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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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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为非公开发行股份， 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79,999,998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3.7443%。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限售起始日为2016年1月19日，非公开发行时承诺的持股期限为12个月，拟上市日

为2017年1月19日，本次解限涉及股东人数为9名。

一、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概况及股本变化情况

1、非公开发行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5】2992号）文核准，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等9名

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6,666,666股，公司总股本由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85,525,300股增

加至112,191,966股，并于2016年1月1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9名投资者承诺本次认购所获股票

26,666,666股，自发行结束并上市交易之日（2016年1月19日）起12个月内不进行转让，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7年1月19日（非交易日顺延）。

2、非公开发行股份完成至今股本变动情况

（1）实施201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于2016年4月28日实施完成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12,191,966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5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0股。 分红后公司总股本由

112,191,966股增加至336,575,898股。本次解除股份限售对象持有的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数量由26,666,666

股增加至79,999,99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7688%。

（2）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2016年5月3日，因原激励对象俞勇已离职，不再满足成为激励对象的条件，公司已注销俞勇已获授的全

部限制性股票15,000股。 注销完成后总股本减至336,560,898股。

（3）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自主行权

2016年5月至今，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自主行权362,000股，公司总股本增至336,922,898股。

截至目前，公司总股本为336,922,898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88,518,903股，包含：非公开发行限

售股79,999,998股，股权激励限制性股5,490,675股,高管锁定股3,028,230股。 本次申请解禁的限售股份总数为

79,999,99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7443%。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承诺及履行承诺情况

1、本次非公开发行中，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刘晖先生、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深圳修能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申万菱信资产－工商银行－瑞林定向增发4号资产管

理计划）、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招商财富－招商银行－民商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创金合信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包括：创金合信基金－招商银行－津杉华融1号资产管理计划、创金合信基金－招商银行－

南京三宝2号资产管理计划）、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包括：中信证券－中信银行－中信证券新三板增强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中信证券－中信银行－中信证券新三板增强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中信证券－中信

银行－中信证券新三板增强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中信证券－民生银行－中信证券定增增强1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中信证券－民生银行－中信证券定增增强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包

括：财通基金－工商银行－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外贸信托?恒盛定向增发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财通

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528号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553号资产管理计划、财

通基金－光大银行－富春定增595号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富春定增686号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平安银行－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平安银行－上海田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财通基金－兴业银行－孙长缨、财通基金－招商银行－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诺如下：

本公司/本人参加此次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并获得配售，根据《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同意本次认购所获股份自发行结束并上市交易之日起12个月内不进行转让，在

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2.经核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3.经核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对其不存在

违规担保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日为2017年1月19日（星期四）；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79,999,99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7443%；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证券账户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

%

）

质押的股份数

量

1

刘晖 刘晖

7,999,998 7,999,998 2.3744 0

2

广东温氏投资有

限公司

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

8,199,999 8,199,999 2.4338 0

3

中国华电集团财

务有限公司

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

7,999,998 7,999,998 2.3744 0

4

申万菱信（上海）

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申万菱信资产

－

工商银

行

－

瑞林定向增发

4

号资

产管理计划

10,666,665 10,666,665 3.1659 0

5

招商财富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招商财富

－

招商银行

－

民

商

1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12,000,000 12,000,000 3.5616 0

6

深圳修能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

深圳修能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

7,999,998 7,999,998 2.3744 7,999,998

7

财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中

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

－

外

贸信托·恒盛定向增发

2,884,851 2,884,851 0.8562 0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富

春定增

528

号资产管理计

划

480,810 480,810 0.1427 0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富

春定增

553

号资产管理计

划

240,405 240,405 0.0714 0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富

春定增

595

号资产管理计

划

144,240 144,240 0.0428 0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富

春定增

686

号资产管理计

划

96,162 96,162 0.0285 0

财通基金

－

平安银行

－

华

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80,810 480,810 0.1427 0

财通基金

－

平安银行

－

上

海田翌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721,212 721,212 0.2141 0

财通基金

－

兴业银行

－

孙

长缨

480,810 480,810 0.1427 0

财通基金

－

招商银行

－

西

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404,044 2,404,044 0.7135 0

创金合信基金

－

招商银

行

－

南京三宝

2

号资产管

理计划

1,200,000 1,200,000 0.3562 0

合计

79,999,998 79,999,998 23.7443 7,999,998

9

创金合信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创金合信基金

－

招商银

行

－

津杉华融

1

号资产管

理计划

7,999,998 7,999,998 2.3744 0

中信证券

－

民生银行

－

中

信证券定增增强

2

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3,199,998 3,199,998 0.9498 0

中信证券

－

民生银行

－

中

信证券定增增强

1

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4,133,334 4,133,334 1.2268 0

8

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中信证券

－

中信银行

－

中

信证券新三板增强

1

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266,667 266,667 0.0791 0

中信证券

－

中信银行

－

中

信证券新三板增强

2

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133,332 133,332 0.0396 0

中信证券

－

中信银行

－

中

信证券新三板增强

3

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266,667 266,667 0.0791 0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持有克明面业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的股东已严格履行相关承诺；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

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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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

股东承诺；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克明面业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本保荐机构对克明面业股份

有限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华泰联合证券：关于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月17日

股票简称：国风塑业 股票代码：000859� � � �编号：2017-003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内容的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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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有否决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中包括《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

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等涉及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议案被否决。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7年1月16日下午2：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1月16日9:

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1月15日

15:00—1月16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第四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黄琼宜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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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人，代表股份221,787,362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29.993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190,958,697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25.824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05人，代表股份30,828,66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4.1691％。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16人，代表股份39,914,965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397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9,086,300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1.228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05人，代表股份30,828,66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4.1691％。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253,3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0.9046％；反对19,230,

5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8.3339％；弃权30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6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253,3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9046％；反

对19,230,5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3339％；弃权30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0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616％。

本项议案未获得通过。

2、逐项审议《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2.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同意20,248,2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0.8918％；反对19,065,

0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7.9179％；弃权47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4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19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248,2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8918％；反

对19,065,0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9179％；弃权47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44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903％。

本项议案未获得通过。

2.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总表决情况：同意20,248,2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0.8918％；反对19,220,

6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8.3090％；弃权31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9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9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248,2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8918％；反

对19,220,6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3090％；弃权31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9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993％。

本项议案未获得通过。

2.3�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总表决情况：同意20,248,2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0.8918％；反对19,142,

6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8.1129％；弃权39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7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9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248,2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8918％；反

对19,142,6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1129％；弃权39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7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953％。

本项议案未获得通过。

2.4�定价基准日

总表决情况：同意20,248,2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0.8918％；反对19,168,

6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8.1783％；弃权37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7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3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248,2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8918％；反

对19,168,6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1783％；弃权37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7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300％。

本项议案未获得通过。

2.5�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总表决情况：同意20,248,2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0.8918％；反对19,168,

6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8.1783％；弃权37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7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3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248,2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8918％；反

对19,168,6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1783％；弃权37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7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300％。

本项议案未获得通过。

2.6�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同意20,248,2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0.8918％；反对19,142,

6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8.1129％；弃权39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7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9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248,2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8918％；反

对19,142,6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1129％；弃权39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7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953％。

本项议案未获得通过。

2.7�募集资金投向

总表决情况：同意20,260,5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0.9227％；反对19,156,

3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8.1474％；弃权37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7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3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260,5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9227％；反

对19,156,3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1474％；弃权37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7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300％。

本项议案未获得通过。

2.8�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总表决情况：同意20,248,2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0.8918％；反对18,907,

6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7.5223％；弃权630,9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04,9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58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248,2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8918％；反

对18,907,6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5223％；弃权630,994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604,9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859％。

本项议案未获得通过。

2.9�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总表决情况：同意20,262,2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0.9270％；反对18,919,

6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7.5525％；弃权604,9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04,9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52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262,2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9270％；反

对18,919,6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5525％；弃权604,994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604,9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206％。

本项议案未获得通过。

2.10�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同意20,262,2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0.9270％；反对18,919,

6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7.5525％；弃权604,9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04,9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52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262,2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9270％；反

对18,919,6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5525％；弃权604,994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604,9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206％。

本项议案未获得通过。

2.11�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限

总表决情况：同意20,248,2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0.8918％；反对18,933,

6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7.5876％；弃权604,9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04,9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52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248,2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8918％；反

对18,933,6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5876％；弃权604,994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604,9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206％。

本项议案未获得通过。

3、《关于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248,2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0.8918％；反对19,161,

2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8.1597％；弃权377,3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77,3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4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248,2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8918％；反

对19,161,2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1597％；弃权377,394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77,3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485％。

本项议案未获得通过。

4、《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235,9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0.8609％；反对19,103,

3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8.0142％；弃权447,5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47,5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12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235,9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8609％；反

对19,103,3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0142％；弃权447,594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447,5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250％。

本项议案未获得通过。

5、《关于公司与合肥市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合同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287,3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0.9900％；反对19,092,

3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7.9865％；弃权407,1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7,1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2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287,3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9900％；反

对19,092,3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9865％；弃权407,194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407,1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234％。

本项议案未获得通过。

6、《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235,9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0.8609％；反对18,554,

2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6.6341％；弃权996,6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96,6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50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235,9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8609％；反

对18,554,2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6341％；弃权996,694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996,6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051％。

本项议案未获得通过。

7、《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合肥市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

公司股份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255,9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0.9111％；反对18,295,

4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5.9836％；弃权1,235,4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35,4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10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255,9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9111％；反

对18,295,4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9836％；弃权1,235,494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235,4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053％。

本项议案未获得通过。

8、《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2,256,3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1.1938％；反对18,295,

4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2491％；弃权1,235,4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35,4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5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383,9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0685％；反

对18,295,4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8361％；弃权1,235,494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235,4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953％。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9、《关于国风塑业股东未来三年（2016年-2018年）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2,287,5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1.2079％；反对18,264,

2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2350％；弃权1,235,4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35,4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5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415,1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1467％；反

对18,264,2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7580％；弃权1,235,494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235,4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953％。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10、《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采取措施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236,9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0.8634％；反对18,329,

5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6.0693％；弃权1,220,3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20,3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06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236,9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8634％；反

对18,329,5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0693％；弃权1,220,394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220,3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673％。

本项议案未获得通过。

11、《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236,9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0.8634％；反对18,367,

3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6.1643％；弃权1,182,5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82,5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97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236,9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8634％；反

对18,367,3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1643％；弃权1,182,594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182,5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723％。

本项议案未获得通过。

12、《关于与合肥市土地储备中心签订<合肥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合同>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5,234,3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2.5366％；反对15,238,

9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8710％；弃权1,313,9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42,9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9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3,361,9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5294％；反

对15,238,9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8.1786％；弃权1,313,994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242,9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920％。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13、《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0,946,4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6032％；反对19,616,

8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8449％；弃权1,223,9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22,9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5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9,074,0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7868％；反

对19,616,8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1467%；弃权1,223,994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222,9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665％。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14、《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2,279,7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1.2044％；反对18,283,

5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2437％；弃权1,223,9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22,9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5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407,3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1272％；反

对18,283,5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8063％；弃权1,223,994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222,9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665％。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15、《关于修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2,315,7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1.2206％；反对18,247,

5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2275％；弃权1,223,9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22,9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5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443,3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2174％；反

对18,247,5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7161％；弃权1,223,994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222,9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665％。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16、《关于修改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2,278,7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1.2039％；反对18,283,

5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2437％；弃权1,224,9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22,9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5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406,3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1247％；反

对18,283,5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8063％；弃权1,224,994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222,9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690％。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17、《关于修改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2,360,0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1.2406％；反对18,202,

2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2071％；弃权1,224,9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22,9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5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487,6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3283％；反

对18,202,2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6026％；弃权1,224,994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222,9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690％。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18、《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2,359,5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1.2404％；反对18,200,

9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2065％；弃权1,226,7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22,9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5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487,1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3271％；反

对18,200,9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5994％；弃权1,226,794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222,9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735％。

关联方股东合肥市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黄琼宜、李丰奎、胡静、陈铸红、汪丽

雅对上述1-7，10-11项议案回避了表决。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卢贤榕、陈磊；

天禾律师认为，国风塑业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

本次会议的议案、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会议所审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国风塑业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2017]皖天律证字第00025号《关于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公

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月17日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

意见书

天律证字2017第【00025】号

致：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

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以下简称《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安徽国风塑业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本所” ）接受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风塑业” 或“公司” ）的委托，指派

卢贤榕律师、陈磊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 ）出席见证于2017年1月16日召开的国风塑业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会议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国风塑业的行为以

及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会议的

表决程序和结果等有关事宜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 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必备文件公告，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

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根据国风塑业提供

的本次会议的有关材料，对因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而需要提供或披露的资料、文件进行了核查

和验证，并在此基础上出具本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国风塑业董事会于2016年12月29日在中国证监会制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上发布了《关于召

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根据该通知，公司2017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拟定于2017年1月16日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经公司2016年12月28日召开的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做出决议，由董事会召集，并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十五日之前以

公告形式通知了股东。 通知的内容包括会议召开时间、股权登记日、会议地点、会议召集人、会

议方式、会议议案、出席对象等事项。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董事会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和《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本次会

议，并已对本次会议的议案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公司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2017年1月16日

14:30在安徽合肥市高新区天智路36号公司第四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黄琼宜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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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16日9:30-11:30、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1月15日15:00-1月16日

15:00。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会议内容与通知公告的内容一致。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和《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及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计【317】名，于

股权登记日（2017年1月9日）合计持有股份【221,787,36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9.99%】。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2】人，持有股份【190,958,697】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25.82%】；根据深证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果的统计资料，在有

效时间内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投票的股东【305】名，持有股份【30,828,665】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4.17%】。

2、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3、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经核查， 本所律师认为，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和召集资格符合 《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三、关于本次会议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在中国证监会制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上公告的通知及相关董事会、监事会

决议、公司董事会公布的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为：

1、《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

2、《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⑴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

⑵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

⑶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

⑷定价基准日 ；

⑸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

⑹发行数量 ；

⑺募集资金投向 ；

⑻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

⑼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

⑽上市地点 ；

⑾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限 ；

3、《关于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

4、《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

5、《关于公司与合肥市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合同的

议案》 ；

6、《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

7、《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合肥市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

公司股份的议案》 ；

8、《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

9、《关于国风塑业股东未来三年（2016�年-2018�年）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

10、《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采取措施的议

案》 ；

11、《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

12、《关于与合肥市土地储备中心签订<合肥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合同>的议案》

；

13、《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14、《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5、《关于修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

16、《关于修改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

17、《关于修改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

18、《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

上述议案1-7、10-11、13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其中议案2需要逐项表决。

上述议案1-11、13-18已经2016年11月28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通过（公告编号为2016-051），议案12已经2016年12月28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决议通过（公告编号为2016-064）；议案1-6、8-10、15-17已经2016年11月28日召开的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通过（公告编号为2016-052），议案12已经2016年12月28

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通过（公告编号为2016-065），公司独立董事已

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及公司相关制度对部分议案内容发表独立意见。

经本所律师核查， 本次会议所审议的议案与董事会相关公告的内容相符， 符合 《公司

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议案合法、有效。

四、关于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一）表决程序

经本所律师核查，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投票表决，

股东及其代理人可以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进行投票。

经本所律师见证，现场会议采取书面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就列入本次会议议事日程的议案进行了逐项表决，并由本所律师、两名股东代表、一名监事代

表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计票、监票；关联股东将对相关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参与网络投票的，在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会议的

网络投票结果。

（二）表决结果

公司当场分别公布了现场投票表决结果、网络投票结果以及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合

并统计后的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全部投票结束后，本次会议审议议案表决情况及结果如下：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1-7,10-11未获通过；议案8、9、12-18获得通过。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会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和《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国风塑业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

集人资格、本次会议的议案、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公司本次会议所审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于二〇一七年 一 月 十六 日在安徽省合肥市签字盖章。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肆份、无副本。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张晓健

经办律师：卢贤榕

陈 磊

2017年 1月 17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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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调整长期停牌

股票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监会

[2008]38号公告）以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关于发布中基协（AMAC）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

知》（中基协发[2013]13号）的原则和有关要求，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托管银行商

定，决定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商赢环球"（证券代码：600146）股票进行估值调整，自2017年1月13日起按

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待该股票的交易体现出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将不再另行公

告。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月17日

证券代码：603311� � � �证券简称：金海环境 公告编号：临2017-002

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获奖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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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月14日，公司在首届全国空净行业金鼎奖年度总评选活动中获得了由全国空净行业金鼎奖活

动组委会颁发的"突出贡献企业"及"技术创新企业"二个项目的奖项。

首届全国空净行业金鼎奖年度总评选活动由中国质量检验协会空气净化设备专业委员会指导，联合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等科研院所、中国教育装备协会等行业机构、权威专家以及百家媒体在空净行业开

展，旨在向社会、教育机构及广大百姓推荐责任心强、质量信得过的龙头企业及品牌，引导我国空气净化

企业规范良性发展、指导消费者理性消费。

特此公告。

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979� � � �证券简称：广安爱众 公告编号：临2017-006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爱众集团质押所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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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四川爱众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136，209，8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37%，以下简称"爱众集团"）通知，爱众集团质押给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的无限售流通股30,000,000股已于2017年1月12日全部解除质押，相关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毕。

2017年1月13日，爱众集团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牛市口支行质押了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股27,

000,000股，相关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毕。

截止本公告日，爱众集团仍累计质押公司股份65，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86%。

特此公告。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月17日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基金持有的股票停牌后估值方法

调整的公告

鉴于"深天马Ａ （股票代码000050）"、"国际医学（股票代码000516）"股票因重大事项停牌，根据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08]38号公告《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的有关规

定，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为确保本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深天马Ａ"、"国际

医学"股票的估值更加公平、合理，经与相关基金托管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协商一致，自2017年1月16日起，

对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深天马Ａ"、"国际医学"股票采用"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停牌期间，本公司将与其上市公司保持密切沟通，切实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待"深天马Ａ"、"国际医

学"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

行公告。

特此公告。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