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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2017年第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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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3月24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2017年第七次临时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于2017年3月17日以书面直接送达或电子

邮件方式发出。应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8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8人，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现将本次会议的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签订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的议案》

为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董事会同意公司与上海礼多多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的38名股东签订《南

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上海礼多多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框架协议》。

本交易事项涉及与公司控股股东之间的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董事韦清文、李汉朝、龙耐坚、陆振猷、李文

杰等5名董事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有关详情请查阅公司同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ltp.

cninfo.com.cn）上登载的相关公告内容。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鉴于公司及子公司现有在柳州银行的借款19,100万元将在2017年3月底陆续到期偿还，根据公司及子公

司的经营需要，为满足公司持续发展的资金需要，董事会同意：1、由公司向柳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柳州银行” ）申请授信业务，申请的授信额度不超过28,300万元人民币，授信期限为最长不超过24个月，

用于扩大公司2017年的产业经营需求，授信品种为流动资金贷款；2、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广西容州物流产

业园有限公司向柳州银行申请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人民币， 授信期限为最长不超过60个月，授

信品种为非标准债权投资业务，用于扩大子公司的经营业务。

董事会同意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授信文件，授权公司经营层根据资金需求情况在前述授信额度内使用

银行授信。

根据有关规定本事项属于董事会决策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有关详情请查阅公司同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ltp.

cninfo.com.cn）上登载的相关公告内容。

特此公告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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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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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事项，公司股票（股票简称：黑芝麻，股

票代码：000716）自2017年1月3日开市起停牌；之后经公司确认本次筹划的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经向深

交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7年1月17日开市起转入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继续停牌。

公司原预计在累计不超过3个月（即2017年4月2日前）的时间内，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等相关信息并复牌。但

由于本次重组涉及的工作量较大， 且公司尚需与相关各方就重组方案及相关事项进行进一步协商和论证，

现公司预计在前述期限内无法披露重组方案。为此，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7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关于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继续停牌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董事会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继续停牌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若股东大会通过相关事项，则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并承诺停牌时间自停

牌首日起累计不超过6个月。

经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有序推动本次重组各项事宜，相关工作已经取得有效进展。公司于2017年3月

2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时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签订《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的议案》，董事会

同意公司与上海礼多多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礼多多” ）股东签订购买礼多多100%股权的重

组框架协议，现将协议内容公告如下：

一、本框架协议的基本情况

1）、签订协议的交易双方

甲方：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容县容城南工业集中区黑五类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韦清文

乙方：

（一）乙方一

1、刘世红

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四道10号

现住址：上海浦东新区锦绣路666弄16号1502室

身份证号码：440224197211230013

2、杨泽

身份证住址：上海市静安区泰兴路445弄34号

住址：上海市静安区泰兴路445弄34号

身份证号码：310106196411232417

3、上海米堤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嘉定工业区叶城路1630号10幢2030室

法定代表人：林荣芳

（二）乙方二

4、广西黑五类食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容县容州镇城西路299号

法定代表人：韦清文

（三）乙方三

5、北京东方华盖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藏经馆胡同17号1幢1266室

法定代表人：毕爱军

6、宁波鼎锋明德致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宁波市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七号办公楼124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上海鼎锋明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汪少炎

7、宁波鼎锋海川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北仑区梅山盐场1号办公楼七号359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上海鼎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李惠琳

8、深圳海德恒润财经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宝城建安一路349号1栋306

法定代表人：冯志辉

9、南京长茂宏懿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南京栖霞区甘家边东108号2幢301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南京长茂宏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李彤

10、李洪波

身份证住址：上海市普陀区志丹路170弄27号1003室

住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羽山路308弄33号702室

身份证号码：510102197011058436

11、北京熙信永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大街30号院17号楼5层33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北京熙信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兰学会

12、杭州小咖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上城区白云路24号264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浙江小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张艳阳

13、兴业全球基金-上海银行-兴业基石6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资产管理人：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金陵东路368号

法定代表人：兰荣

14、北京华盖卓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藏经馆胡同17号1幢2036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华盖卓信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鹿炳辉

15、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蕴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十一号办公楼3323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深圳鼎锋明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陈明磊

16、宁波鼎锋明德正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宁波市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七号办公楼126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上海鼎锋明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汪少炎

17、宁波鼎锋海川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鼎锋海川新三板一号基金

基金管理人：宁波鼎锋海川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北仑区梅山盐场1号办公楼七号359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上海鼎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李惠琳

18、浙商金惠新三板启航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资产管理人：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下城区天水巷25号

法定代表人：李雪峰

19、浙商恒天稳钻1号新三板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委托人：恒天中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资产管理人：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下城区天水巷25号

法定代表人：李雪峰

（四）乙方四

20、刘世恒

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仁化县仁化镇新城东路81号302房

住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锦绣路666弄15号501室

身份证号码：440224197508232853

21、邵强

身份证住址：上海市长宁区天山支路138弄18号402室

住址：上海市长宁区天山支路138弄18号402室

身份证号码：310222197402072415

22、郭宏亮

身份证住址：北京市丰台区桥梁厂葛村西里1号

住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沈家弄路901弄32栋103室

身份证号码：430423198112235510

23、高振玲

身份证住址：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小蚌埠镇陈台村村碑路东236号

住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艾路1660弄14号505室

身份证号码：340302198112161225

24、樊洁

身份证住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路1662弄49号102室

住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昌邑路1500号万科翡翠滨江10号3202室

身份证号码：330106197508060824

25、卢星

身份证住址：南宁市西乡塘区云亭街59号4楼401号房

住址：上海浦东新区居家桥路520弄7号301

身份证号码：450106197511260015

26、高建生

身份证住址：河南省新安县城关镇北关村八组

住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城环林西路608弄24号301室

身份证号码：410323197109250038

27、汪志华

身份证住址：上海市徐汇区大木桥路41弄25号402

住址：上海市徐汇区日晖二村41号102

身份证号码：310103196505300020

28、曹敬琳

身份证住址：上海卢湾区淮海中路736弄2号

住址：上海市长宁区威宁路458弄12号202室

身份证号码：310103197803082820

29、李剑明

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龙华油松东环二路二号

住址：上海市青浦区赵巷镇金湖路新村十一区1168号

身份证号码：44022419850104159X

30、陈仲华

身份证住址：上海市黄浦区保屯路211弄30号406室

住址：上海市虹梅路2989弄2号

身份证号码：31010919690417041X

31、刘双

身份证住址：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西城办事处烈山大道216号

住址：上海市嘉定区柳梁路155弄

身份证号码：429001198901010070

32、粟以能

身份证住址：南宁市兴宁区长堽路99号2005级学生宿舍

住址：上海浦东新区居家桥路520弄7号301室

身份证号码：450328198503112710

33、江小玲

身份证住址：安徽省歙县溪头镇竦坑村外辣三组

住址：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路478号205室

身份证号码：341002198407100424

34、吉慧平

身份证住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崂山四村5号401、402室

住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崂山四村5号401、402室

身份证号码：310101196502153624

35、郭懿颖

身份证住址：上海浦东新区莲安西路101号202室

住址：上海浦东新区莲安西路101号202室

身份证号码：310115198311012228

36、颜堉林

身份证住址：上海市常德路1313号410室

住址：上海市澳门路288弄15号902室

身份证号码：310107198808295710

37、徐凯

身份证住址：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裕花园21栋

住址：上海浦东新区双桥路1108弄14号904

身份证号码：362322199107310017

38、黄娇

身份证住址：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义宁镇广场东3号

住址：上海市虹口区临潼路120弄

身份证号码：360424198904210029

本协议中，以上甲方、乙方合称为“双方” ，单称为“一方” ；“交易各方” 指甲方及所有乙方；以上乙方

项下列出的签署方以下合称为“乙方”或“交易对方” ，单独称为“乙方各方” 。

鉴于：

1、 甲方为一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成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公开发行并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黑芝麻” ，股票代码“000716” 。

2、 上海礼多多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礼多多” 、“目标公司” ）是一家依照中国法律设立并

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份已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证券代码“833690” 。

截至本协议签署日，其总股本为7994万股，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

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1

刘世红

33,153,513 41.4730

2

广西黑五类食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5,375,000 19.2332

3

杨泽

5,114,861 6.3984

4

北京东方华盖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976,540 4.9744

5

宁波鼎锋明德致知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3,709,785 4.6407

6

宁波鼎锋海川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3,190,063 3.9906

7

深圳海德恒润财经咨询有限公司

3,070,000 3.8404

8

上海米堤贸易有限公司

2,940,000 3.6778

12

杭州小咖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10,000 0.8882

13

兴业全球基金

－

上海银行

－

兴全基石

6

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710,000 0.8882

14

北京华盖卓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00,000 0.8757

15

深圳鼎锋蕴仁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680,065 0.8507

16

宁波鼎锋明德正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70,000 0.7130

17

宁波鼎锋海川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鼎锋海川新三板

1

号基金

500,000 0.6255

18

浙商证券资管

－

国泰君安

－

浙商金惠新三板启航

3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26,000 0.5329

19

恒天中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84,000 0.3553

20

刘世恒

200,000 0.2502

21

邵强

150,000 0.1876

22

郭宏亮

150,000 0.1876

23

高振玲

150,000 0.1876

24

樊洁

100,000 0.1251

25

卢星

80,000 0.1001

26

高建生

80,000 0.1001

27

汪志华

50,000 0.0625

28

曹敬琳

50,000 0.0625

29

李剑明

50,000 0.0625

30

陈仲华

50,000 0.0625

31

刘双

50,000 0.0625

32

粟以能

50,000 0.0625

33

江小玲

50,000 0.0625

34

吉慧平

40,000 0.0500

35

郭懿颖

40,000 0.0500

36

颜堉林

40,000 0.0500

37

徐凯

30,000 0.0375

38

黄娇

10,000 0.0125

合计

79,940,000 100.00

11

北京熙信永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10,000 0.8882

9

南京长茂宏懿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1,700,163 2.1268

10

李洪波

1,000,010 1.2510

注：个别股东已工商更名，但登记的股东名册尚未完成更名。

3、 甲方拟向乙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礼多多股权。 乙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向甲方转让

礼多多股权。

4、 甲乙双方将在对本次交易进一步沟通、协商、论证的基础上，达成正式资产购买协议，取代本框架性

协议。

双方经友好协商一致，根据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达成本框架性协议。

2）、本次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本次交易的方案

甲方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本次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

标的资产为乙方合计所持有的目标公司全部或部分股权。

双方将就本次重组方案的具体细节进行进一步沟通、协商及论证，包括但不限于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标的资产定价、交易对价支付方式以及交易审批和程序等。

2、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为2016年12月31日。双方将参照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确认的标的

资产评估值协商确定标的资产本次交易的价格。

3、交易对价的支付方式

甲方采取非公开发行股份和现金支付相结合的方式向乙方支付购买标的资产的对价。发行股份购买标

的资产的发行价格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的规定确定。如经计算所得的对价股份数为

非整数股的，乙方同意放弃余数部分所代表的本次发行的股份。

4、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锁定期

乙方一、乙方三、乙方四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的锁定：截至股份发行结束之日，上述各方拥有礼多多股

份的持续时间若存在不足十二个月部分的，则其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在本次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

月内不得转让，也不得委托他人管理；截至股份发行结束之日，上述各方拥有礼多多股份的持续时间超过十

二个月部分的，则其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在本次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也不得委托

他人管理。锁定期结束后，股份转让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需分期解锁的，按之后达成的

正式资产购买协议的约定分期解锁。

5、过渡期的损益及安排

标的资产在过渡期内产生的收益的享有或亏损的承担，双方将在正式资产购买协议中进行约定。

标的资产交割后， 由甲方指定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审计并出具审核报告，

确定过渡期内标的资产产生的损益。

在过渡期间，未经过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就标的资产设置抵押、质押等任何第三方权利，不得对目

标公司进行资产处置、对外担保、对外投资、增加债务或放弃债权等导致标的资产对应资产价值减损的行

为。

过渡期间，乙方不得改变目标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将保持目标公司根据以往惯常的方式经营、管理、

使用和维护其自身的资产及相关业务，并保证目标公司在过渡期间资产完整，不会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6、业绩补偿和业绩奖励

业绩承诺方同意对标的资产利润承诺期累计实现的净利润数进行承诺，若利润承诺期标的资产实现的

实际净利润数低于承诺净利润数，则业绩承诺方须就不足部分向甲方进行补偿。具体业绩承诺主体、承诺

期、承诺利润、补偿方式等，双方将在进一步协商后确定。

甲方应当在利润承诺期每年的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目标公司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数与承诺净利润数的

差异情况，并由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甲方同意，若目标公司于利润承诺期累计实现实际净利润超过承诺业绩，将按照奖励总额不超过超额

业绩部分的100%，且不超过本次交易作价的20%的原则，对目标公司核心团队进行业绩奖励。对于利润承诺

期间离职的核心团队人员，不再予以奖励。

7、与标的资产相关的人员安排和债权债务处理

鉴于本协议转让的标的资产为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目标公司作为独立法人的身份不会发生变化，目

标公司将继续履行与其员工的劳动合同，并不因本次交易而导致额外的人员安排问题。

本次交易完成后，目标公司仍为独立的法人主体，其原有债权债务仍继续由其享有和承担。

8、生效、解除

（一）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签署后成立，并在下述条件全部满足时生效：

1、甲方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

2、中国证监会核准甲方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

（二）解除

1、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本协议一经成立，任何一方不得擅自解除本协议。

2、本协议签署后至交割日前，适用的法律、法规出现新的规定或变化，从而使本协议的内容与法律、法

规不符，并且双方无法根据新的法律、法规就协议的修改达成一致意见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单方解除本协

议；

3、如任何一方在过渡期内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做出的任何声明、保证和承诺，则守约方有权单方解除

本协议并终止本次交易，同时有权要求对方连带赔偿包括但不限于为筹划本次交易发生的中介机构服务费

等实际经济损失。

二、必要风险提示

1、本次签订的协议为双方合作意愿的框架性协议，具体事宜在推进过程中尚需进一步确定，双方在框

架协议签署之日后将进一步商洽并签订正式的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协议等文件；

2、 公司筹划的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7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与上海礼多多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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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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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子公司广西容州物流产业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容州物流产业园” ）根据企业发展和实际经营的需要，拟向柳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州银

行” ）申请授信业务，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申请银行授信情况概述

公司及子公司现有在柳州银行贷款19,100万元，将自2017年3月底起陆继到期偿还，公司及子公司现根

据经营需要，拟向柳州银行申请新的授信总额度不超过33,300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申请授信额度为不超过

28,300万元人民币，单笔业务期限最长不超过24个月、授信品种为流动资金贷款；子公司广西容州物流产业

园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5,000万元人民币、单笔业务期限最长不超60个月，授信品种为非标准债权投资业

务。就前述申请的授信事项，公司于2017年3月2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2017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容州物流产业园向柳州银行申请授信，并

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相关授信文件、授权经营层根据资金需求情况在前述授信额度内使用该授信。

二、该事项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及子公司本次向柳州银行申请授信并根据实际经营的需要补充流动资金，有利

于扩大公司的经营业务、提高公司的经营效益，可进一步促使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整体利益，对公司不存在不利影响。

三、其他

公司及子公司申请上述银行授信额度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具体使用将在银行批准的

额度范围内视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来确定。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在上述授信额度范围内代表公司办理贷款事宜，并及时向董事会汇报。

四、备查文件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7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签订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的

事前认可意见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2017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将于2017年3

月24日召开，本次会议拟审议《关于签订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的议案》等事项。

在召开本次董事会之前，公司向我们提交了与本次签订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的有关详细资料。作为公

司的独立董事，我们认真查阅和审议了公司提供的所有资料，并就相关事宜与公司董事会、管理层进行了深入

的询问与探讨，在保证所获得资料真实、准确、完整的基础上，基于独立判断，现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1、提交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关于签订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的议案》的事项决策程序合法、符合

公司实际情况。

2、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筹划及停牌期间，公司董事会充分关注并积极推进本次重组事项，同时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一次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3、公司拟与刘世红、广西黑五类食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杨泽、上海米堤贸易有限公司、北京东方华盖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宁波鼎锋明德致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鼎锋海川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深圳海德恒润财经咨询有限公司、南京长茂宏懿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李洪波、北京熙

信永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杭州小咖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兴业全球基金-上海银行-兴业基

石6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北京华盖卓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蕴仁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鼎锋明德正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鼎锋海川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鼎锋海川新三板一号基金、浙商金惠新三板启航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浙商恒天稳钻1号新三板定

向资产管理计划、刘世恒、邵强、郭宏亮、高振玲、樊洁、卢星、高建生、汪志华、曹敬琳、李剑明、陈仲华、刘双、

粟以能、江小玲、吉慧平、郭懿颖、颜堉林、徐凯、黄娇等38名上海礼多多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签署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上海礼多多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 ），以发行股份及现金支付相结合方式购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

的标的资产的股权。本次框架协议签署的决策程序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

股东权益的情形。

4、本次重组事项涉及与公司控股股东之间的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签署须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

董事会在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公司签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上海礼多多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之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框架协议》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据此，我们同意将本议案提交第八届董事会2017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黄克贵、张志浩、李水兰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独立董事：

黄克贵 张志浩 李水兰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八届董事会2017年第七次临时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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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及《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有关规定，作为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现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7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的《关于签订

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的议案》、《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等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及方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一、关于签订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1、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筹划及停牌期间，公司董事会充分关注并积极推进本次重组事项，同时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一次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2、公司与刘世红、广西黑五类食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杨泽、上海米堤贸易有限公司、北京东方华盖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宁波鼎锋明德致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鼎锋海川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深圳海德恒润财经咨询有限公司、南京长茂宏懿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李洪波、北京熙信永

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杭州小咖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兴业全球基金-上海银行-兴业基石6

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北京华盖卓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蕴仁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鼎锋明德正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鼎锋海川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鼎锋海川新三板一号基金、浙商金惠新三板启航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浙商恒天稳钻1号新三板定向

资产管理计划、刘世恒、邵强、郭宏亮、高振玲、樊洁、卢星、高建生、汪志华、曹敬琳、李剑明、陈仲华、刘双、粟

以能、江小玲、吉慧平、郭懿颖、颜堉林、徐凯、黄娇38名上海礼多多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

礼多多公司” ）的股东签署《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上海礼多多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之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 ），以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方式购

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标的资产的股权。本次框架协议签署的决策程序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因本交易事项涉及与公司控股股东之间的关联交易，在表决通过《关于签订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

的议案》时，公司关联董事韦清文、李汉朝、龙耐坚、陆振猷、李文杰等5名董事回避了表决。

4、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与刘世红、广西黑五类食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上述38名上海礼多多公

司的股东签署框架协议。

二、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1、公司及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广西容州物流产业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容州物流产业园” ）向柳州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州银行” ）申请授信可满足公司产业战略发展的资金需求，有利于公司生

产经营规模的扩大的良性发展，是必要且可行的。申请授信必要性充分、用途合法合规，公司董事会共八名

董事一致同意通过了本议案，我们认可董事会对本议案的表决结果。

2、公司及容州物流产业园本次向柳州银行申请的授信总额度为33,300万元人民币，根据有关规定，本事

项的决策权属于董事会，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授权董事长签署上述相关授信文件和授权经

营层根据公司的资金需求实际情况使用银行授信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规定。

3、 公司及容州物流产业园本次向柳州银行申请授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独立董事：黄克贵、张志浩、李水兰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独立董事：

黄克贵 张志浩 李水兰

海富通瑞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7

年

3

月

25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海富通瑞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海富通瑞合纯债

基金主代码

004264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7

年

3

月

24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以

及《海富通瑞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海富通瑞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2.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6

】

1869

号文

基金募集期间

自

2017

年

2

月

14

日

至

2017

年

3

月

16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17

年

3

月

21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

440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

200,004,437.22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元 ）

63,001.46

有效认购份额

200,004,437.22

利息结转的份额

63,001.46

募集份额（单位：份 ）

合计

200,067,438.68

其中：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

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份 ）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其中：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认

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

129.22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00065%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2017

年

3

月

24

日

注：

1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2

、本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0

；本基

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0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销售机构受理投资人认购申请并不代表该申请成功， 申请的成功与否须以本基金注册登记人的确认结

果为准。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后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查

询和打印，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

http://www.hftfund.com

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根据海富通瑞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基金管理人将在海富通瑞

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04264

）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3

个月开始办理申购、赎回。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将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

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3月25日

2017年 3 月 25 日 星期六

B2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投资基金资产净值周报表

截止时间

：

2017

年

3

月

24

日 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规模 设立时间 管理人

1 184722

长城久嘉封闭

2,116,186,602.27 1.0581 20

亿元

2002.7.5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未经审计单位拟分

配收益

农业银行

2 500058

银河银丰封闭

3,133,206,400.05 1.044 30

亿元

2002.8.15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

3 505888

嘉实元和

10,992,506,017.73 1.0993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工商银行

变更公告

深圳前海欧中联合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现更名

为深圳前海君圣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地址由原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 （入

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变更为深圳市前海

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 （入驻深圳市前

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

街道海天二路 19 号易思博软件大厦 13 层 1303），特此

公告。

股票简称：中航飞机 股票代码：000768� � � �公告编号：2017-025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2017年3月21日以电子邮件方

式发出，会议于2017年3月24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4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4名。

会议的通知、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法律、规章的规定。

会议经过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批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之间吸收合并的议案》

为了整合业务，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运营效率，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西飞国际科技发展（西安）有限公司

吸收合并公司另一家全资子公司西飞国际航空制造（西安）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完成后，西飞国际科技发展

（西安）有限公司存续经营，西飞国际航空制造（西安）有限公司独立法人资格依法注销。

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2017年3月25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上刊登的《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

之间吸收合并的公告》。）

二、批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吸收合并其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为了减少管理层级，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运营效率，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西安飞机工业铝业股份有限公

司吸收合并其全资子公司西安飞机工业铝业航材有限责任公司。吸收合并完成后，西安飞机工业铝业股份有

限公司存续经营，西安飞机工业铝业航材有限责任公司独立法人资格依法注销。

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2017年3月25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上刊登的《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

吸收合并其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备查文件: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股票简称：中航飞机 股票代码：000768� � � �公告编号：2017-026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全资子公司之间吸收合并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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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了整合业务，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运营效率，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之间吸收合并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西飞国际科技发展（西

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飞科技公司"）吸收合并公司另一家全资子公司西飞国际航空制造（西安）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西飞航空制造公司"）。合并完成后，西飞科技公司存续经营，西飞航空制造公司独立法人资

格依法注销。

本次吸收合并不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情形，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 合并双方基本情况介绍

（一）合并方：西飞国际科技发展（西安）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1320515687125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城十二路1号出口加工区4号厂房

法定代表人：李永奇

成立日期：2012年8月27日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航空材料的研发、加工、仓储（易燃易爆危险品除外）、销售；物流分拨（许可

项目除外）；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技术除外）。（上述经营范围中凡涉

及许可项目的，凭许可证明文件、证件在有效期内经营；未经许可不得经营）

财务情况： 截至2016年12月31日， 西飞科技公司经审计总资产214,549,072.13元， 所有者权益128,173,

147.36元，2016年度营业总收入63,711,502.63元，净利润8,947,178.25元。

（二）被合并方：西飞国际航空制造（西安）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132051568683R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城十二路1号出口加工区4号厂房

法定代表人：吴志鹏

成立日期：2012年8月27日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航空零部件的研发、生产、维修、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禁止或

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技术除外）。（上述经营范围中涉及许可项目的，凭许可证明文件、证件在有效期内经营；

未经许可不得经营）。

财务情况：截至2016年12月31日，西飞航空制造公司经审计总资产133,718,631.65元，所有者权益99,442,

173.71元，2016年度营业总收入1,476,190.48元，净利润191,712.52元。

二、吸收合并方式、范围及相关安排

（一）西飞科技公司通过整体吸收合并的方式合并西飞航空制造公司全部资产、负债和业务，合并完成

后西飞科技公司存续经营，西飞航空制造公司独立法人资格注销。

（二）合并基准日：本次吸收合并基准日暂定为2016年12月31日。

（三）本次合并基准日至本次合并完成日期间所产生的损益由西飞科技公司承担。

（四）合并完成后，西飞航空制造公司的所有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固定资产、流动资产等财产合并纳入西

飞科技公司；西飞航空制造公司全部债权及债务由西飞科技公司承继。

（五）合并各方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履行通知债权人和公告程序。

（六）合并双方将签订吸收合并协议，并依法定程序办理相关的资产移交、资产权属变更和工商变更登

记等手续。

（七）本次合并完成后，西飞航空制造公司的员工安置按照相关法规及公司员工管理有关规定执行。

三、吸收合并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全资子公司之间的吸收合并有利于公司整合双方资源，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运营效率，实现公司利

益最大化。

西飞科技公司和西飞航空制造公司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财务报表均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本次

吸收合并不会对公司的整体业务发展、财务状况及盈利水平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备查文件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股票简称：中航飞机 股票代码：000768� � � �公告编号：2017-027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

子公司吸收合并其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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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了减少管理层级，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运营效率，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吸收合并其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西安

飞机工业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飞铝业公司"）吸收合并其全资子公司西安飞机工业铝业航材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铝业航材公司"）。合并完成后，西飞铝业公司存续经营，铝业航材公司独立法人资格

依法注销。

本次吸收合并不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情形，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 合并双方基本情况介绍

（一）合并方：西安飞机工业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0002205939019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所：西安市经济开发区闫良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王平新

成立日期：1994年12月23日

注册资本：18007.6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铝合金产品、塑钢型材、室内门、防盗门、防火门的开发、设计、研制、生产、销售以及技术服务；

铝合金门窗的设计、制造、安装与销售；幕墙的设计、制造、安装；彩钢压型钢板、彩钢岩棉复合板系列产品的

开发、设计、生产、销售及安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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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情况： 截至2016年12月31日， 西飞铝业公司经审计总资产453,658,357.90元， 所有者权益164,832,

252.20元，2016年度营业总收入408,227,059.99元，利润总额230,002.50元，净利润166,267.39元。

（二）被合并方：西安飞机工业铝业航材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137583179638C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西安阎良国家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保税仓库3号厂房

法定代表人：李卫东

成立日期：2011年10月24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航空及工业铝型材的开发、设计、生产、销售、安装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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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情况：截至2016年12月31日，铝业航材公司经审计总资产76,379,989.83元，所有者权益49,431,896.07

元，2016年度营业总收入126,537,387.38元，净利润84,758.52元。

二、吸收合并方式、范围及相关安排

（一）西飞铝业公司通过整体吸收合并的方式合并铝业航材公司全部资产、负债和业务，合并完成后西

飞铝业公司存续经营，铝业航材公司独立法人资格注销。

（二）合并基准日：2016年12月31日。

（三）合并基准日至本次合并完成日期间所产生的损益由西飞铝业公司承担。

（四）合并完成后，铝业航材公司的所有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固定资产、流动资产等财产合并纳入西飞铝

业公司；铝业航材公司全部债权及债务由西飞铝业公司承继。

（五）合并各方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履行通知债权人和公告程序。

（六）合并双方将签订吸收合并协议，并依法定程序办理相关的资产移交、资产权属变更和工商变更登

记等手续。

（七）本次合并完成后，铝业航材公司的员工由西飞铝业公司负责安置。

三、吸收合并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吸收合并有利于公司经营业务的统一管理，减少管理层级，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运营效率，实现公司

利益最大化。

铝业航材公司为西飞铝业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西飞铝业公司和铝业航材的财务报表均纳入公司的合并

报表范围，本次吸收合并不会对公司的整体业务发展、财务状况及盈利水平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备查文件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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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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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7

年

3

月

24

日，公司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科华路支行（以下简称招行科华支行）单方面擅

自扣划公司

02890004148000013

账户中的

1,800

万元定期存款本金及利息事项，向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已立案受理。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原告基本情况

原告：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成都高新区九兴大道

8

号

（二）被告基本情况

被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科华路支行

住所地：成都市武侯区科华北路

64

号

（三）基本案情

本公司曾为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友网络）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支

行（以下简称招行高新支行）的

2,000

万元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2013

年

12

月，招行高新支行向成都市中

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成都中院）申请对公司在招行科华支行的

1,800

万定期存款进行了冻结（相关公告

详见

2013

年

12

月

17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2017

年

3

月

22

日， 招行科华支行向公司出具了 《客户资金扣划通知书》， 该行已将公司

02890004148000013

账户上的

1,800

万元定期存款的本息共计

19,560,021.49

元资金直接扣划。

公司认为，尽管公司曾为聚友网络在招行高新支行的

2,000

万元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但在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银行）作为合约方于

2010

年

9

月签订的《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债务

重组协议》中，各方对聚友网络债务的偿还来源和顺序重新做了明确安排，招商银行及其下属支行均无权

在违反该协议关于偿债顺序的规定且成都中院未作出执行裁定书的情况下擅自扣划公司的存款本息。同

时，公司亦认为，公司与招行科华支行除储蓄服务合同法律关系外，并无其他任何债权债务关系，招行科

华支行的擅自扣划行为无任何依据，属于违法违约行为，严重侵害了上市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为维护合法权益，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24

日向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如下：

1

、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其非法扣划原告的

19,560,021.49

元存款；

2

、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

2016

年

11

月

22

日至

2017

年

2

月

28

日的存款定期利息损失

76,356.29

元；

3

、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其非法占用原告上述存款期间的同期银行贷款利息（自

2017

年

3

月

1

日起直

至归还原告之日止）；

4

、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二、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截止目前， 公司对聚友网络包括招行高新支行在内的涉诉担保事项已累计计提了

7,954.73

万元预计

负债（详见

2017

年

3

月

18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第十一节之十一之

2

、或有事项）。

鉴于本案尚未开庭审理，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数或期后利润数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

根据诉讼进展和《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及时进行相应会计处理。

公司将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他说明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备查文件

（一）《民事起诉状》；

（二）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

2017

）川

0107

民初

2887

号。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股票简称：步步高 股票代码：002251� � � �公告编号：2017-013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延迟披露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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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6

年年度报告预约披露时间原定于

2017

年

3

月

30

日，现由于公司

2016

年审计工作尚未

完成，为确保

2016

年年报质量及信息披露的准确性，经公司申请，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预约披露时间延迟为

2017

年

4

月

11

日。本次变更

2016

年年报预约披露时间不涉及停牌事项。

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