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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32� � � �证券简称：仙琚制药 公告编号：2017-046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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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30,000万

元人民币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并授权公司经营层

具体实施相关事宜。该30,000万元额度可滚动使用，授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内有效。具体内容详见2016年10月28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用

于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37）。

2017年5月4日，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杭州

分行"）签订了产品代码为FGDA17684L的《中国民生银行综合财务管理服务协议》，公司以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5,000�万元作为委托资金，全权委托民生银行杭州分行提供综合理

财管理服务。具体内容详见 2017年5月6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15）。

上述5,000万元委托资金的本金及收益于2017年9月12日到账，公司已全部收回本金及收

益，共获得理财投资收益785,416.67元。本次理财所使用的募集资金已经回到募集资金专户。

2017年8月14日，公司以暂时闲置募集资金3,000万元人民币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

海支行购买了兴业银行"金雪球-优悦"保本开放式人民币理财产品。 具体内容详见 2017年8

月15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7-038）。

上述3,000万元理财产品的本金及收益于2017年9月15日到账，公司已全部收回本金及收

益，共获得理财投资收益104,465.75元。本次理财所使用的募集资金已经回到募集资金专户。

2017年9月14日，公司与民生银行杭州分行签订了产品代码为FGDA17064P的《中国民生

银行综合财务管理服务协议》，公司以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5,000�万元作为委托资金，全

权委托民生银行杭州分行提供综合理财管理服务。 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

联关系。综合理财管理服务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代码为FGDA17064P产品基本情况

（1）综合理财服务方式：综合理财管理服务

（2）综合理财管理服务期限：2017年9月15日至 2017年10月26日

（3）委托资金：人民币 5,000�万元

（4）预期年化收益率：4.45%（ACT/360）

（5）投资策略：保本并获得高于同期定期存款的收益

（6）委托资金托管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7）投资方向：经客户与银行协商一致，根据客户的风险偏好，银行采用低风险投资策

略，将客户委托资金配置银行审批同意的代销产品。

（8）投资范围：货币基金、同业存放、银行理财产品及其他资产管理产品。

（9）委托事项：包括但不限于：1）进行资产配置、财富管理产品组合管理；2）在托管人处

开立托管账户，以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名义与托管人签署托管文件，对托管账户下达指令；3）

实施各项财富管理： 以民生银行杭州分行名义签署相关法律文本、 向交易对手下达交易指

令；4）收取财富管理收益；5）处理与交易对手的纠纷、向交易对手索赔（如有）。若在完成受

托事宜时需公司配合完成，包括但不限于由公司签署相关法律文本、下达交易指令、完成交

易对手要求的财富管理测评等事宜时，公司应予以配合。

（10）收益分配：委托资产财富管理收益扣除应由银行收取的服务费用后的剩余财务管

理收益（如有）在服务期限终止后的3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分配至公司指定账户。

二、风险应对措施

1、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合同。公司财务部

和审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

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由公司审计部进行日常监督，不定期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

计、核实。

3、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应当对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在公司审计部核查

的基础上，如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认为必要，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将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披露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购买以及相应的损

益情况。

三、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实施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运用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适度的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2、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的现金管理，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

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1、2016年9月14日，公司以人民币10,000�万元整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办理了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的结构性存款业务。该笔业务已于2016年10月24日到期，公司收回本

金并获得投资收益277,777.78元。

2、2016年11月2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人民币5,000�万元整，购买中国工商银

行保本型法人35天稳利人民币理财产品，目前尚未到期。

3、2016年11月3日，公司以人民币5,000万元整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办理了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的结构性存款业务。该笔业务已于2017年1月26日到期，公司收回本金并

获得投资收益320,833.33元。

4、2016年11月3日，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了《全权委托投资

服务协议》，公司以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20,000�万元作为委托资金，全权委托民生银行

杭州分行进行投资理财， 其中10,000万元已于2017年5月3日到期收回， 公司获得投资收益1,

650,000.00元，另一笔10,000万元尚未到期。

5、2017年2月8日， 公司以暂时闲置募集资金5,000万元人民币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了周期本金保护型理财产品。该笔业务已于2017年8月10日到期，公司收回本金并获得投

资收益1,022,191.78元。

6、2017年5月4日，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了《中国民生银行综

合财富管理服务协议》，公司以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5,000�万元作为委托资金，全权委托

民生银行杭州分行提供综合财富管理服务。该笔业务已于2017年9月12日到期，公司收回本金

并获得投资收益785,416.67元。

7、2017年8月14日，公司以暂时闲置募集资金3,000万元人民币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临海支行购买了兴业银行"金雪球-优悦"保本开放式人民币理财产品。该笔业务已于2017年9

月15日到期，公司收回本金并获得投资收益104,465.75元。

五、备查文件

1、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的《中国民生银行综合财务管理服

务协议》。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9月16日

证券简称：欧菲光 证券代码：002456� � � �公告编号：2017-137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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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会议未变更已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表决方式：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7年9月15日（星期五）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7年9月14日15:00-2017年9月15日15:00。其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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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

（2）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9月14日15:00至2017年9月15日15:00。

4、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松白公路华发路段欧菲光科技园一楼会议

室

5、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蔡荣军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共

22人，代表公司股份数927,921,21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4.17%。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

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共13人，代表公司股份数878,747,654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32.36%；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9人,代表公司股份总数为49,173,

56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81%。

2、会议对董事会公告的股东大会提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聘请的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如下

决议：

审议《关于增补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927,921,216股，其中同意票927,921,

21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

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93,133,416股，同意票93,133,416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

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唐都远律师和黄媛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

出具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

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与会董事签署的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

会法律意见书。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9月15日

证券代码：002250� � � �证券简称：联化科技 公告编号：2017-087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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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2017年9月15日（星期五）15时

2、会议地点：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劳动北路118号总商会大厦17楼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萍女士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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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4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68,983,797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29.0510%；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8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819,509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0.1965%；参加现场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2名，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270,803,30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9.2475%（其中，参加本次大会表决的中小股东

及其授权代表共计1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4,870,68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526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 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

议：

1、审议通过《关于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调整事项的议案》，该项议案获得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票270,734,906股，反对票68,400股，弃权票0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的99.9747%（其中中小股东同意票4,802,2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957%，反对票68,400股，弃权票0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郭斌律师、王元律师

3、结论性意见：本次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主体资格、出席会议人员主体资格、会

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之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416� � � �证券简称：民生控股 公告编号：2017-34

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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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7年9月15日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7年9月15日14:45。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7年9月14日-2017年9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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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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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15:00至2017年9月15日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8号民生金融中心C座4层1号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余政董事长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的召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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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人，代表股份13,289,11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498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642,45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20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5人，代表股份12,646,66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377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7人，代表股份13,289,11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498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642,45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20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5人，代表股份12,646,66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3778％。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参加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关于投资民生信托·至信271号华谊兄弟盒饭TV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174,57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1.6131％；反对1,114,543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8.38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174,5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6131％；反对1,114,543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8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所持119,981,428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项议案为普通议案。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二分之一以上，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王阳 于有鑫

（三）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关于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551� � � �证券简称：尚荣医疗 公告编号：2017-069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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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未涉及变更以往已通过的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7年9月15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7年9月14日-2017年9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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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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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时间为：2017年9月14日15:

00-2017年9月15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宝龙工业城宝龙5路2号尚荣科技工业园公司会议室

4、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将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梁桂秋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代理人，下同）共计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342,488,

161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51.4934%。

1、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代理人，下同）共计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342,390,889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51.4788%；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

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2人，代表股份97,272股，占公

司股本总额的0.0146％；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或其代理人，下同）共

计6人（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4人，参加网络投票的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006,388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1513%。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梁桂秋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周玉梅女士、 黎志琛先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华兴银行申请间接授信(买方信贷)额度并为该额度提供担保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342,390,8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9716%；反对

股数为97,2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284%；弃权股数为0.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股数为909,11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90.3345%；反对股数为97,2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9.6655%；弃权股数为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0.0000%。

本议案获得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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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为342,390,8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9716%；反对

股数为97,2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284%；弃权股数为0.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周玉梅女士、黎志琛先生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关于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

事宜，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6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所通

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00761� � � �证券简称：安徽合力 公告编号：临2017-018

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17年安徽上市公司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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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加强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各类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之间

的沟通交流，进一步提升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将于2017年9月20日

15:00—17:00参加由安徽上市公司协会举办的“2017年安徽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

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

远程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全景路演天下”网上平台（http://rs.p5w.net）参与本次活动。

出席本次活动的公司人员有：董事会秘书、总经济师张孟青先生；证券部部长、证券事务代

表胡彦军先生。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00761� � � �证券简称：安徽合力 公告编号：2017-017

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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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9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方兴大道668号公司行政楼一楼

报告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13,584,739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42.365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德进先生主持，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管和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参加了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进行。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独立董事王素玲女士、张圣亮先生因公出差未能出席本次

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孙鸿钧先生因公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总经济师张孟青先生出席会议。总工程师马庆丰先生，副总经理张应

权先生、陈先友先生、周峻先生，副总会计师郭兴东先生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313,576,939 99.9975 7,800 0.0025 0 0.000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出席

现场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和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王良其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良其、汤俊鑫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安徽王良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和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000753� � � �证券简称：漳州发展 公告编号：2017-045

债券代码：112233� � � �债券简称：14漳发债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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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17年09月15日（星期五）下午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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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时间为2017年09

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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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月14日下午15:00至2017年09月15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漳州市胜利东路漳州发展广场21楼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黄键鹏先生

6.会议通知：公司董事会于2017年08月31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刊登了《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359,344,07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36.24%，其中：(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4人，代表股份358,907,774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6.20%；(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436,300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0.04％。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11,997,133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1.21％。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1,560,83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1.1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436,3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4％。

3.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拟公开挂牌转让福建东南花都置业有限公司50%股权的议案》

同意359,232,3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反对50,0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弃权61,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885,4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7％；反对50,

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2％；弃权61,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51％。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于2017年08月31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福建衡评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詹俊忠、张志华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人员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

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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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股份转让承诺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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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9日，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佳

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源公司"）与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融信托"）签署了

《股份转让协议》，佳源公司拟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向中融信托转让公司27,830,000股股票，占公

司总股本的6.99%，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7年7月21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

转让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7-080）、《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简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一）》、《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二）》。2017�

年 9月14�日，佳源公司与中融信托共同出具了《股份转让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出让方、受让方（以下并称申请人）已充分知悉并将严格遵守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业务规则等文 件关于股份协议转让的有关

规定。申请人确认并承诺：

1、申请人提交的全部股份转让申请材料真实、准确、完整、合法合规。

2、申请人已依据《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于 2017�年7月 21�

日依法合规地就本次股份转让履行了应尽的信息披露义务。

3、申请人保证本次拟转让股份不存在尚未了结的司法、仲裁程序、其他争议或者被司法冻

结等权利受限的情形。

4、申请人保证本次股份转让不存在法律障碍，或者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时相关障碍能够消除。

5、申请人保证本次股份转让不构成短线交易。

6、申请人保证本次股份转让不违背双方作出的承诺。

7、申请人保证自本次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至今，本次拟转让的股份不存在不得转让的情

形，且出让方不存在《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深交所业务规则等文件规定的 不得减持相关股份的情形。

8、申请人自愿承诺，自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 6�个月内，双方均不减持所持 有的该上市公

司股份。

9、申请人自愿承诺，双方如为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持股主体，在转让之后解除同一实际

控制关系的，双方将及时进行信息披露，并在解除同一实际控制 关系之后的 6�个月内，仍共

同遵守双方存在同一实际控制关系时所应遵守的股份减持相关规定。

10、申请人自愿承诺，在本次股份转让后减持股份的，将严格遵守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深交所业务规则等文件当前及今后作出的关于 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包括股

份减持相关政策解答口径等文件明确的要求。

11、申请人自愿承诺，双方提交的股份转让申请经深交所受理后，至本次股 份转让过户完

成之前，相关协议、批复或者其他申请材料内容发生重大变更，或 者申请人在本承诺函中确

认、承诺的事项发生变化的，双方将自前述事实发生之 日起 2�个交易日内及时通知深交所终

止办理，并自本次提交申请日 30�日后方可再次提交股份转让申请。

申请人承诺，如提交的股份转让申请材料存在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或者 不合法合规等

情形，或者任何一方未能遵守上述承诺的，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一 切法律后果，并自愿接受深

交所对其采取的自律监管措施或者纪律处分等措施。

特此公告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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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股份转让价格确认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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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9日，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佳

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源公司"）与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融信托"）签署了

《股份转让协议》，佳源公司拟以每股不超过25.5元的价格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向中融信托转

让公司27,830,000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6.99%，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7年7月21日刊登于《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转让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7-080）。

2017�年 9月14�日，公司收到佳源公司和中融信托共同出具的《股份转让价格确认函》，

经双方确认，本次股份转让的股份数量为27,830,000股，转让价款为25.5元/股，总价款为人民币

柒亿零玖佰陆拾陆万伍仟元整。

特此公告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9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