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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对外

投资事项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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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主营业务经营发展需要，2016年12月经公司董

事会及总经理专项办公会议审议通过了对外投资等议案，现将相关事项进展情况说明如下：

1、 对外投资事项一：

2016年12月9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和龙市城市基础设施投

资有限公司等公司在吉林省和龙市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关于公司与宜章县兴宜建设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在湖南省宜章县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河南省城建规划勘

测设计有限公司在河南省新野县共同投资设立环卫项目合资公司的议案》、《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河南

省城建规划勘测设计有限公司在河南省新野县共同投资设立供水项目合资公司的议案》、《关于公司与重

庆巴特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在重庆市开州区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关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齐

齐哈尔嘉润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详见公司2016年12月12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6-176]以及《对外投资

事项公告》[公告编号：2016-177]）。

（1）和龙龙德市政设施管理有限公司已于2016年12月14日登记注册完毕，该公司经和龙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登记核准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和龙龙德市政设施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2406MA13WD2G5G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公司住所：和龙市民乐街16-2号

法定代表人：马宁

注册资本：人民币7,100万元

经营范围：市政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相关设备的生产与销售、技术咨询及配套服务，房地

产开发，高科技产品开发，货物进出口和技术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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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5,609万元， 占其注册资本的79%；和龙市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有

限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1,42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20%；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

人民币71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

（2）宜章县启迪桑德恒洁环境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已于2016年12月20日登记注册完毕，该公司经宜章县

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登记核准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宜章县启迪桑德恒洁环境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1022MA4L99U59K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玉溪镇清水村4组

法定代表人：李建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6,000万元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进行环卫、环保产业投资（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放贷款等

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建设、运营；道路清扫保洁、垃圾清运转运、中转站建设、公厕建设运营、垃

圾处理处置、污水污泥处理、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各类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环卫系统技术开发、咨询服务；

广告设计及发布；物流、物联网服务；绿色新能源开发及利用；环卫设备销售；园林绿化工程建设、维护，市政

设施智能建设、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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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5,288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88.13%；宜章县兴宜建设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以资产出资人民币712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1.87%。

（3）新野桑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已于2016年12月20日登记注册完毕，该公司经新野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登记核准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新野桑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329MA3XHUEA89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新野县人民路南段

法定代表人：张新建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经营范围：智能环卫系统技术开发、咨询服务；国内广告制作发布；环卫设施建设、运营；物流；物联网服

务；新能源开发及利用；环卫设备销售；园林绿化工程建设、维护；市政设施建设、维护；各类固体废弃物处理

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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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桑德新环卫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桑德新环卫"）出资人民币

4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80%；河南省城建规划勘测设计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1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20%。

（4）新野桑德水务有限公司已于2017年1月4日登记注册完毕，该公司经新野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核

准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新野桑德水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329MA40FF9F74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新野县纺织路西段2号

法定代表人：胡赤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经营范围：生活饮用水集中式制水、供水、售水；给排水运营；给排水配套项目的开发、建设、维护；给排

水管材管件、设备、计量水表销售；给排水管道及设备安装；水技术咨询与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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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一弘水务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4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80%；河南省城

建规划勘测设计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1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20%。

（5）重庆市开州区桑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已于2017年1月10日登记注册完毕，该公司经重庆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开州区分局登记核准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重庆市开州区桑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4MA5UAL7Q24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公司住所：重庆市开州区汉丰街道九龙社区三村安置区A2-47号

法定代表人：柳广文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经营范围：智能环卫系统技术开发、咨询服务；广告设计及发布；环卫、环保产业建设、运营（包括道路

清扫保洁、垃圾清运转运、中转站建设、公厕建设运营、垃圾处理处置、污水污泥处理、再生资源回收利用）

物流、物联网络服务；绿色新能源开发及利用；环卫设备销售；园林绿化工程建设、维护；市政设施建设、维

护；各类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 （依法需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4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80%；重庆巴特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出

资人民币1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20� %。

（6）齐齐哈尔嘉润科技有限公司于2016年12月21日办理完成了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变更事项如

下：

公司名称：齐齐哈尔嘉润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2,500万元

增资前股权结构：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5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0%。

增资后股权结构：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2,5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0%。

2、 对外投资事项二：

公司于2016年12月5日召开总经理专项办公会议，决定由公司出资设立新野新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茶

陵县启迪桑德环卫工程有限公司，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桑德新环卫出资设立深泽县桑德环卫工程有限公

司，同时责成相关部门人员办理工商登记注册等相关事项。

（1）新野新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已于2016年12月23日登记注册完毕，该公司经新野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登记核准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新野新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329MA3XJBW0XK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新野县上港乡瓦亭陂村

法定代表人：胡赤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万元

经营范围：生活垃圾环保设施的运营、管理及维护；生活垃圾环保设施技术的开发、咨询。（依法需经审

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3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0%。

（2）茶陵县启迪桑德环卫工程有限公司已于2016年12月14日登记注册完毕，该公司经茶陵县市场和质

量监督管理局登记核准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茶陵县启迪桑德环卫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224MA4L8UJ50R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城关镇交通街原农机公司四楼

法定代表人：张新建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经营范围：环卫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城乡道路清扫、保洁及水面保洁；垃圾清扫、收集、转运；垃圾

无害处理；物业管理；智能环卫系统技术开发、咨询服务；环卫设备销售；物流；市政设施建设与维护；再生资

源回收与利用；广告设计、代理、制作与发布；环卫管理技术培训；环卫设备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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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5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0%。

（3）深泽县桑德环卫工程有限公司已于2016年12月19日登记注册完毕，该公司经深泽县工商行政管理

局登记核准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深泽县桑德环卫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28MA082P2T3B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深泽县安辛路滹沱桥北加油站对面

法定代表人：柳广文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经营范围：园林绿化工程施工；环境卫生管理；物业管理；智能环卫系统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货物运输

代理；市政设施管理；再生物资回收与批发；设计、代理、制作与发布国内广告；环卫设备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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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桑德新环卫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5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0%。

3、 对外投资事项三：

公司于2016年12月15日召开总经理专项办公会议， 决定由公司出资设立长治市晋清科技有限公司、安

达桑迪环保热电有限公司、广南鼎南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喀什德盛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通许县桑德环保

工程有限公司、大庆肇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桑德新环卫出资设立安徽桑德环境循

环科技有限公司，同时责成相关部门人员办理工商登记注册等相关事项。

（1）长治市晋清科技有限公司已于2016年12月29日登记注册完毕，该公司经长治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

记核准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长治市晋清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400MA0H8FFJ89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长治市城区英雄中路81号4楼

法定代表人：兰庆亮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经营范围：环保科技研发与应用；固体废弃物收运、处置、治理及科技研发；污泥及餐厨处理设备及相关

配套系统的设计、开发、运营、管理；环保设备维护、运营；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燃气经营：沼气生产及销售；

电力业务：沼气发电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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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5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0%。

（2）安达桑迪环保热电有限公司已于2016年12月28日登记注册完毕，该公司经安达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登记核准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安达桑迪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1281MA1966W77L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黑龙江省绥化市安达市新兴街哈大齐工业走廊1委21-37号（北方商谷大厦909室）

法定代表人：康健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经营范围：对热力和生产项目的建设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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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5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0%。

（3）广南鼎南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已于2016年12月29日登记注册完毕，该公司经广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登记核准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广南鼎南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2627MA6K9KXU5M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莲城镇南秀社区消防路30号

法定代表人：毛玉民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经营范围：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垃圾综合处理设施及相关配套系统的咨询、设计、开发、运营、管理；环保

设备维护、运营；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不含危险化学品）；新能源配套产品、节能环保产品的销售（不含国家

许可经营项目）；环保技术研究及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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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5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0%。

（4）喀什德盛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已于2016年12月29日登记注册完毕，该公司经喀什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登记核准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喀什德盛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3101MA7784P85Y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新疆喀什地区喀什经济开发区深喀大道总部经济区川渝大厦六层9号

法定代表人：韩斌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经营范围：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垃圾综合处理设施及相关配套系统的咨询；回收利用相关配套设施的设

计、开发、运营、管理；环保设备维护、运营；资源回收利用；新能源配套产品，节能环保产品的销售，环保技术

研究及信息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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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5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0%。

（5）通许县桑德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已于2016年12月29日登记注册完毕，该公司经通许县工商行政管理

局登记核准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通许县桑德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222MA403MTR6K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通许县咸平大道西段北侧城建大厦1202室

法定代表人：刘兵兵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经营范围：环保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城市生活垃圾的清扫、收集、运输（凭许可证经营）；物业

服务；环保设备销售；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广告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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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5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0%。

（6）大庆肇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已于2016年12月27日登记注册完毕，该公司经肇州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登记核准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大庆肇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621MA19652X6Q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黑龙江肇州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兰庆亮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经营范围：环保设备技术研发；城市生活垃圾、农业固体废弃物处理技术研发、推广服务；城市生活垃

圾、农业固体废弃物清运、处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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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5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0%。

（7）安徽桑德环境循环科技有限公司已于2017年1月6日登记注册完毕，该公司经蚌埠市工商行政和质

量技术监督管理局登记核准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安徽桑德环境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300MA2NAWUY26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安徽省蚌埠市明珠路35号2单元1612室

法定代表人：张新建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经营范围：环境保护技术开发，电子产品、机械设备的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废旧物

资回收、加工、销售；货物配送、道路货运代理、物流方案设计和信息咨询、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易燃

易爆品、放射性物品）；金属材料（不含贵金属）、建筑材料、五金交电、机电产品、日用百货、塑料制品批发零

售；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市场营销策划；环卫设施设备销售和租赁；汽车销售和租赁；物业管理、房

产信息咨询、家政服务；垃圾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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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桑德新环卫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5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0%。

公司上述于近期设立、增资的子公司将具体负责实施当地的环保项目投资、运营相关业务，上述对外投

资事项将对公司2017年度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同时，公司将视上述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826� � � � �证券简称：启迪桑德 公告编号：2017-006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股东股权质押事项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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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第二大股东桑德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桑德集团"， 其目前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127,040,093股， 占公司总股本854,

297,580�股的14.87%）通知，桑德集团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股权质押以及解除质押相关业

务，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权解除质押情况：

1、2015年12月14日， 桑德集团将其所持700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权质押给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质押期限为12个月（详见公司2016年1月22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事项公告》，公告编号：2016-004）。

近日，公司接到桑德集团通知，前述股权质押双方于近期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完毕前述7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2%）股权解除质押手续。

2、2016年2月1日， 桑德集团将其所持280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权质押给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为桑德集团向该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详见公司2016年3月3日

刊载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事项公告》， 公告编号：

2016-022）。

近日，公司接到桑德集团通知，前述股权质押双方于近期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完毕前述28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3%）股权解除质押手续。

二、股权质押情况：

2017年1月16日，桑德集团将其所持35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权质押给北

京国资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质押期间自2017年1月16日起，直至双方办理完成解除质押手续之日止。

三、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情况：

2017年1月16日，桑德集团将其所持53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2%）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与广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为桑德集团向该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质押期间自

2017年1月16日起，直至双方办理解押手续之日止。

截至本公告日，桑德集团所持公司股份127,040,093�股，占公司总股本 14.87%；桑德集团所持公司股份

股权质押总股数为 124,980,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63%。

特此公告。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809� � � �证券简称：红墙股份 公告编号：2017-007

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三届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于2017年1月17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选举章君女士为公司第三

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章君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章君女士将与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2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

会，任期与第三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八日

附件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章君女士，1979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财务专业。 历任公司会计主管、广西红墙

新材料有限公司财务经理，现任公司销售后援中心总监助理、泉州森瑞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公司职

工监事。

截至目前，章君女士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其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无关联关系。

章君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被证券交易

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

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确认，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

证券代码：002809� � � � �证券简称：红墙股份 公告编号：2017-008

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月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2017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03）。 公司将于2017年1月20日下午15:00召开公司2017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将公司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于2017年1月3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决议定于2017年1月20日召开公司2017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股东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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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7年1月20日（星期五）下午15:00，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2017年1月19日至2017年1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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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20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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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19日下午15:00至2017年1月20日下午15:00。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

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17年1月12日。

7、出席对象：

（1）截止2017年1月12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广东省惠州市环城西一路18号，惠州康帝国际酒店四楼综合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议案内容

议案

1

《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期限的议案

》

议案

2

《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议案

2.1

《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2.1.1

选举刘连军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1.2

选举黎柏其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1.3

选举吴尚立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1.4

选举赵利华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1.5

选举何元杰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1.6

选举张小富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议案

2.2

《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2.2.1

选举陈环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2.2

选举廖朝理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2.3

选举李玉林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议案

3

《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3.1

选举王富斌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3.2

选举刘宁湘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议案

4

《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

议案2、议案3实行累积投票制，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的表决分别进行，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

独立性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以上监事候选人如经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

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决议公告及相

关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2017年1月4日的《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会议登记方法

1、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应持被委托人身份证、授权

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和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

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

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授权委托书样式详见附件2）。

2、异地股东可以凭以上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以收到时间为准，但不得迟于2017年1月13

日16:00送达），不接受电话登记。

3、登记时间：2017年1月13日8:30-11:30，13:00-16:00。

4、登记及信函邮寄地点：

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通讯地址：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

石湾镇科技产业园，邮编：516127，传真：0752-6113901。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五、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人：程占省；

2、联系电话：0752-6113907；

3、传真号码：0752-6113901；

4、电子邮箱：public@redwall.com.cn；

5、联系地址：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石湾镇科技产业园；

6、会期预计半天，出席现场会议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7、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若为授权则需 同时提交授权委托书原

件）提前半小时到会场。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七、附件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2：授权委托书；

附件3：股东登记表。

特此公告。

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八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 投票代码为“362809” ，投票简称为“红墙投票” 。

2、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1）议案设置。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议案编码”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议案编码

总议案 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

100

议案

1

《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期限的议案

》

1.00

议案

2

《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

议案

2.1

《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

议案

2

中子议案

①

选举刘连军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01

议案

2

中子议案

②

选举黎柏其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02

议案

2

中子议案

③

选举吴尚立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03

议案

2

中子议案

④

选举赵利华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04

议案

2

中子议案

⑤

选举何元杰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05

议案

2

中子议案

⑥

选举张小富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06

议案

2.2

《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

议案

2

中子议案

⑦

选举陈环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01

议案

2

中子议案

⑧

选举廖朝理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02

议案

2

中子议案

⑨

选举李玉林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03

议案

3

《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

议案

3.01

选举王富斌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4.01

议案

3.02

选举刘宁湘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4.02

议案

4

《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

5.00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监事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分别选举，设置为两个议

案，如议案2.1为选举非独立董事，则2.01代表第一位候选人，3.02代表第二位候选人，议案2.2为选举独立董

事，则3.01代表第一位候选人，3.02代表第二位候选人，依此类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议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议案组的选

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如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

的，其对该项议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表2�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

A

投

X1

票

X1

票

对候选人

B

投

X2

票

X2

票

… …

合 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议案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① 选举独立董事（如议案2.2，有3位候选人）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3

股东可以将票数平均分配给3�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也可以在3�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总数

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② 选举非独立董事（如议案2.1，有6位候选人）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6

股东可以将票数平均分配给6位董事候选人，也可以在6�位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总数不得超过其

拥有的选举票数。

③ 选举股东代表监事（如议案3，有2位候选人）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

股东可以将票数平均分配给2�位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也可以在2�位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中任意分

配，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

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

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7年1月20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1月19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3：00，结束时间

为2017年1月20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

引（2016年4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

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委托人(法人)：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本单位（本人）对本次会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情况

董事

、

监事换届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

，

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分别以累积投票制进行

。

议案

1

《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期限的议案

》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2

《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____________

2.1

《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同意票数

2.1.1

选举刘连军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1.2

选举黎柏其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1.3

选举吴尚立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1.4

选举赵利华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1.5

选举何元杰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1.6

选举张小富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2

《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同意票数

2.2.1

选举陈环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2.2

选举廖朝理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2.3

选举李玉林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议案

3

《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同意票数

3.1

选举王富斌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3.2

选举刘宁湘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议案

4

《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

同意 反对 弃权

注：1、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在“同意” 、“反对” 、“弃权”的方框中打“√” 为准，对同一审议事项不

得有两项或两项以上的指示。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审议事项有

两项或两项以上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2、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时。

3、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本表复印有效。

附件3

股东登记表

截止2017年1月12日下午15:00交易结束时，本单位（或本人）持有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代码：002809）股票，现登记参加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姓名（或名称）： 证件号码：

股东账号： 持有股数： 股

联系电话： 登记日期： 年 月 日

股东签字（盖章）：

证券代码：002226� � � � �证券简称：江南化工 公告编号:2017-004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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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遗漏。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筹划公司控股股东盾安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控制下的新能源行业资产购买事项， 公司股票 （证券简称： 江南化工， 证券代码：

002226）已于2016年11月11日13:00起停牌，并于2016年11月12日披露了《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6-065），2016年11月18日披露了《安徽江南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6-070）。

经有关各方论证，公司初步确认本次筹划的重大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于2016年11月25

日披露了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6-071），2016年12月2日披露了《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

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6-072），2016年12月9日披露了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公告编号：2016-074），2016年12月16日披露

了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6-075），2016年12月23日披露了《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6-078），2016年12月30日披露了《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6-080），2017年1月6日披露了《安徽江南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01），2017年1月11

日披露了《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03），详情请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资产重组事项涉及的各项工作，相

关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正在进行；交易方案仍在商讨、论证阶段，相关准备工作尚未完

成。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鉴于该事

项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股

票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5个交易

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424� � � � �证券简称：贵州百灵 公告编号：2017-004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1、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姜伟先生召集，会议通知于2017年1月5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电话等通讯

方式发出。

2、本次董事会于2017年1月17日上午9:00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3、本次董事会应参会表决董事共9人，实际参会表决的董事9人。 其中独立董事果德安、

王洪、陆静、邹海峰以通讯方式进行表决。

4、本次董事会由董事长姜伟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董事会。

5、本次董事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及相关法

规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现场及通讯投票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关于公司将于2017年6月30日前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顺分行续贷款

不超过人民币15,450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获得通过。

2、审议《关于公司将于2017年6月30日前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顺分行续贷款

不超过人民币13,000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获得通过。

3、审议《关于公司将于2017年6月30日前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顺分行续贷款

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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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1月17日

证券代码：002812� � � � �股票简称：创新股份 公告编号：2017-005

云南创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德新纸业变更经营范围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云南创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德新纸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德新纸业

"）根据其业务需要，将其经营范围进行变更。2017年1月16日，德新纸业已经办理完毕相关工商

登记手续并变更其营业执照，变更内容主要为营业范围，具体如下：

原为：防伪膜、防伪纸、转移膜、复合膜、转移纸、覆膜纸、电化铝烫印箔、喷铝金银纸、液体

包装纸、淋膜复合纸、直接真空镀铝纸、铝箔复合纸、镀铝膜、彩盒包装纸、不干胶标签、激光防

伪标、激光防伪箔、各印刷类包装材料等产品及其改良产品的加工、销售；环保型高档包装纸、

膜新产品的研究开发；相关机械设备及其配件的研制、开发、调试和出租（不含特种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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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为：防伪膜、防伪纸、转移膜、复合膜、转移纸、覆膜纸、电化铝烫印箔、喷铝金银纸、液

体包装纸、淋膜复合纸、直接真空镀铝纸、铝箔复合纸、镀铝膜、彩盒包装纸、不干胶标签、激光

防伪标、激光防伪箔、各印刷类包装材料等产品及其改良产品的加工、销售；环保型高档包装

纸、膜新产品的研究开发；相关机械设备及其配件的研制、开发、调试和出租（不含特种设备）；

货物进出口（国家限制和禁止的项目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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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新纸业上述变更已经玉溪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核准， 并领取新

营业执照。 新营业执照的主要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400784601639N

名称：云南德新纸业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云南省玉溪市高新区兴科路11号

法定代表人：李晓明

注册资本：壹亿叁仟捌佰贰拾壹万零捌佰元整

成立日期：2006年01月23日

营业期限：2006年01月23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防伪膜、防伪纸、转移膜、复合膜、转移纸、覆膜纸、电化铝烫印箔、喷铝金银纸、

液体包装纸、淋膜复合纸、直接真空镀铝纸、铝箔复合纸、镀铝膜、彩盒包装纸、不干胶标签、激

光防伪标、激光防伪箔、各印刷类包装材料等产品及其改良产品的加工、销售；环保型高档包装

纸、膜新产品的研究开发；相关机械设备及其配件的研制、开发、调试和出租（不含特种设备）；

货物进出口（国家限制和禁止的项目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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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云南创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339� � � � �证券简称：积成电子 公告编号：2017-001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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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重大遗漏。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股东王浩先生关于部分股份解除

质押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王浩先生原质押的公司股份中的4,000,000股于2017年1月16日解除质押，本次解除质押的

股份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30.23%。

二、王浩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浩先生持有公司股份共计13,233,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49%，

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数量为6,19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63%。

王浩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公司股份104,812,8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7.66%，其持

有的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数量为35,667,4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9.41%。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冻结数据。

特此公告。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月17日

证券代码：002312� � � 证券简称：三泰控股 公告编号：2017-001

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解除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1月17日收到公司控股股

东补建先生通知， 告知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高管锁定股进行了解除质

押，相关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具体情况如下：

补建先生于2016年3月24日将其持有的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高管锁定股2,000万股

质押予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该部分股份在公司实施 2015年度权益分派以资本公积金

每10股转增5股后变为3,000万股， 本次补建先生将前述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高管锁定股3,

000万股进行解除质押， 解除质押手续已于2017年 1月1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止本公告出具之日， 补建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351,994,386股， 占公司总股本1,378,

091,733股的25.54%，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高管锁定股291,609,999股，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70,384,387股。本次解除质押的3,0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8%。本次解除质押完成后，补

建先生累计质押所持本公司股份251,609,99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8.26%。

特此公告。

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