将持有的公司212,313,381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6.25%）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质押给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进行质押业

务的补充质押。 本次补充质押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

本次股份质押的资金偿还能力及相关安排：力帆控股经营状况稳定正常，具备资金偿

还能力。 截至本公告日，力帆控股质押股份未出现平仓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力帆控股共计持有公司646,756,122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为49.49%；本次补充质押21,456,553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其持有公司股

份的3.32%，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1.64%。 本次股份质押后， 力帆控股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427,953,381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66.17%，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32.75%。

特此公告。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

601777

证券简称：力帆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8-108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9

月产销快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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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9月各产品生产、销售数据如下：

产品名称

生产（辆/台） 销售（辆/台）

本月

数量

本月

同比增减

本年

累计

本年累计

同比增减

本月

数量

本月

同比增减

本年

累计

本年累计

同比增减

乘

用

车

传统

乘用

车

7,216 -12.01% 72,954 -1.81% 9,738 -22.23% 79,385 -4.38%

新能

源

汽车

713 151.06% 6,275 103.40% 984 65.66% 5,928 109.03%

摩托车 74,806 44.98% 544,181 23.03% 46,542 -35.30% 515,886 8.44%

摩托车

发动机

118,983 -15.22% 1,283,548 -4.76% 71,196 -27.65% 866,584 -11.26%

通用

汽油机

38,780 7.37% 319,488 -6.01% 35,845 -15.77% 325,787 0.75%

注：1.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2018年审计数据为准；

2.摩托车发动机销量已扣除自用部分。

特此公告。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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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签署《框架合作协议书》

暨实际控制人变更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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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8月31日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本公司” 或“紫鑫药业” ） 收

到公司控股股东敦化市康平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康平公司” ）的通知，康平公司拟与国有资

本平台筹划股权转让相关重大事项，为本公司引进国有背景战略投资者，且该事项可能涉及本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等事宜。

相关事项详见公司于2018年9月1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控股股东筹划股权转让暨公司控制权拟变更的提

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8-049)。

一、本次股权转让框架协议进展情况

2018年10月13日，公司接到康平公司通知，康平公司与柳河县峰岭大健康产业园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峰岭大健康公司” ）于2018年10月12日共同签署了《框架合作协议书》,� 本协议为意向性协

议，具体股权交易方案及权利义务以双方最终签订的交易文件为准。

峰岭大健康公司是由吉林聚财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聚财实业” ）发起设立的全资子公

司。 截至本公告日，聚财实业的实际控制人为柳河县财政局。

二、 交易各方介绍

甲方（受让方）：柳河县峰岭大健康产业园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524MA1702JNXC

成立日期：2018年10月11日

负责人:薛英良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注册地址：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柳河镇振兴大街2590号

经营范围：药品研发、销售；医药制造；中药材种植；林木育种、育苗；森林经营和管护；仓储物流（危

险化学品除外）；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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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峰岭大健康公司股权结构图如下：

截至本公告日，峰岭大健康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吉林聚财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柳河县财

政局。

乙方（转让方）：敦化市康平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2403244835987T

成立日期： 1996年4月8日

负责人：郭春辉

注册资本：4,735.00万元

注册地址：敦化经济开发区

经营范围：向股份有限公司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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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平公司股权结构图如下：

三、《框架合作协议书》签订的主要内容

协议主要条款摘要如下：

（一）方案一

本次股权交易拟定标的股数为紫鑫药业总股本的20%+委托代理乙方投票权 （乙方出让实际控制

权），每股拟定价格为15元人民币。

（二）方案二

本次股权交易拟定标的股数为紫鑫药业总股本的5%—10%+委托代理乙方投票权（乙方出让实际

控制权），每股拟定价格为20元人民币。

上述方案一、方案二在紫鑫药业现有董事会管理层成员不变的情况下，甲方向紫鑫药业增派二名董

事，一名党委副书记。

本协议的任何补充或修改必须经双方作成书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本协议的组成部分，补充协议

与本协议有不同规定的按照补充协议履行，补充协议未规定的仍按照本协议履行。

四、对公司的影响

峰岭大健康公司为柳河县财政局为了积极推进本次股权转让事项而设立的平台公司， 峰岭大健康

公司基于对我公司中成药产业、 人参产业及基因测序产业发展前景的看好及上市公司价值被低估的判

断下作出投资决策。 峰岭大健康公司进入公司后，一方面能够进一步实现营销渠道的扁平化，并加大对

公司已有市场新客户以及目标市场的开拓力度；另一方面，为公司抢占潜在需求市场做好准备。

公司将持续实施中成药产业、人参产业及基因测序产业发展战略布局，积极引进战略资源，加快公

司内生式增长和外延式发展的步伐，努力将公司做大做强。

五、相关风险提示

1、目前签订的仅为股权转让框架性协议，最终股权转让能否完成尚存在不确定，具体事宜尚需根据

尽职调查结果作进一步协商谈判，且协议中所述的相关条件成熟后方能实施，正式股权转让协议能否最

终签署尚存在不确定性。

2、康平公司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502,950,000股，占其持有股份总数的99.99%，能否按照协议

的约定顺利解除过户障碍并办理过户手续存在不确定。

3、公司将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定，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因此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后续工作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康平公司与峰岭大健康公司共同签署的《框架合作协议书》。

特此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