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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17SH1008763】 上海欣松红纺织装饰品有限公司7.88%股权 1598.10 1596.84

注册资本：1312.00�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各种纺织装饰用品、销售自产产品

125.8400

【TR2017SH1000047】 2017上海国际半程马拉松赛事承办权公开招募 详见交易所网站

【GR2017SH1000080】

上海紫金山大酒店位于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5楼SPA区域

部位总建筑面积为241.4平方米资产的6年租赁权

租赁面积 241.4平方米 345.1600

【GR2017SH1000079】

广州远洋运输有限公司部分资产（浙江省宁波市人民路

75号玛瑙大厦B9西）

建筑面积 313.32平方米 139.2800

【G317SH1008761】 上海贝曼元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3%股权 3744.75 661.16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

经营范围：通信设备、计算机软硬件及网络信息、电子设备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通讯设备，计算机，电子设备；通信建设工程施工，建筑智能化建设工

程专业施工。

218.1828

【GR2017SH1000078】

国投洋浦港有限公司部分资产（三亚银龙商住楼A栋2层

3、4号铺面）

建筑面积 516.78平方米 868.5500

【G316SH1008712-2】 上海明谷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10%股权 12395.01 7869.62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 商务信息咨询、投资咨询，自有房屋租赁；建筑材料，百货。

708.2658

【GR2017SH1000071】 华能烟台发电有限公司部分资产（废旧钢材） 详见交易所网站 0.0970

【GR2017SH1000070】

华能烟台发电有限公司部分资产（磷酸盐溶液箱、密封锤

式破碎机等报废设备）

详见交易所网站 3.1300

【GR2017SH1000069】 烟台500供热有限公司部分资产（废旧钢材） 详见交易所网站 0.0970

【GR2017SH1000068】 山东华能莱州风力发电有限公司部分资产(一辆江铃货车) 详见交易所网站 1.7800

【GR2017SH1000067】

上海王宝和大酒店有限公司部分资产（北京西城区西直

门外大街18号金贸大厦2单元2层11套商住楼及配套设施）

建筑面积 1562.3平方米 8120.0000

【GR2017SH1000066】

上海王宝和大酒店有限公司部分资产（北京西城区西直

门外大街18号金贸大厦5单元（裙房整栋）及附属设备和

20个地下车位使用权）

建筑面积 5243.7平方米 26330.0000

【Q316SH1014671-2】 上海科创太平洋酒店有限公司100%股权 1730.16 657.58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经营范围：住宿。

527.0000

【Q316SH1014670-2】 上海欧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 11874.33 11874.33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酒店管理，实业投资，投资咨询，商务咨询，财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市

场营销策划；销售酒店用品。

9500.0000

【G317SH1008760】 上海临港澳银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45%股权 409.05 297.29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广告设计、制作，文化艺术交流与策划，电脑图文设计制作，电子科技领

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投资管理、实业投资、商务信息咨询，房地

产开发，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225.0000

【G317SH1008759】 上海安全印务有限公司22.48%股权(出资额80.6万美元) 14687.05 13231.10

注册资本：358.53�万元

经营范围：出版物印刷、其他印刷、包括各类有价证券及重要凭证、证件、防伪标识、信用卡、

智能卡、商标印刷，承接高精印件、产品样本、宣传画册：IC卡的设计和生产。

2974.4414

【G317SH1008758】 鞍钢贝卡尔特轮胎帘线（重庆）有限公司50%股权 65896.43 7439.34

注册资本：2850.00�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橡胶轮胎加固用的轮胎钢帘线。

12490.0000

【G317SH1008757】 深圳易帆互动科技有限公司13.571%股权 24989.37

注册资本：212.50�万元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网络游戏产品的技术

开发与销售。

3391.3100

【G317SH1008756】 赛领资本管理有限公司9.09%股权 48900.00

注册资本：28050.00�万元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管理，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4672.7273

【G316SH1008723-2】 信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0.006%股权

注册资本：350524.88�万元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吸收三个月（含）以上定期存款；接受承租人的租赁保证金；转让

和受让融资租赁资产；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业务；同业拆借；向金融机构借款；境外借款；租

赁物变卖及处理业务；经济咨询；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38.2900

【G317SH1008754】 武汉东瑞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55%股权 1785.65 550.40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的制造及销售；金属切削工艺装备、非标装备、冲压、焊接合件制造及

销售；以上相关技术及劳务咨询服务。

302.7200

【Q317SH1014684】 上海崇明港西农资经营部100%产权 40.65 3.59

注册资本：33.00�万元

经营范围：化肥，农药，农膜，种子（零售）。

3.5885

【Q317SH1014683】 上海华迅汽车配件有限公司49%股权 22205.86 2424.60

注册资本：800.00�万元

经营范围：汽车配件的生产、加工销售。

1188.0540

【G317SH1008753】

上海西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1132.0755万股(占总股

本的18.32%)

40042.23

注册资本：6179.08�万元

经营范围：过滤器生产，环保设备，化工机械设备，机电设备生产销售，环保工程，化工机电

设备安装维修，矿产品，金属材料，化工原料及产品销售，从事环保工程、金属材料、冶金化

工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开发，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实业投资。

7800.0000

【G316SH1008468-3】

四川省五交化股份有限公司100万股股份（占总股本

2.08%）

27744.91 16411.33

注册资本：4804.41�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普通货运，货运配载，货运代理；批发预包装食品。一般经营项：

商品批发与零售；进出口业；商务服务业；仓储服务；机电设备维修；家电维修；机电设备安

装工程专业承包贰级；房屋租赁。

273.0845

【G317SH1008752】 上海凯洛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7.5%股权 686.01 278.78

注册资本：114.29�万元

经营范围：信息科技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企业管理咨

询；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

222.0000

【Q317SH1014682】 上海畅富物流有限公司55%股权 3938.98 643.03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经营范围：普通货运，仓储（除食品、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化工原料及产品、橡塑制品的

销售，五金加工，车灯零部件制造。

353.6700

【Q317SH1014681】 上海畅宏汽车电子照明有限公司65%股权 11496.24 992.71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经营范围：五金加工，电子照明系统、车灯零部件的生产及销售。

645.2600

【Q317SH1014680】 上海天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70%股权 110.00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汽车零部件、五金配件、紧固件、机械设备、模具、金属制品，商务信息

咨询。

77.0000

【G316SH1008688-2】 上海实久公司100%产权 9795.59 9058.17

注册资本：1700.00�万元

经营范围：国内贸易，投资咨询，房地产开发经营及咨询代理，物业管理，装潢五金，附设分

支机构。

8152.3573

【G316SH1008575-2】

盖州市辰铁物资联合公司仙人岛旅游综合服务部整体产

权

685.17 680.17

注册资本：170.00�万元

经营范围：主营：旅客食宿 兼营：车辆存放，销售烟酒食杂，日用百货

612.1530

【G317SH1008751】 莱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份3.6亿股（占总股本18%） 543600.00

注册资本：200000.00�万元

经营范围：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

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97920.0000

【G316SH1008703-2】 上海外高桥国际动漫游戏发展中心有限公司30%股权 721.76 505.10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经营范围：动漫及游戏产品创意、研发；会务服务。

180.0000

G3Y17SH1000033 上海银锅热能设备有限公司51%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Y17SH1000032 国电（恩施市）汇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Y17SH1000031 国电广润水电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及32500万元债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Y17SH1000030 神华福能（福建）置业有限公司56%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Y17SH1000029 云智视像科技（上海）有限公司43%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Y17SH1000028 四川天全脚基坪水力发电有限公司100%股权及债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Y17SH1000027

浙江瓯能集团香格里拉市尼汝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97%股权及债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Y17SH1000026 四川玉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71%股权及债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项目名称：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项目编号：G62017SH1000002

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增资，拟募集资金不少于人民币50500万元，对应持股比例25%，拟增资价格为15.15元/每一元注册资本。

项目所属行业为专业技术服务业，增资人通过引入外部优质社会资本，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进一步激发企业活力，发挥股东在技术、管理和市场资源等方面的战略协同作用，实现产业链延伸，拓展业务的全国布局，为集团成为在城市建设与运营管理领域具有竞争优势

的公众公司奠定基础。

项目联系人：倪紫辉 13818207798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

2月第2期项目推介会公告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拟于2017年2月27日下午2点举办2017年2月第2期项目推介会。地点：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689号联合产权大厦209会议室；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上汽大厦四楼会议室。欢迎各位投资人届时莅临。

宣讲项目清单如下：

1、上海欧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安徒生文化酒店）转让项目；

关键字：文化酒店 商业房产 股权转让

2、威海心悦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威海金海国际游艇俱乐部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项目；

关键字：高端房地产、游艇、码头

3、“享什么” APP寻求融资项目；

关键字：移动互联网服务、生活服务新品体验平台

现场另有股权转让、资产转让、企业增资等多类项目推介材料，不限于上述宣讲项目，敬请关注。

2017年 2 月 24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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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南方航空 股票代码：600029� � �公告编号：临2017-007

债券简称：16南航01� � � �债券代码：136256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2017年付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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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债权登记日：2017年3月2日

●债券付息日：2017年3月3日

由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于2016年3月3日发行的中国南方航

空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将于2017年3月3日开始

支付2016年3月3日至2017年3月2日期间的利息。为保证本次付息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

者及时领取利息，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一）债券名称:�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二）债券简称及代码：16南航01，136256

（三）发行人：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四）发行总额及利率：人民币50亿元，2.97%

（五）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本期债券已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2581号"核准

发行。

（六）债券形式：实名记账式公司债券。

（七）票面利率：2.97%。

（八）债券期限：本期债券存续期3年。

（九）付息日：2017年至2019年每年的3月3日。

（十）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2016年3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二、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票面利率公告》，本期债券

票面利率为2.97%。每手债券面值1,000元，派发利息为29.70元（含税），扣税后个人债券持有

人实际每1,000元派发利息为23.76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含QFII、RQFII）债券持有人取

得的实际每1,000元的本期债券派发利息为26.73元。

三、付息债权登记日和付息日

（一）本次付息计息期限：2016年3月3日至2017年3月2日，逾期部分不另计利息。

（二）债权登记日：本期债券的债权登记日为2017年3月2日。截至上述债券登记日下午收

市后，本期债券投资者对托管账户所记载的债券余额享有本年度利息。

（三）付息日：2017年3月3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2016年3月2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16南航01"持有人。

五、付息方法

（一）发行人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

息协议，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如本公司未

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 兑息资金划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

行账户，则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

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公司将在本期兑息日2个交易日前将本期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

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个人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

债券个人投资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由各兑

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1、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20%征收

4、征税环节：由付息网点一次性扣除

5、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付息网点

（二）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持有"16南航01"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所得税法》），根据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

例、2009年1月1日起施行的《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2009]3号）

以及2009年1月23日发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

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等规定，非居民企业取得的发行人本期债券利息

应当缴纳10%的企业所得税，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将按10%的税率代

扣相关非居民企业上述企业所得税，在向非居民企业派发债券税后利息，将税款返还债券发

行人，然后由债券发行人向当地税务部门缴纳。

（三）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七、相关机构及联系方法

（一）发行人：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玉岩路12号冠昊科技园区一期办公楼三楼301室

法定代表人：王昌顺

联系人：杜丽萍

电话：020-86113527

邮编：510406

（二）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法定代表人：何如

联系人：ZHOULEI

电话：0755-82130833-702277

（三）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166

号中国保险大厦3层

联系人：徐瑛

联系电话：021-68870114

邮政编码：200120

特此公告。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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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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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2月24日，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为提升闲置自有资金效益，同

意公司与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签订《光

证资管-江南水务-铭扬20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使用闲置自有资金人民币

10,000万元认购本计划产品，期限为1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6年2月25日发布的《江苏

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理财公告》（编号：临2016-008））；同意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

不超过20,000万元人民币认购汇添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管理

的短期理财产品， 在上述额度内， 资金可以在一年内进行滚动使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年2月25日发布的《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理财公告》（编号：临2016-009））

一、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的已到期的理财产品

1、2016� 年3月2日，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 10,000� 万元购买了"汇添富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丰盈6号"理财产品。（具体内容详见《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理财进展公告》（编

号：临2016-019））。

2016� 年8月31日，上述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到期收回本金人民币 10,000� 万元整，取得

理财收益为人民币3,290,958.90元。

2、2016年9月1日，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 10,000� 万元购买了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管理的"添富通货币B"理财产品。（具体内容详见《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编号：临2016-045））。

2016年10月24日，上述理财产品已赎回，收回本金人民币 10,000� 万元整，取得理财收益

为人民币372,591.00元。

3、2016年3月11日，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5,000万元购买了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管理的"汇添富货币B"理财产品。（具体内容详见《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理财进

展公告》（编号：临2016-019））。

2016年12月29日，上述理财产品已赎回，收回本金人民币 5,000� 万元整，取得理财收益

为人民币1,095,641.11元。

二、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的到期的理财产品

1、2017年1月19日，公司认购了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汇添富添富通货币

B"，购买金额：人民币5,000万元；起止日期：2017年1月19日起不固定期限，随时可终止；产品

类型：货币型；收益率：预期年化收益率2.7%。

2017年2月21日，上述理财产品已赎回，收回本金人民币 5,000� 万元整，取得理财收益为

人民币75,182.62元。

三、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的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

1、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名称：光证资管-江南水务-铭扬20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购买金

额：人民币10,000万元；起止期限：2016年3月29日至2017年3月28日；产品类型：混合型；收益

率：预期年化收益率5%。

2、2016年10月26日，公司认购了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汇添富年年利A"，

购买金额：人民币10,000万元；起止期限：2016年10月26日至2017年4月30日；产品类型：债券

型；收益率：预期年化收益率5.7%。

四、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进行委托理财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进行委托理财的金额为70,000万元，其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金额为

50,000万元，使用闲置自有资金金额为20,000万元。

特此公告。

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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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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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于2017年2月22日在公司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2017年2月16日以电

子邮件或电话确认的方式发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肖铿先生召集和主持，应到董事7人，实到

董事7人。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和议事内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为提高公司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30,000万元的闲

置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

本议案还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7年2月24日登载于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的《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 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此发表的意见全文于2017年2月24日

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因公司租赁的位于正中工业园8栋2层的厂房已经退租，同意公司注册地址由“深圳市宝

安区福永街道桥头社区正中工业厂区7栋1、2、4层厂房、8栋2层” 变更为“深圳市宝安区福永

街道桥头社区正中工业厂区7栋1、2、4层” ，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并授权管理层全权办理工商登

记等相关事宜。

本议案还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并修改公司章程的公

告》全文请参见2017年2月24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3、审议通过《关于制定<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风险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风险投资管理制度》 全文请参见2017年2月24日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4、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同意公司于2017年3月14日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

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关于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将于2017年2月24日登载于《上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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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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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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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的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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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7年2月22日在公

司会议室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

行风险投资的议案》，为提高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情况下，

同意公司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的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规范运作指引》及本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

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的基本情况

1、投资目的

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及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有利于

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与股东创造更大的收益。

2、资金来源

公司闲置自有资金，不使用募集资金。公司保证当重大项目投资或经营需要资金时，公司

将终止风险投资以满足公司资金需求。

3、投资品种

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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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第一

节中规定的风险投资（即股票及其衍生品投资、基金投资、期货投资、以非房地产为主营业务

的上市公司从事房地产投资、以上述投资为标的的证券投资产品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的

其他投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证券投资，包括投资境内外股票、证券投资基金等有价证券及

其衍生品；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购买以股票、利率、汇率及其衍生品种为投资标的的理财产品；

基金投资；信托产品投资；期货投资；其他金融产品投资等。

4、投资额度

公司在授权期限内使用合计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在

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5、投资期限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二、风险投资的审批程序

1、公司董事长为风险投资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在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签署风险

投资相关的协议、合同。董事长指定相关部门进行风险投资项目的调研、洽谈、评估，执行具体

操作事宜。公司董事会秘书履行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2、公司财务部负责风险投资所需资金的筹集、划拨和使用管理；负责对风险投资项目进

行会计核算，并检查、监督其合法性、真实性，防止公司资产流失；负责对风险投资项目保证金

进行管理；负责及时对风险投资业务进行账务处理并进行相关档案的归档和保管。

3、公司进行风险投资后，内部审计部门对公司风险投资的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

并及时向审计委员会报告检查结果。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对风险投资项

目的审计与监督，对所有风险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的预计风险投

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并向审计委员会报告。

4、公司审计委员会可以对风险投资项目的风险、履行的程序、内控制度执行情况出具相

关意见。每个会计年度末，公司审计委员会应对所有风险投资项目进展情况进行检查，对于不

能达到预期效益的项目应当及时报告公司董事会。

三、投资风险

1、公司的投资产品均经过严格评估，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响，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

市场波动的影响。

2、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和监控风险。

四、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已制订了《风险投资管理制度》，对风险投资的原则、范围、权限、内部审核流程、

内部报告程序、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责任部门及责任人等方面均作了详细规定，能有效防范

投资风险。同时公司将加强市场分析和调研，切实执行内部有关管理制度，严控风险。

2、采取适当的分散投资决策、控制投资规模等手段来控制投资风险。

3、必要时可聘请外部机构和专家为公司风险投资提供咨询服务，保证公司在投资前进行

严格、科学的论证，为正确决策提供合理化建议。

五、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运用不超过30,000万元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 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

的前提下实施的，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及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可以提

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提高公司效益。

六、相关承诺

公司进行风险投资期间不属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属于将募集

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属于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后的十二个月内。公司承诺进行本次风险投资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不将超募

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七、相关批准程序及审核意见

1、公司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 《关于公司使用

闲置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的议案》。为提高公司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同意公

司使用总额不超过30,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 有效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12个月内。在投资期限内，该额度可以循环使用。

2、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和现金流量较好，在保证资金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前提

下，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收益水平并增强公司盈利能力，不

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该事

项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公司董事会制订了切实有效的风险投资管理制度及其他内控措施，资

金安全能够得到保障，投资风险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同意公司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

的前提下，使用总额度不超过30,000万元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

4、保荐机构意见：公司就风险投资事项制订了相应的管理制度，对公司风险投资的原则、

范围、权限、内部审核流程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风险投资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经三分之

二以上董事表决同意，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保荐机构对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的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的独立意见；

3、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

进行风险投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2月22日

证券代码：002782� � � � �证券简称：可立克 公告编号：2017-014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注册地址并

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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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7年2月22日召开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

案》，鉴于公司部分生产线转移至惠州子公司，公司租赁的位于正中工业园8栋2楼厂房已经退

租，故将公司注册地址由“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桥头社区正中工业厂区7栋1、2、4层厂房、8

栋2层”变更为“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桥头社区正中工业厂区7栋1、2、4层” 。根据《公司法》

等相关规定，公司对《公司章程》中部分条款进行相应调整。

一、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1、第五条原文为：

公司住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桥头社区正中工业厂区7栋1、2、4层厂房、8栋2层。

修改为：

公司住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桥头社区正中工业厂区7栋1、2、4层。

二、备查文件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2月22日

证券代码：002782� � � �证券简称：可立克 公告编号：2017-015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7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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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7年2月22日在公

司会议室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议案》，现就召开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是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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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于2017年3月14日召开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7年3月14日（星期二）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7年3月13日—2017年3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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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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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13日下午15:00至2017年3月14日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股权登记日：2017年3月7日（周二）。

6、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会议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 席现场会议

行使表决权。

（2） 网络投票：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

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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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出席对象：

（1）2017年3月7日(周二)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因故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以以书面形式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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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 。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公司董事会同意列席的相关人员。

8、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桥头社区正中工业园七栋二楼公司研发大会议

室。

二、本次股东大会拟审议事项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程序合法，

资料完备。审议事项具体如下：

1、《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的议案》

2、《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由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2017年2月24日刊

登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12）等相关公

告。

上述议案1需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上述议案2需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暨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电子邮件方式登记。

（1） 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

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附件二）、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和委托人身份证办理

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法人代表证明书及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

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

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附件二）、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

代表证明书及身份证、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电子邮件方式登记，信函或电子邮件以抵达

本公司的时间为准，电子邮件登记请发送电子邮件后电话确认。

（4）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2、登记时间：2017年3月13日上午8:00-12:00，下午13:30-17:30，电子邮件或信函以到达公

司的时间为准。

3、 登记地点：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桥头社区正中工业园七栋可立克公司证券部@����

来信请寄：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桥头社区正中工业园七栋可立克公司证券部，梅梦凡收，联

系电话：0755-29918075，邮编：518103（信封请注明“股东大会” 字样）。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全体股东

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其他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联系人：段轶群女士 梅梦凡女士

电话：0755-29918075

电子邮箱：invest@clickele.com

2、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3、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请于召开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以便验证入场。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附件一：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附件二：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2月22日

附件一：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782；投票简称：“可立投票” 。

2、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1）议案设置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对应“议案编码”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议案编码

总议案 以下所有议案 100.00

1 《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的议案》 1.00

2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2.00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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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7年3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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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深圳证券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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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3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3：

00，结束时间为2017年3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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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本公司作为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2017年3月14日召开的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并代

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人/本公司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议案序号 以下所有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的议案》

2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说明：请对每一表决事项根据股东本人的意见选择赞成、反对或者弃权并在相应栏内划

“√” ，对同一审议事项不得有两项或多项指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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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

进行投票表决。）

委托人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持股数量： 股

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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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打印或复印本委托书均有效；法人股东委托需加盖公章。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欲了解以下项目详情，请登陆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或中国产权交易报价网网站www.ma-china.org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北京总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张女士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国际并购业务联系电话：010-51918836任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