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建信中小盘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7年3月25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建信中小盘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建信中小盘先锋股票

基金主代码

000729

基金管理人名称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许杰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顾中汉

2.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许杰

任职日期

2017-03-22

证券从业年限

15

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15

年

过往从业经历

曾任青岛市纺织品进出口公司部门经理、美国迪斯尼公司金融分析员，

2002

年

3

月加入泰达宏利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研究员、研究部副总经理、基金经理等职，

2011

年

10

月加入我公司，历任

基金经理、权益投资部副总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162205

泰达宏利风险预算混合

2006-12-23 2011-09-30

162208

泰达宏利首选企业股票

2010-02-08 2011-09-30

162210

泰达宏利集利债券

2008-09-26 2011-09-30

530016

建信恒稳价值混合

2012-03-21 2017-01-24

530019

建信社会责任股票

2012-08-14 -

000756

建信潜力新蓝筹

2014-09-10 -

000994

建信睿盈灵活配置

2015-02-03 -

001276

建信新经济灵活配置

2015-05-26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

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

/

登记

是

3.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有关规定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3月25日

关于建信稳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

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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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建信稳健回报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现将建信稳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

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及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已通过通讯方式召开，大会表决投票时间自2017年3月10日起，至2017年3月

23日17:00止。经统计，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代理人）所代表的1,003,007,021.06份有效基金份额出席

了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占权益登记日（2017年3月9日）基金总份额1,006,677,357.33份的99.64%。

上述出席情况达到本基金在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二分之一以上，满足法定开会条件，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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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建信稳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了《关于建信稳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基金管理费

率、基金托管费率有关事项的议案》（以下简称“本次大会议案” ），并由出席大会且有表决权的基金份额持

有人（或代理人）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表决。本基金基金管理人授权代表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意见的

计票进行了监督；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公证员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过程及结果进行了公证；北京德恒律师事

务所律师就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过程及结果发表了见证意见。

表决结果为：

1,003,007,021.06份基金份额同意，0份基金份额反对，0份基金份额弃权。 同意本次大会议案的基金份额

占出席本次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代理人）的100%。

上述表决结果达到出席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基金份额的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

（含二分之一），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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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建

信稳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关于建信稳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有关事项的议案》获得通过。本基金的基金管理费率由原来的年

费率0.8%调整为0.6%；基金托管费率由原来的年费率0.2%调整为0.15%；其他费率保持不变。

本次持有人大会的公证费12000元，律师费15000元。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建

信稳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经本基金托管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确认，公证费由基金管理人承担，律师费由基金资产列支。

二、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的生效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自表决通过之日

起生效。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2017年3月24日表决通过了《关于建信稳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有关事项的议案》，本次大会决议自该日起生效。

基金管理人自通过之日起五日内将表决通过的事项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三、关于《建信稳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的修订情况

本次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后，根据持有人大会通过的议案及方案说明，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基金

管理人已将《建信稳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建信稳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托管协议》修订完毕，并据此更新了《建信稳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上述文件将一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修订和更新后的文件于本次会议决议生效日的同日生效。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可通过本公

司的客户服务电话400-81-95533（免长途话费）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ccbfund.cn获取相关信息。

四、备查文件

1、《关于召开建信稳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讯方式）的公告》

2、《关于召开建信稳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讯方式）的第一次

提示性公告》

3、《关于召开建信稳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讯方式）的第二次

提示性公告》

4、北京方正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

5、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3月25日

关于建信恒久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7年3月25日

4.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建信恒久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建信恒久价值混合

基金主代码

530001

基金管理人名称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陶灿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顾中汉

5.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陶灿

任职日期

2017-03-22

证券从业年限

9

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9

年

过往从业经历

2007

年

7

月加入本公司，历任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基金经理、资深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530005

建信优化配置混合

2011-07-11 2016-04-22

000592

建信改革红利股票

2014-05-14 -

001781

建信现代服务业股票

2016-02-23 -

001253

建信回报灵活配置

2017-02-09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

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

/

登记

是

6.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有关规定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3月25日

2017年 3 月 25 日 星期六

B220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2252� � �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2017-016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下属单采血浆站

取得换发的单采血浆许可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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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近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同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下属翁牛特旗同路单采血浆有限公司收到内蒙古自

治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换发的《单采血浆许可证》（延续），具体如下：

设置浆站的血液制品单位：同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机构名称：翁牛特旗同路单采血浆有限公司；

地址：翁牛特旗玉龙工业园区南区；

业务项目：原料血浆采集；

登记号：59730728-215042616F2009；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李闯；

采浆区域：翁牛特旗所辖区域；

有效期限：自2017年3月25日至2019年3月25日。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300350� � � �证券简称：华鹏飞 公告编码：（2017）005号

深圳市华鹏飞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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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深圳市华鹏飞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已于2017年3月25日在

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华鹏飞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623� � � �证券简称：亚玛顿 公告编号：2017-14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

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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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鉴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

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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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4�号：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等规定，经公司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亚玛顿，证券代码：002623）自2017年3月27日（星期一）上午开

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10个交易日,�待公司通过指定媒体披露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公告后复

牌。停牌期间，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公告事项进展情况。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133� � � �证券简称：广宇集团 公告编号：(2017)017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闲置募集资金补流归还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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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1月23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2017

年2月9日召开的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金额不超过10,000万元，

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详见2017年1月24日和2017年2月10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在上述授权金额及期限内， 公司实际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金额为10,000万元。2017年3月24日，

公司已将1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并将该事项通知了保荐

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3月25日

证券代码：300193� � � �证券简称：佳士科技 公告编号：2017-020

深圳市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预留限制性股票的减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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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3月23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部分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预留限制性股票共253,250股，《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预留限制

性股票的公告》详见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预留限制性股票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由507,939,340元人民币减少为507,686,090元人

民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

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继续实

施本次回购注销和减少注册资本事宜。

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向公

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3月25日

证券代码：300193� � � �证券简称：佳士科技 公告编号：2017-011

深圳市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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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本公司2016年度报告及摘要于2017年3月25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

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2017年3月23日，深圳市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公司《2016年度报告》。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2016年度

报告》和《2016�年度报告摘要》于2017年3月25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巨潮资

讯网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市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3月25日

证券代码：000719� � � �证券简称：大地传媒 公告编号：2017-004号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2016年年报披露日期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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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原定于2017年4月25日披露《2016年年度报告》。现因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工作已提前完

成，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本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的披露日期变更为2017年3月31日。

特此公告。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3月24日

证券代码：002104� � � �证券简称：恒宝股份 公告编号：2017-013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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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披露重大事项，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恒宝股份；证券代码：002104）自2017年3月24日13:00起临时

停牌。

公司预计本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待上述事项确认后，公司将尽快刊登公告并申请股票复牌，敬请投资者密切关注。

特此公告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431� � � �证券简称：棕榈股份 公告编号：2017-026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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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出现增加、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7年3月24日（星期五）下午2:3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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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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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3月23日下午15:00

至2017年3月24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区马场路16号富力盈盛广场B栋25楼公司会议室

4、会议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吴桂昌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会议总体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569,

346,1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1.3470%。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7人，代表有效

表决权的股份数569,197,63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1.336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

股份数148,47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108%。

2、公司的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事务所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69,219,03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7％；反对127,07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王萌律师、魏小江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

认为：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3月24日

证券代码：002431� � � �证券简称：棕榈股份 公告编号：2017-027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梅县区雁洋镇特色小镇建设工程

项目中标结果公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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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东省政府采购网（http://www.gdgpo.gov.cn/）于2017年3月23日发布了"梅州市梅县区住房和城乡规

划建设局梅县区雁洋镇特色小镇建设工程项目融资、勘察、设计、施工一体化服务项目的中标、成交公告"，

确认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广东省建科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广东省基础

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广东泛珠勘察设计有限公司、浙江新中源建设有限公司、广东华银集团工程有限公司

为该项目的联合体中标单位，项目预算金额45.8989亿元。具体公示内容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一）采购项目名称：梅县区雁洋镇特色小镇建设工程项目融资、勘察、设计、施工一体化服务项目

（二）采购项目预算金额：4,589,890,000元

（三）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四）合作期限：15年，其中建设期预计3年，回购期预计12年

（五）中标供应商

1：中标供应商名称：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林从孝

地址：中山市小榄镇绩西祥丰中路21号

2：中标供应商名称：广东省建科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杨国龙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先烈东路121号

3：中标供应商名称：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苏家平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路99号天涯路19-20层

4：中标供应商名称：广东泛珠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梁坚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华明路13号华普广场东塔24楼

5：中标供应商名称：浙江新中源建设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项仙明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世纪大道北段555号

6：中标供应商名称：广东华银集团工程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陈彩银

地址：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华侨城人民北路11号

联合体成员"浙江新中源建设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参股公司，是公司的关联方，除此之外，公司与其他联

合体成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六）采购人：梅州市梅县区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七）采购代理机构 ：广州高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各有关当事人对中标、成交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在中标、成交公告发布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

向政府采购代理机构（或采购人）提出质疑，逾期将依法不予受理。

二、项目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项目预算金额45.8989亿元,该项目预算金额占公司2015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的104.30%。该项目取得

《中标通知书》签订正式合同并顺利实施后，将对公司未来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风险提示

由于该项目目前尚处于公示期，是否获得此项目的《中标通知书》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3�月24日

证券代码：300113� � � �证券简称：顺网科技 公告编号：2017-015

杭州顺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杭州顺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报告及摘要于2017年3月25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

露网站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巨潮资讯网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杭州顺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3月25日

证券代码：000150� � � �证券简称：宜华健康 公告编号：2017-18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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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现场会议于2017年3月24日(星期五)下午3:00在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文冠路口右

侧宜都花园宜华健康二楼会议室召开， 网络投票则由股东在2017年3月24日上午9:30至11:30和下午1:00至3:

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在2017年3月23日15:00至2017年3月24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通过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5人，代表股份数105,948,8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3.6596％；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代表股份数69,285,98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5.4724％；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36,662,86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8.1872％。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陈奕民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陈桂华、周姗姗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会议经有表决权的股东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股东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借款额度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105,888,950股，其中现场投票69,285,985股，网络投票36,602,965股，合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35％；反对59,900股，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59,900股，合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5%；弃权0股，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0股，合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该项提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986,087股，合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4.2734%，

反对59,900股，合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5.7266％，弃权0股，合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

关联股东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陈桂华、周姗姗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若干规定》、《规范运作指引》、《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宜华健康章程等相关规定，会议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 (广州)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137� � � �证券简称：麦达数字 公告编号：2017-017

深圳市麦达数字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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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重大事项的参与度，并根据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文件精神，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增提案提交表决。

4、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7年3月24日（星期五）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7年3月23日-2017年3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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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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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15:00至2017年3月24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亚妹女士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新浩e都A座2801会议室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0人， 代表股份数量297,823,99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7249�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5人，代表股份数量297,814,3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1.7232%；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5人，代表股份数量9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17%。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北京德恒（深圳）律

师事务所刘震国律师、韩雪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97,817,19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977%；反对6,80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2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9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36.4486%；

反对68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63.5514%；弃权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

2、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97,822,49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995%；反对150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2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85.9813%；

反对15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4.0187%；弃权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

本项议案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其形成的决议为特别决议， 符合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刘震国律师、韩雪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

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麦达数字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麦达数字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之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麦达数字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3月24日

证券代码：601669� � � �股票简称：中国电建 公告编号：临2017-010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公司采购和使用陕西奥凯电缆

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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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近日媒体报道的"陕西奥凯问题电缆"一事， 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就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铁路建设公司所属的中电建成都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在成都地铁

总承包项目部分标段使用的陕西奥凯电缆， 系由公司按照招标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采取公开招标方式进行

采购。

二、目前，公司已对地铁项目中采用奥凯电缆的情况进行全面排查，并将全面更换在成都地铁项目中所

使用的所有奥凯公司的电缆。同时，公司已正式通知所属各企业/单位停止采购陕西奥凯公司产品。

三、公司将进一步完善内控制度，严把源头关、检验关、施工质量关，确保地铁建设的每一项材料都满足

质量要求，切实保障广大乘客市民的安全出行。

特此公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256� � � �证券简称：兆新股份 公告编号：2017-024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暨股权收购及资产出售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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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6年12月2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及2017年1月13日召开的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暨股权收购及资产出售的议案》，公司决定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在建的

"安徽白湖养殖有限责任公司渔场20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以下简称"白湖渔场项目"）变更为已并网

的"庐江县白湖镇梅山村养殖渔场20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以下简称"梅山村项目"）。鉴于合肥晟日

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晟日"）拥有梅山村项目，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永晟新能源有限公

司 （以下简称"深圳永晟"） 的下属公司合肥市永聚太阳能电力开发有限公司采用承债式收购合肥晟日

100%股权。

具体详见2016年12月28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变更部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暨股权收

购及资产出售的公告》。

目前，公司接到合肥晟日的通知，其已向工商部门申请办理了本次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并领取了《营

业执照》，具体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合肥晟日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24343798480K

住 所：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白湖镇龙山渔场内

法定代表人：陈永弟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5月27日

经营范围：大中型分布式光伏并网电站、小型并（离）网光伏发电系统、光伏建筑一体化项目的分布式

电力供应、运营管理及技术咨询。

本次股权变更完成后，合肥晟日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