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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日前接到控股股东飞马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飞马投资” ）函告，获悉其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及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

（万股）

质押开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用 途

飞马投

资

是

1,300 2016.8.25 2017.8.25

东莞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2.67%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

易

二、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股数

（万股）

质押开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飞马投资 是

1,755①

2016.5.26 2017.5.21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3.61%

1,027② 2.11%

合计 ———

2,782

——— ——— ———

5.72%

注：①②飞马投资办理业务初始质押给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本公司股份为1,350万股、790万股，本

公司于2016年6月20日实施完成2015年度权益分派， 该质押股份在除权除息后分别增至1,755万股、1,027万

股。

三、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飞马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48,672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0.06%；累计质押股份为45,

820.40万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的94.14%，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7.13%。

四、备查文件

1、飞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告知函；

2、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交易协议书；

3、综合业务成交情况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三十日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676� � � � � � �证券简称：智度股份 公告编号：2016-70

半年度

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智度股份 股票代码

000676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如有） 智度股份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科芳 薛俊霞

电话

0371-55139520 0371-55139520

传真

0371-55139521 0371-55139521

电子信箱

zdtz@genimous.com xjx9656@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53,317,823.70 165,705,249.52 294.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6,647,594.52 -20,998,750.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37,073,641.72 -20,905,455.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8,189,969.28 36,773,319.35 167.01%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2048 -0.0668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2048 -0.06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94% -15.9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5,858,341,935.29 312,566,465.79 1,774.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344,053,584.02 144,613,481.97 2,903.91%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1,212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智度德普股权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5.78% 442,074,873 375,894,873

西藏智度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21% 69,633,187 69,633,187

质押

53,270,000

上海易晋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46% 43,106,117 43,106,117

计宏铭 境内自然人

3.96% 38,233,039 38,233,039

上海今耀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38% 32,658,882 32,658,882

质押

8,380,000

李向清 境内自然人

2.49% 24,000,000 0

质押

12,000,000

深圳市隽川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4% 20,688,352 20,688,352

质押

6,200,000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智恒咨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7% 17,112,282 17,112,282

深圳市零零伍技术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5% 9,176,117 9,176,117

刘伟 境内自然人

0.61% 5,882,294 5,882,29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西藏智度投资有限公司、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智恒咨询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

北京智度德普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其

他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分析

2016年上半年是公司完成产业转型的重要时期。报告期内，公司在董事会制订的发展战略的指引下，积

极通过资本市场进行外延式拓展，优化公司的产业结构，完成了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及重大资产出售两个重要事项。

2016年5月，公司完成对猎鹰网络 100%股权、亦复信息 100%股权和掌汇天下 46.875%股权的收购，并完

成向北京智度德普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及西藏智度投资有限公司募集配套资金的工作。2016年5月18

日，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新增股份登记上市。2016�年 5�月 23�日，Spigot,Inc各股东分

别签署了相关的股权证书，公司取得 Spigot� 100%股权，Spigot�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016年5月30日，公司启动重大资产出售事项，向公司的控股股东北京智度德普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的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思达高科投资有限公司以现金支付对价的方式出售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思达仪表有

限公司的100%股权。相关事项已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并于2016年7月完成了工商变更手续。

至此，公司的主营业务全面转型为移动互联网相关业务。

2016年1-6月，公司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5,331.7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94.27%；实现营业利润 9,248.94万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 11,753.58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 8,664.7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0,764.63万元。

上市公司报告期内完成发行股份购买上海猎鹰网络有限公司、上海智度亦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资产

及现金收购spigot，其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购买日为2016年4月30日，现金收购spigot的购买日为2016年5月

31日，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上市公司半年报中合并的公司业绩仅为境内公司（上海猎鹰网络有限公

司、上海智度亦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5月、6月两个月的财务数据，SPIGOT6月份一个月的财务数据。按照

上市公司半年度备考口径财务数据测算，2016年1-6月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现金收购并入的各子公司合

计营业收入为1,541,940,401.21元，净利润为146,951,489.84元。具体如下：

公司名称

2016

年购买日至

630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1-6

月 （单位：人民币元）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上海猎鹰网络

有限公司

109,207,170.18 22,896,483.54 22,820,543.35 303,570,142.18 58,182,964.92 53,111,873.45

上海智度亦复

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396,664,045.23 11,991,010.91 8,814,463.20 1,093,022,043.86 19,994,023.20 17,042,982.36

SPIGOT INC. 27,338,821.53 15,966,064.80 10,738,805.52 145,348,215.17 82,094,513.72 76,796,634.03

合计

533,210,036.94 50,853,559.25 42,373,812.07 1,541,940,401.21 160,271,501.84 146,951,489.84

3.2报告期内主要完成的工作如下：

（1）完成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及重大资产出售两个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智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智度德普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834�号）的核准，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了上述优质的移动互联网资产，公司主营业务由原有的电力设备及仪器仪表、安检设备、

软件等的开发、生产、加工、销售变更为移动互联网流量经营业务，成功转型为一家拥有移动互联网流量入

口、移动互联网流量经营平台和商业变现渠道的三位一体的移动互联网公司。

报告期内，完成了对猎鹰网络 100%股权、亦复信息 100%股权、掌汇天下 46.875%股权和Spigot� 100%股

权的收购，向北京智度德普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及西藏智度投资有限公司募集了配套资金。

（2）完成对公司原有仪器仪表等资产的出售工作。2016�年 6�月 14�日和2016年6月30日，公司召开第

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智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的相关议案。并于2016年6月30日公告了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智度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非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6]第7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的书面回复。2016年7

月，思达仪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持有的思达仪表 100%股权过户至思达投资名下，公司不再持有思

达仪表 100%股权。公司的主营业务全面转型为移动互联网业务。公司的资产质量、财务指标、盈利能力均得

到了明显改善，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得到提升。

（3）加强内部资源整合，集中力量拓展移动互联网业务。

公司利用移动互联网流量入口资产，通过境内自有移动端平台、第三方移动端平台以及Spigot境外流量

入口平台实现移动互联网行业内规模级的碎片化、情景化流量的聚合，另一方面，通过整合、升级境内猎鹰网

络旗下胜效通平台以及境外Spigot流量经营平台，得以高效、系统地管理其自然流量，使之转化为具有较高商

业价值的流量，输出给包括猎鹰网络（包括子公司范特西等）、亦复信息以及Spigot等境内外具有较强商业变

现渠道的公司，再精准分发给广告、游戏及电商等各行业的广告主或开发者，为其创造较高的商业价值，有效

地实现了流量变现。

公司各子公司虽然同属于移动互联网领域，但是业务层面各有侧重，其中猎鹰网络、掌汇天下以及Spigot

注重作为移动互联网自有流量入口平台，通过自身已积累的用户规模优势和行业影响力，带来大量优质的自

有流量；而猎鹰网络（及其子公司范特西等）及亦复信息则注重作为商业变现渠道，通过其积累的广告主、游

戏开发商等资源实现优质流量的商业变现。在业务经营过程中，四家公司发挥在各自特长，使得从底层流量

入口—流量经营平台—商业变现渠道的“三位一体”的移动互联网流量聚合和经营的产业链协同效应更加

明显。

（4）新任高管团队。为了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经营实力，保持公司快速发展的态势，适应公司快速发展的

要求，公司与2016年6月14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和《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公司聘任熊贵成先生为公司董事兼总经理，计宏铭先生、袁聪先生、汤

政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5）开始建立由上至下、科学有效的财务管理制度和先进的IT管控系统。

公司启动了设立财务中心的工作，拟按区域设立财务管理中心，统一管理母公司及子公司的财务；财务

人员统一由上市公司财务部门管理及调派；财务管控主要从人员隶属及财务信息系统搭建入手，标准化财务

处理规则及资金使用，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相关制度执行。目前，已经利用先进的IT管控系统实现了对各子公

司由上至下、科学有效的财务管理；境内所有子公司均使用同一套财务系统；已经聘请熟悉国际财务制度的

财务管理人员，协助上市公司财务部门分管境外财务工作。

（6）履行了公司章程、公司名称、公司简称等事项变更的决策程序。

根据公司总体规划，为充分体现公司业务发展的战略目标，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实际需求，进一步提升

公司形象，公司对公司全称、简称以及《公司章程》的其他部分内容进行修改和调整。

变更事项经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于2016年7月1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巨潮资讯网上进行了披露 。

（7）聘任公司战略委员会顾问。为了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经营实力，适应公司的快速发展需求，公司于

2016年6月14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聘请战略顾问的议案》。公司聘请

崔晓波先生、卫哲先生和杨伟庆先生为公司的战略顾问。战略顾问为公司制定战略发展规划，重大事务决策

提供专业建议与支持。聘请战略顾问，有助于公司进一步理清战略规划和发展思路，提升公司产业运作效率，

保持公司持续快速的发展态势。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并入互联网相关行业子公司，该类资产的应收款项按照该行业的信用风险特征及公司的历史

损失经验评估确定采用新的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原上市公司智能电表行业所采用的账龄分析法计提

坏账准备政策未发生变化。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根据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第十二次会议决议、第十四次会议决议、《智度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和2016年4月18日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834号文《关于核准智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智度德普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公司于2016年4月30日完成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

上海猎鹰网络有限公司、上海智度亦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掌汇天下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交割，于2016

年5月31日完成现金收购SPIGOT的股权交割。根据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于2016年6月30日

完成对子公司深圳市思达仪表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处置，6月30日为处置日。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立仁

2016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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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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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智度股份”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2016年8

月22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于2016年8月29日在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26号恒奥中心C座301公司会议室以

现场表决的形式召开，应到董事5名，实到5名，公司董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赵立

仁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以书面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五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通过。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因内部工作分工调整的原因，董事孙静女士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一职。同时，公司董事

长赵立仁先生提名熊贵成先生担任本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本次调整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成员为：赵立仁（召集人）、段东辉（独立董事、委员）、熊贵成（委员）。任期自此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五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进一步实施全球化战略，推进国际业务发展，根据实际经营需求，公司海外全资子公司拟向以下关联

方借款：

1、向控股股东北京智度德普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智度德普” ）的全资子公司智度德

普股权投资（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普香港” 或“关联方1” ）借款2900万美元，借款期限为9个月（借

款日期以实际到账时间确定），借款利率为5%/年。

2、向全资子公司Spigot,Inc.的高管团队及原股东Rodrigo� Sales、Michael� Levit、Ryan� Stephens（以下简称：

“关联方2” ）借款500万美元，借款期限为9个月（借款日期以实际到账时间确定），借款利率为5%/年。

公司将按季度向上述债权人支付美元利息，预计需支付利息不超过人民币892.5万元（127.5万美元，汇率

以1美元=7元人民币计算，实际支付利息汇率以当时即期汇率为准）。智度德普股权投资（香港）有限公司为

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赵立仁先生、孙静女士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三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通过。

详见同日公司发布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的《关于公司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2016-71）。

三、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半年度报告。

特此公告。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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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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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度股份”或“公司” ）因内部工作分工调整的原因，董事孙静女士

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一职。同时，公司董事长赵立仁先生提名熊贵成先生担任本届董事会战

略委员会委员。公司于2016年8月29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本次调整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为：赵立仁（召集人）、段东辉（独立董事、委员）、熊贵

成（委员）。任期自此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特此公告。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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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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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智度股份”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2016年8

月22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于2016年8月29日在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26号恒奥中心C座301公司会议室以

现场表决的形式召开，应到监事3名，实到3名，公司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公司监事会职工代表监

事张婷女士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以书面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因公司监事会变动，一致选举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张婷女士为第七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此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本次监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进一步实施全球化战略，推进国际业务发展，根据实际经营需求，公司海外全资子公司拟向以下关联方借

款：

（1）向控股股东北京智度德普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智度德普” ）的全资子公司智度

德普股权投资（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普香港” 或“关联方1” ）借款2900万美元，借款期限为9个月

（借款日期以实际到账时间确定），借款利率为5%/年。

（2）向全资子公司Spigot,Inc.的高管团队及原股东Rodrigo� Sales、Michael� Levit、Ryan� Stephens（以下简

称：“关联方2” ）借款500万美元，借款期限为9个月（借款日期以实际到账时间确定），借款利率为5%/年。

公司将按季度向上述债权人支付美元利息，预计需支付利息不超过人民币892.5万元（127.5万美元，汇率

以1美元=7元人民币计算，实际支付利息汇率以当时即期汇率为准）。智度德普股权投资（香港）有限公司为

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三、监事会对2016年半年度报告有关事项的意见

1、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公司2016年半年度报告真实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2016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

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真实反映了公司2016年上半

年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未发现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公司本报告期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上海智度亦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供人民币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2亿元的连带责任信用担保外，未发现其他

对外担保情况及为股东、股东的控股子公司、股东的附属企业、公司持股50%以下的其他关联方、非法人单位

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四、备查文件

1、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半年度报告。

特此公告。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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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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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关联交易概况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度股份”或“公司” ）为进一步实施全球化战略，推进国际业务发

展，根据实际经营需求，公司海外全资子公司拟向以下关联方借款：

1、向控股股东北京智度德普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智度德普” ）的全资子公司智度德

普股权投资（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普香港” 或“关联方1” ）借款2900万美元，借款期限为9个月（借

款日期以实际到账时间确定），借款利率为5%/年。

2、向全资子公司Spigot,Inc.的高管团队及原股东Rodrigo� Sales、Michael� Levit、Ryan� Stephens（以下简称：

“关联方2” ）借款500万美元，借款期限为9个月（借款日期以实际到账时间确定），借款利率为5%/年。

公司将按季度向上述债权人支付美元利息，预计需支付利息不超过人民币892.5万元（127.5万美元，汇率

以1美元=7元人民币计算，实际支付利息汇率以当时即期汇率为准）。德普香港为智度德普的全资子公司，智

度德普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该关联交易产生的利息金额超过人民币300万元并超过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0.5%，但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需提交董事会审议，但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讨论。

2016年8月29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1：智度德普股权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住所：402� JARDINE� HSE� 1� CONNAUGHT� PLACE� CNETRAL.HK；

注册资本：10000港币；

关联关系：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智度德普的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投资与资产管理、投资咨询、经济贸易咨询、项目投资。

北京智度德普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442,074,873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45.78%。智度德普股权投资（香港）有限公司为智度德普在香港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按照《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智度德普香港公司与公司构成了关联关系，公司向其借款的行为构

成了关联交易。

关联方2：Rodrigo� Sales、Michael� Levit、Ryan� Stephens

住所：Rodrigo� Sales：XXX� Hwy� 28#8,� Crystal� Bay,� NV,� USA� 89402

Michael� Levit：XXX� Reed� Blvd,� Mill� Valley,� CA,� USA� 94941

Ryan� Stephens：XXXXX� Salinas� Way,� Bonita� Springs,� FL,� USA� 34135

关联关系：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Spigot,Inc.的高管团队成员或原股东。

Spigot,Inc.为公司的美国全资子公司，Rodrigo� Sales为Spigot的现任CEO，Michael� Levit为Spigot的原股

东，Ryan� Stephens为Spigot的现任总裁。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前述三人与公司

构成了关联关系，公司向其借款的行为构成了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为公司向关联方1和关联方2借款，借款额度合计3400万美元，借款利率为5.00%/年，公司参考

了目前境外美元贷款利率的市场行情，综合比较了诸多外部金融机构的报价，并结合了未来在海外融资的难

度和融资成本趋势后，经协商，达成以上借款事项，借款期限为9个月，该事项构成了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

定价方法客观、公允，交易方式和价格符合市场规则，不存在利益转移。该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

发表了相关独立意见。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借款金额：2900万美元、500万美元

2、借款期限：9个月；

3、借款年化利率：5.00%；

4、还款方式：按季度支付利息，到期归还本金。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借款有利于补充公司日常经营短期美元资金需求，符合投资者利益和价值最大化的基本原则。关联

交易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六、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为进一步实施全球化战略，推进国际业务发展，根据实际经营需求，公司海外全资子公司拟向以下关联

方借款：

（1）向控股股东北京智度德普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智度德普” ）的全资子公司智度

德普股权投资（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普香港” 或“关联方1” ）借款2900万美元，借款期限为9个月

（借款日期以实际到账时间确定），借款利率为5%/年。

（2）向全资子公司Spigot,Inc.的高管团队及原股东Rodrigo� Sales、Michael� Levit、Ryan� Stephens（以下简

称：“关联方2” ）借款500万美元，借款期限为9个月（借款日期以实际到账时间确定），借款利率为5%/年。

以上借款利率均为5.00%/年，公司参考了目前境外美元贷款利率的市场行情，综合比较了诸多外部金融

机构的报价，并结合了未来在海外融资的难度和融资成本趋势后，经双方协商，达成以上借款事项，借款期限

为9个月，该事项构成了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未发现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行为。我们同意将《关于公司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董事会审议时，关联

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2、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以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我们审阅了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所审议的《关于公司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现就本次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

易事项作出独立判断，发表如下意见：

本次交易为公司海外全资子公司向以下关联方借款：

（1）向控股股东北京智度德普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智度德普” ）的全资子公司智度

德普股权投资（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普香港” 或“关联方1” ）借款2900万美元，借款期限为9个月

（借款日期以实际到账时间确定），借款利率为5%/年。

（2）向全资子公司Spigot,Inc.的高管团队及原股东Rodrigo� Sales、Michael� Levit、Ryan� Stephens（以下简

称：“关联方2” ）借款500万美元，借款期限为9个月（借款日期以实际到账时间确定），借款利率为5%/年。

以上借款利率均为5.00%/年，公司参考了目前境外美元贷款利率的市场行情，综合比较了诸多外部金融

机构的报价，并结合了未来在海外融资的难度和融资成本趋势后，经协商，达成以上借款事项，借款期限为9

个月，该事项构成了关联交易。我们认为本次交易遵循了公平、公开的原则，交易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公司的

根本利益，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赵立仁先生、孙静女士已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有

效，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综上，我们同意以上事项。

七、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借款协议；

3、独立董事和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000676� � � � �证券简称：智度股份 公告编号：2016-73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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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智度股份” ）原监事会主席张海军先生、职工代表监事薛

俊霞女士和监事尤笑冰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相关职务。辞职后薛俊霞女士在公司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职务，其

他人员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公司于2016年6月14日召开了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张婷女士为公司第七届

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2016年6月14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16年6月29日召开了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选举陈莉女士和肖欢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一

致。

2016年8月29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

案》，监事会成员一致同意选举张婷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

任期届满时止。

特此公告。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6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002047� � � � �证券简称：宝鹰股份 公告编号：2016-071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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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8月29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6年8月28日至2016年8月29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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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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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8月28日下午15:00至2016年8月29日下

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四路301栋6楼宝鹰文化大讲堂

3、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古少波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2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303,965,692股，占本公司总股份的24.0650%。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3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03,695,045股，占

本公司总股份的24.0436%。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9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70,647股， 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0.0214％。

3、中小投资者（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1,354,671股，占本公司总股份的0.107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084,024股，占本公司总股份的0.085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270,647股，占本公司总股份的0.0214％。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全体监事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深圳市宝贤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对如下2个子议案进行了回避表

决。

（1）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1,250,1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2.2859％；反对7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2485％；弃权3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2.46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50,1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2859％；反对7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5.2485％； 弃权33,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4655％。

（2）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1,248,9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2.1974％；反对72,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3371％；弃权3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2.46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8,9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1974％；反对7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5.3371％； 弃权33,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4655％。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深圳市宝贤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宝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回避此项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1,283,5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7515％；反对7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24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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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3,5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7515％；反对7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5.24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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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具体发行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关联股东深圳市宝贤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宝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回避此项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1,282,3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6629％；反对72,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33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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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2,3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6629％；反对7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5.33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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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3,894,5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66％；反对71,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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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3,5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7515％；反对7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5.24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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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3,893,3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62％；反对72,3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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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2,3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6629％；反对7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5.33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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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股票有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3,893,3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62％；反对72,3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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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2,3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6629％；反对7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5.33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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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任理峰、黄平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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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002610� � � � �证券简称：爱康科技 公告编号：2016-115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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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2015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2016年4�月22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16-47）。担

保有效期自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起至下一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

根据《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子议案关于为苏州爱康能源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公司拟为苏州爱康能源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源工程” ）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的融资

提供担保。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近日，公司接能源工程通知：为满足其工程项目的资金需求，能源工程向华能天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能天成” ）申请办理融资租赁业务，并签署《融资租赁合同》，融资金额为30000万元，融资

期限为一年，公司与华能天成签署《保证合同》。

上述担保金额在公司2016年对能源工程担保预测的总额度10亿元以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苏州爱康能源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2-9-5

注册号码

9132050005347164XE

注册地址 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街道）金塘西路北侧

1

幢

法定代表人 李家康

注册资本

13645.8333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

非上市）

主营业务

能源工程技术服务；新能源发电工程设计；

EPC

工程管理服务；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建筑装饰装修

工程设计、施工；新能源发电工程设计；能源领域内的技术研发、技术服务；能源领域内的管理服

务；太阳能光伏产品销售；水净化设备、空气净化设备、

LED

照明设备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建筑工程施工

总承包、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凭资质经营）。

股东及持股比例

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58.58%

、张家港爱康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0.73%

、农银（苏

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29%

、农银无锡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4.58%

、海通开元投资有限

公司

2.29%

、周飏

3.53%

、平苏军

0.92%

、俞文耀

0.92%

、上海保港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1.15%

、朱信

义

1.28%

、张家港诺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37%

、崇义友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6.41%

、崇义

众合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89%

、东方汇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37%

、金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29%

、郭育林

0.38%

、辽宁海通新能源低碳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2.67%

、新余兴中康和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15%

、张燕平

0.38%

、上海稻坤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0.38%

、苏州工业园

区股份有限公司

0.76%

、娄沣（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76%

、新疆盛世柏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91%

。

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5

年度

2016

年

7

月

总资产

164,358.27 267,473.29

净资产

65,712.55 87,242.24

营业收入

145,974.46 98,109.59

净利润

15,008.44 183.25

注：2015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16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华能天成签署了《保证合同》（合同编号：HT-L1-G-2016115），拟为能源工程该笔融资租赁

业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30000万元人民币，担保期限一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出具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546,103.75万元（不包

括本次的担保），其中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人民币463,653.88万元；其他担保：为苏

州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担保总额为人民币9,700万元， 为江阴东华铝材科技有限公司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24,100万元，为江阴科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担保7,000万元,�为苏州爱康能源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担保41,649.87万元。 以上担保累计占公司2016年6月30日经审计归属母公司净资产的比例约为

89.45%， 若包含上述担保， 累计担保余额占公司2016年6月30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比例约为

94.36%。公司无逾期的对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438� � � � �证券简称：江苏神通 公告编号：2016-092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的第二次修订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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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于2016年4月21日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160608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

书》。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上述反馈意见问题进行了书面回复并于2016年5月25日披露了《江苏神通阀

门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报告》，同时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部门

报送了反馈意见回复材料。中国证监会审核期间，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上述反馈意见回复进行了相应的

修订、补充和完善并于2016年7月12日披露了《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

意见回复报告（修订稿）》。

现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审核要求，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上述反馈意见回复进行了第二次的修订、补充

和完善，现将主要修订情况公告如下：

一、因公司已披露2016年半年度报告，因此对"一、重点问题"之"问题1"之（2）中涉及的核电业务2016

年1-6月实际经营情况进行了更新；

二、 因公司已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金额及发行股份数量进行了

审议修订，因此对"一、重点问题"之"问题2"之（1）中涉及的本次发行方案的审议修订情况、偿还银行贷款

及补充流动资金金额、考虑股权融资情况的2015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进行了修订，同时结合2016年半

年度报告，对公司截至2016年6月末的货币资金情况进行了更新；

三、 因公司已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金额及发行股份数量进行了

审议修订，同时根据项目的审核要求，对未来三年的收入预测增长情况进行了修订、补充和完善，因此对"

一、重点问题"之"问题2"之（2）中涉及的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金额、收入预测及未来流动资金需

求进行了修订；

四、 因公司已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金额及发行股份数量进行了

审议修订，因此对"一、重点问题"之"问题2"之（5）中涉及的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金额、假定募集

资金全部到位后的江苏神通2015年末资产负债率、货币资金占流动资产及总资产的比例进行了修订，同时

结合2016年半年度报告，对公司截至2016年6月末的资产负债率进行了更新；

五、 因公司已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金额及发行股份数量进行了

审议修订，因此对"一、重点问题"之"问题3"涉及的本次发行的审议程序、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金

额进行了修订；

六、 因公司已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金额及发行股份数量进行了

审议修订，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采取措施（第三次修订稿）

的议案》，因此对"二、一般问题"之"问题2"涉及的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审议程序、公告情况及对

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进行了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报告（第二次修订稿）》，公司将按照要求将上述反馈意见回复修订材

料及时报中国证监会。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批的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8月29日

2016年 8 月 30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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