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413� � � �证券简称：雷科防务 公告编号：2016-054

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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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

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6月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核发的《关于核准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刘升等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100号）文件，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74,352,548

股新股募集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具体内容详见2016年6月2日在公司法定信息披露媒体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司在

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后及时启动了本次重组的非公开发行工作。

2016年7月15日，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就募集资金到账事项出具了苏公W

【2016】B116号《验资报告》，确认募集资金到账。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的规定，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独立财务顾问中信建投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礼嘉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常州武进支行（以下共同简称“乙方” ）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协

议” ），主要内容如下：

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

1、甲方已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礼嘉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

账号为35050162677600000030，专户余额为400,000,000.00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支付本次交易中的现金

对价、支付本次交易相关中介机构费用、奇维科技固态存储产品规模化生产项目、补充上市公司及其子公

司流动资金”使用。甲方承诺该专户仅用于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甲方已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武进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

账号为1105021219003822370，专户余额为463,940,995.09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支付本次交易中的现金对

价、支付本次交易相关中介机构费用、奇维科技固态存储产品规模化生产项目、补充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

流动资金”使用。甲方承诺该专户仅用于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独立财务顾问，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财务顾问主办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制订的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的相关管理办法以及

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财务顾问主办人王万里、杜鹏飞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

乙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财务顾问主办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

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10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

六、甲方一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1000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5%（按照两者孰

低原则确定）的，甲方、乙方应及时分别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甲方当年存在募集资金运用情形的，甲方董事会应当出具半年度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

况专项报告，并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鉴证报告。

八、乙方如发现甲方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或其他重大风险情形时，应及时告知甲方及丙方，并配合

丙方进行调查和核实。丙方经现场检查等方式核实后，如发现甲方确实募集资金管理存在重大违规情况或

者重大风险情形的，应及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

九、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财务顾问主办人。丙方更换财务顾问主办人的，应将相关证明

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六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财务顾问主办人联系方

式。更换财务顾问主办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十、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

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十一、丙方应当每季度（或者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丙方应

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对甲方当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专项核查报告并披露。 如甲方募集资

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保留结论” 、“否定结论” 或者“无法提出结论” 鉴证结论的，

丙方应当在其核查报告中认真分析会计师事务所提出上述鉴证结论的原因， 并提出明确的核查意见。甲

方、乙方应积极协助和配合丙方的上述工作。

十二、本协议任何一方当事人违反本协议，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所遭受的损

失。

十三、协议修改

1、本协议签订后，如果监管机构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提出新的要求或相关法律法规发生新的变化，甲、

乙、丙三方应对本协议的有关条款进行相应的修改或补充。

2、对本协议任何条款的修改或补充，应由甲、乙、丙三方协商决定，并以书面形式作出。

十四、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

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起失效。

特此公告。

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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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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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

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下简称“会

议” ）于2016年7月2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并通过电话进行确认，会议于2016年7月28日以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鉴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收购西安奇维科技有限公司事项已获得中国证监会核

准，作为上述交易的对价，公司向西安奇维科技有限公司原全体股东非公开发行47,860,962股股份，并向不

超过10名特定对象发行61,379,310股股份募集相关配套资金。上述交易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由983,938,

862元变更至1,093,179,134元。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北京理工雷科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西安奇维科技有

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于以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详见公司法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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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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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

一、本次增资情况概述

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

会” ）证监许可【2016】1100号《关于核准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刘升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批复》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74,352,548股新股募集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配套资金。 公司在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后及时启动了本次重组的非公开发行工作, 共募集配套资金

889,999,995元,扣除与发行相关的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863,640,995.09元。

以上募集资金情况已由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于 2016年7月15日出具

了苏公W【2016】B116号《验资报告》。

根据公司2016年2月26日召开的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本次募集资金的用途如下：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1

支付本次交易中的现金对价

35,800

2

支付本次交易相关中介机构费用

3,500

3

奇维科技固态存储产品规模化生产项目

5,200

4

补充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流动资金

44,500

合计

89,000

公司于2016年7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北

京理工雷科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西安奇维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公司拟用募集资金分别对全资

子公司北京理工雷科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理工雷科” ）和西安奇维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奇维科技” ）分别各增资10,000万元。其中10,000万元用于补充理工雷科流动资金； 5,200万元用于奇维

科技固态存储产品规模化生产项目，4,800万元用于补充奇维科技流动资金。

本次向全资子公司理工雷科、奇维科技增资，推进实施奇维科技固态存储产品规模化生产项目以及补

充奇维科技、理工雷科的流动资金是公司资产重组事项的实施，不涉及关联交易和资产重组，根据《公司章

程》规定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增资对象基本情况

1、北京理工雷科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

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戴斌

成立日期：2009年12月25日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技术培训；制造卫星导航定位接收机、雷

达及配套设备、工业控制计算机、频谱测量仪器、干扰场强测量仪器（主要零部件在外埠生产）；加工计算

机软硬件；计算机系统服务；销售电子产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

经营活动。）

本次增资后理工雷科的注册资本预计将变更为16,000万元。（实际变更后注册资本以工商登记核准数

额为准。）

截至2015年12月31日，理工雷科总资产为435,302,021.93元，总负债229,169,112.41元，净资产为206,132,

899.52元。201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58,623,982.34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71,205,465.12元。前述数

据已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西安奇维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69号创业研发区C区8号

注册资本：4,6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刘升

成立日期：2004年09月14日

经营范围：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工业自动化设备及零配件的开发、生产、销售；机械加工；自动化

工程的技术咨询；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经营（国家禁止和限制的进出口货物、技术除外。）

本次增资后奇维科技的注册资本预计将变更为14,600万元。（实际变更后注册资本以工商登记核准数

额为准。）

截至2015年12月31日，奇维科技总资产为146,290,046.84元，总负债62,188,775.13元，净资产为84,101,

271.71元。201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74,677,147.63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13,583,433.39元。前述数据

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三、 本次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对理工雷科、 奇维科技进行增资是基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事项中关于募集资金

安排的实施，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此次增资有利于加快奇维科技固态存

储产品规模化生产项目，改善奇维科技以及理工雷科的资金需求，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符合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利益。

四、增资后募集资金的管理

本次增资所涉募集资金中用于奇维科技固态存储产品规模化生产项目的资金， 奇维科技将开设银行

专户进行管理，公司、奇维科技、独立财务顾问将与开户银行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公司将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实施监管。

特此公告。

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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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中国证监会发审委审核通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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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于2016年7月29日对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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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作出的予以核准的决定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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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重大资产重组媒体说明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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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6年7月15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二○一六年第二

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方案的议案》及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6年7月16日披露的相关公告及附件。2016年7月27日，公司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公函【2016】0884号《关于对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目前，公司正组织中介机构及相

关人员积极准备答复工作，将尽快对问询函中所提问题逐一进行核实，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回复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根据《问询函》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组上市媒体说明会指引》的要求，公司定于

2016年 8�月10日（星期三）召开重大资产重组媒体说明会，现将本次媒体说明会召开的具体安排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时间

2016年8�月10日（星期三）15：00-17：00

二、会议召开的地点及参与方式

现场会议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厅

网络直播地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公司将邀请《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等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参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媒体说明会。请有意参加的媒体通过传真、电子邮件的形式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

注的问题提前提供给公司，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媒体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复。传真及电子邮件预约截止时

间为2016年8月9日15：00，具体联系人及联系方式详见本公告第五点。媒体预约注意事项：媒体预约需提供媒

体名称、记者姓名、记者证编号、联系方式，前往参加说明会的媒体需凭以上资料和预约登记情况入场。参加

会议者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参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媒体说明会的媒体如需视频直播或图像直播的， 需在媒体说明会召开前两个工

作日（8月8日）15:00�之前向公司预约，由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备。

投资者可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网络平台（网址为：http://sns.sseinfo.com/）将需要了解的情

况和关注的问题提前提供给公司,公司将在媒体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复,问题收集的时

间为2016年8月9日9：00-15：00。

投资者可登陆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观看本次说明会的网络文字直播。

三、会议参与人员

公司的控股股东代表；公司董事长、主要董事、独立董事、监事、总经理及财务负责人；标的资产相关人

员，以及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的主办人员和签字人员等。

四、会议议程

1、介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2、公司控股股东代表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必要性、交易定价原则、标的资产的估值合理性等情况进行

说明；

3、公司独立董事对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或者估值假设前提的合理性和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发表意见；

4、标的资产实际控制人对标的资产的行业状况、生产经营情况、未来发展规划、业绩承诺、业绩补偿承诺

的可行性及保障措施等情况进行说明；

5、中介机构相关人员对其职责范围内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发表意见；

6、回答媒体的现场提问；

7、说明会见证律师发表意见。

五、会议联系人及咨询方式

联系人：刘明燕 贾秀峰

联系电话：0354-7531034

传真：0354-7536786

电子邮件：securities_dpt@antaigroup.com

六、其他事项

公司将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媒体说明会召开后的次一交易日（即2016年8月11日）通过指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http://www.sse.com.

cn)披露本次说明会的召开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八月一日

证券代码：601788� � � �股票简称：光大证券 公告编号：临2016-045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刊发H股发行聆讯后资料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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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正在进行申请公开发行境外上市外资

股（H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申请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

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的相关工作。

公司已于2016年6月17日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本次发行上市的申请， 并于2016年6月21日15:00后在香港

联交所网站刊登了本次发行上市的申请版本（详见公告2016-038）。2016年7月13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547号)，核准公司发行不

超过78,000万股境外上市外资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全部为普通股。完成本次发行后，公司可到香港联交

所主板上市（详见公告2016-042）。香港联交所上市委员会已于 2016年7月28日举行上市聆讯，审议了公司

本次发行上市的申请，但该申请尚需取得香港联交所的最终批准（详见公告 2016-044）。

现根据本次发行上市的时间安排，公司按照有关规定在香港联交所网站刊登本次发行聆讯后资料集。该

聆讯后资料集为公司根据香港联交所、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的要求而刊发，刊发目的仅为便利于

本次发行上市过程中的较早阶段向符合认购条件的投资者同步发布资料， 除此以外并无任何其他目的。同

时，该聆讯后资料集为草拟本，其内所载资料并不完整，亦可能会作出重大变动。鉴于本次发行股份的认购对

象仅限于符合相应条件的境外投资者及依据中国相关法律有权进行境外证券投资管理的境内证券经营机构

和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等， 公司将不会在境内的报纸及监管机构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上刊登该聆讯后资料

集，但为使境内投资者及时了解该聆讯后资料集披露的本次发行上市及公司的其他相关信息，特此告知，该

聆讯后资料集可在香港联交所网站的以下网址进行查看：

中文：

http://www.hkexnews.hk/app/sehk/2016/2016062102/sehkcasedetails-2016062102_c.htm

英文：

http://www.hkexnews.hk/app/sehk/2016/2016062102/sehkcasedetails-2016062102.htm

需要特别予以说明的是，本公告仅为境内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本次发行及上市的相关信息而做出，并不

构成亦不得被视为是任何对境内投资者收购、购买或认购公司本次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要约或要约邀请。

特此公告。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8月1日

证券代码：000048� � � �证券简称：康达尔 公告编号：2016-071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2016年第六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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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6年第六次临时会议于2016年7月29

日以现场加通讯方式举行。会议应到会董事11名，实际到会董事11名。会议由罗爱华女士主

持。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了《关于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疑似一致行动人所持有公司股票表决权效力的

议案》。经与会董事审议并投票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因京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基集团"）在收购康达尔股票过程中涉嫌存在"故意隐

瞒事实"、"刻意做出虚假陈述"等信息披露违规行为，深圳证券交易所多次出具《关注函》（公

司部关注函[2015]第550号、公司部关注函[2016]第2号、公司部关注函[2016]第101号）要求其披

露有关事项,并采取出具《监管函》（公司部监管函[2016]第88号）的监管措施，其中2016�年 7

月 4日的《监管函》认定京基集团存在信息披露内容不完整，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1.4条和第2.1条规定的情形。

深圳证监局于2015年9月25日向公司出具了《告知书》（深证非信告字【2015】446号，于

2015年12月7日向公司出具了《答复函》（深证非信复字【2015】446号），于2015年12月31日向

公司出具了《告知书》（深证非信告字【2015】805号），于2016年1月18日向公司出具了《告知

书》（深证非信告字【2016】19号），于2016年7月6日出具《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16]38

号），告知对于本公司反映的京基集团违法违规事项深圳证监局正在依法调查过程中。

鉴于京基集团上述被调查的涉嫌违法违规的情形可能影响京基集团及其疑似一致行动

人深圳市吴川联合企业家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公司股票表决权的效力，为维护广大股东的合

法权益，董事会基于谨慎原则决定：在监管部门就京基集团有限公司上述涉嫌违法违规的行

为作出明确结论，及对京基集团及其疑似一致行动人深圳市吴川联合企业家投资有限公司所

持有公司股票表决权作出效力认定之前，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将如实记录各与会股东的

表决结果，待监管部门作出明确认定后，依据监管部门的结论认定前述股东大会的决议效力，

并遵照生效决议执行相关决议内容。

投票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048� � � �证券简称:�康达尔 公告编号:2016-072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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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鉴于京基集团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被调查的情形可能影响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疑

似一致行动人深圳市吴川联合企业家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公司股票表决权的效力，为维护广

大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于2016年7月29日召开的2016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

了《关于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疑似一致行动人所持有公司股票表决权效力的议案》，董事

会基于谨慎原则决定：在监管部门就京基集团有限公司上述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作出明确结

论，及对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疑似一致行动人深圳市吴川联合企业家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

公司股票表决权作出效力认定之前，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将如实记录各与会股东的表决

结果，待监管部门作出明确认定后，依据监管部门的结论认定前述股东大会的决议效力，并遵

照生效决议执行相关决议内容。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7月29日（星期五）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7月28日-2016年7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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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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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

时间为2016年7月28日下午15∶00至2016年7月29日下午15∶00中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6011号绿景纪元大厦A座24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罗爱华女士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共510人，代表股份288,399,60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73.80%。其中：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45人，代表股份251,440,291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64.35%。其中，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并进行了投票，

同时还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了投票。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466人，代表股份160,

636,68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1.11%；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507人，代表股份40,993,507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10.49%。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于2016年7月29日召开的2016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了《关于京基集

团有限公司及其疑似一致行动人所持有公司股票表决权效力的议案》："因京基集团有限公司

在收购康达尔股票过程中涉嫌存在"故意隐瞒事实"、"刻意做出虚假陈述"等信息披露违规行

为，深圳证券交易所多次出具《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5]第550号、公司部关注函[2016]第

2号、公司部关注函[2016]第101号）要求其披露有关事项,并采取出具《监管函》（公司部监管

函[2016]第88号）的监管措施，其中2016�年 7月 4日的《监管函》认定京基集团存在信息披露

内容不完整，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4条和第2.1条规定的情形。

深圳证监局于2015年9月25日向公司出具了《告知书》（深证非信告字【2015】446号），于

2015年12月7日向公司出具了《答复函》（深证非信复字【2015】446号），于2015年12月31日向

公司出具了《告知书》（深证非信告字【2015】805号），于2016年1月18日向公司出具了《告知

书》（深证非信告字【2016】19号），于2016年7月6日出具《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16]38

号），告知对于本公司反映的京基集团有限公司违法违规事项深圳证监局正在依法调查过程

中。

鉴于京基集团有限公司上述被调查的涉嫌违法违规的情形可能影响京基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疑似一致行动人深圳市吴川联合企业家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公司股票表决权的效力，为

维护广大股东的合法权益，董事会基于谨慎原则决定：在监管部门就京基集团有限公司上述

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作出明确结论，及对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疑似一致行动人深圳市吴川

联合企业家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公司股票表决权作出效力认定之前，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

会将如实记录各与会股东的表决结果，待监管部门作出明确认定后，依据监管部门的结论认

定前述股东大会的决议效力，并遵照生效决议执行相关决议内容。"

基于上述董事会决议，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一）《公司2015年度报告及摘要》审议表决情况

1、全体与会股东均按有效表决计票的表决结果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136,065,9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7.18％；反对151,

563,3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2.55％；弃权77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27％。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2,

337,2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10％；反对27,885,9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68.03％；弃权77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8％。

表决结果：未通过

2、京基集团有限公司的表决票按无效表决计票的表决结果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136,065,9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2.60％；反对27,

885,9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6.93％；弃权 77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47％。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2,

337,2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10� ％；反对 27,885,9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68.03％；弃权77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8� ％。

表决结果：通过

3、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疑似一致行动人深圳市吴川联合企业家投资有限公司的表决

票按无效表决计票的表决结果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128,489,8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1.76％；反对27,

885,9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7.75％；弃权77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49％。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4,

761,1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25％；反对27,885,9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83.45％；弃权77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1％。

表决结果：通过

（二）《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审议表决情况

1、全体与会股东均按有效表决计票的表决结果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136,070,3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7.18％；反对151,

568,1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2.55％；弃权76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27％。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2,

341,6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11％；反对 27,890,7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68.04％；弃权76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6％。

表决结果：未通过

2、京基集团有限公司的表决票按无效表决计票的表决结果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136,070,3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2.61％；反对27,

890,7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6.93％；弃权 76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46％。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2,

341,6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11％；反对27,890,7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68.04％；弃权76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6％。

表决结果：通过

3、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疑似一致行动人深圳市吴川联合企业家投资有限公司的表决

票按无效表决计票的表决结果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128,489,8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1.77％；反对27,

885,9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7.75％；弃权 76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48％。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4,

765,5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26％；反对27,890,7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83.46％；弃权76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8％。

表决结果：通过

（三）《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审议表决情况

1、全体与会股东均按有效表决计票的表决结果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136,065,8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7.18％；反对151,

568,1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2.55％；弃权 765,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27％。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2,

337,1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10％；反对27,890,7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68.04％；弃权76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7％。

表决结果：未通过

2、京基集团有限公司的表决票按无效表决计票的表决结果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136,065,8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2.60％；反对27,

890,7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6.93％；弃权765,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47％。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2,

337,1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10％；反对27,890,7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68.04％；弃权76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7％。

表决结果：通过

3、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疑似一致行动人深圳市吴川联合企业家投资有限公司的表决

票按无效表决计票的表决结果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128,489,7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1.76％；反对27,890,

7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7.75％；弃权765,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49％。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4,

761,0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25％；反对27,890,7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83.46％；弃权76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9％。

表决结果：通过

（四）《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审议表决情况

1、全体与会股东均按有效表决计票的表决结果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136,066,1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7.18％；反对151,

567,5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2.55％；弃权765,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27％。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2,

337,4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10％；反对 27,890,1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68.04％；弃权76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7％。

表决结果：未通过

2、京基集团有限公司的表决票按无效表决计票的表决结果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136,066,1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2.60％；反对27,890,19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6.93％；弃权765,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47％。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2,

337,4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10％；反对27,890,1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68.04％；弃权76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7％。

表决结果：通过

3、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疑似一致行动人深圳市吴川联合企业家投资有限公司的表决

票按无效表决计票的表决结果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128,490,0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1.76％；反对27,

890,1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7.75％；弃权 765,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49％。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4,

791,3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25％；反对27,890,1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83.46％；弃权76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9％。

表决结果：通过

（五）《公司2015年利润分配预案》审议表决情况

1、全体与会股东均按有效表决计票的表决结果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146,689,0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0.86％；反对140,

940,9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8.87％；弃权769,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27％。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2,

960,3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01％；反对17,263,5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42.11％；弃权76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8％。

表决结果：通过

2、京基集团有限公司的表决票按无效表决计票的表决结果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146,689,0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9.05％；反对17,

263,5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48％；弃权769,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47％。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2,

960,3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01％；反对17,263,5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42.11％；弃权76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8％。

表决结果：通过

3、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疑似一致行动人深圳市吴川联合企业家投资有限公司的表决

票按无效表决计票的表决结果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139,112,9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8.52％；反对17,

263,5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99％；弃权769,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49％。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5,

384,2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04％；反对17,263,5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51.66％；弃权76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0％。

表决结果：通过

（六）《关于公司2016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全体与会股东均按有效表决计票的表决结果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136,065,9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7.18％；反对151,

557,0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2.55％；弃权 77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27％。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2,

337,2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10％；反对27,879,6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68.01％；弃权77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9％。

表决结果：未通过

2、京基集团有限公司的表决票按无效表决计票的表决结果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136,065,9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2.60％；反对27,

879,6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6.93％；弃权 77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47％。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2,

337,2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10％；反对27,879,6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68.01％；弃权77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9％。

表决结果：通过

3、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疑似一致行动人深圳市吴川联合企业家投资有限公司的表决

票按无效表决计票的表决结果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128,489,8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1.76％；反对27,

879,6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7.75％；弃权77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49％。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4,

761,1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25％；反对27,879,6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83.43％；弃权77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2％。

表决结果：通过

（七）《关于控股子公司为母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全体与会股东均按有效表决计票的表决结果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144,543,7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0.12％；反对143,

090,0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9.62％；弃权 765,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27％。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0,

815,0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78％；反对19,412,6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47.36％；弃权76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7％。

表决结果：通过

2、京基集团有限公司的表决票按无效表决计票的表决结果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144,543,7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7.75％；反对19,

412,6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1.79％；弃权 765,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46％。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0,

815,0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78％；反对19,412,6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47.36％；弃权76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7％。

表决结果：通过

3、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疑似一致行动人深圳市吴川联合企业家投资有限公司的表决

票按无效表决计票的表决结果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136,967,6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7.16％；反对19,412,

6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35％；弃权 765,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49％。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3,

238,9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62％；反对19,412,6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58.09％；弃权76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9％。

表决结果：通过

（八）《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运输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审

议表决情况

1、全体与会股东均按有效表决计票的表决结果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136,065,4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7.18％；反对151,

568,3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2.55％；弃权765,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27％。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2,

336,7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09％；反对 27,890,9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68.04％；弃权76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7％。

表决结果：未通过

2、京基集团有限公司的表决票按无效表决计票的表决结果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136,065,4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2.60％；反对27,

890,9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6.93％；弃权 765,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47％。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2,

336,7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09％；反对 27,890,9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68.04％；弃权76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7％。

表决结果：通过

3、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疑似一致行动人深圳市吴川联合企业家投资有限公司的表决

票按无效表决计票的表决结果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128,489,3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1.76％；反对27,

890,9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7.75％；弃权 765,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49％。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4,

760,6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25％；反对27,890,9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83.46％；弃权76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9％。

表决结果：通过

（九）《关于核销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坏账的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全体与会股东均按有效表决计票的表决结果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135,055,3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6.83％；反对152,

578,4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2.91％；弃权 765,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27％。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1,

326,6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63％；反对28,901,0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70.50％；弃权76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7％。

表决结果：未通过

2、京基集团有限公司的表决票按无效表决计票的表决结果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135,055,3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1.99％；反对28,

901,0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7.55％；弃权 765,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46％。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1,

326,6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63％；反对 28,901,0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70.50％；弃权76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7％。

表决结果：通过

3、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疑似一致行动人深圳市吴川联合企业家投资有限公司的表决

票按无效表决计票的表决结果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127,479,2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1.12％；反对28,

901,0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8.39％；弃权 765,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49％。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

750,5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2％；反对28,901,0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86.49％；弃权76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9％。

表决结果：通过

（十）《关于核销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全体与会股东均按有效表决计票的表决结果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135,055,3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6.83％；反对151,

708,7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2.60％；弃权 1,635,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57％。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1,

326,6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63％；反对28,031,3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68.38％；弃权1,63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9％。

表决结果：未通过

2、京基集团有限公司的表决票按无效表决计票的表决结果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135,055,3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1.99％；反对28,

031,3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7.02％；弃权 1,635,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99％。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1,

326,6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63％；反对28,031,3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68.38％；弃权1,63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9％。

表决结果：通过

3、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疑似一致行动人深圳市吴川联合企业家投资有限公司的表决

票按无效表决计票的表决结果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127,479,2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1.12％；反对28,

031,3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7.84％；弃权 1,635,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1.04％。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

750,5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2％；反对28,031,3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83.88％；弃权1,63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9％。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谭岳奇、杨文华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等事

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基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6年第六次临时会议作出的决议，及其所述之事实情形，京基

集团有限公司被调查的事实可能影响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疑似一致行动人深圳市吴川联

合企业家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公司股票表决权的效力。在监管部门就京基集团有限公司上述

行为作出明确结论，及对京基集团及其疑似一致行动人深圳市吴川联合企业家投资有限公司

所持有公司股票表决权作出效力认定之前，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将如实记录各与会股东

的表决结果，待监管部门作出明确认定后，公司按本次投票结果确认宣告本次会议的表决结

果。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6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2、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七月三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