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141� � � �证券简称：贤丰控股 公告编号：2017-147

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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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7年11月13日（星期一）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7年11月12日-2017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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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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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

年11月12日15：00至2017年11月13日15：00。 ）

2．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6001号太平金融大厦32楼公司会议

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主持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文才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658,079,3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57.9981%。 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455,383,98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0.1341%。

（2）通过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02,695,37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7.8640%。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情况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31,276,162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的2.7564%。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会议。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

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与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与会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经过认真审议，以记名方式进行投票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风险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58,079,35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31,276,1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的朱伟律师、周正律师现场见

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五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1月13日

股票简称：美好置业 股票代码：000667� � � �公告编号：2017-57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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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7年11月13日（星期一）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7年11月12日下午15:00至2017年11月13日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10号水果湖广场5层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主持人：副董事长、总裁汤国强

（6）公司董事会于2017年10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上公告了召开本次股东

大会的通知，并公告了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及投票表决的方式和方法。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2、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5人， 代表股份696,464,653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7.210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625,

203,73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4.425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71,

260,92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7841％。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78,032,

69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048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6,

771,77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264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71,

260,92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7841％。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聘请的律师对本次

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其代理人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审议通过了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1.00�关于参与美好建设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美好未来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刘道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对本议

案回避表决，其所代表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股数。 本议案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

所持股份总数为288,269,351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7,599,45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676％；反对669,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2324％；弃权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7,362,7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9.1415％；反对669,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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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2.00�关于续聘公司2017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95,794,75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038％；反对669,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962％；弃权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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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7,362,7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9.1415％；反对669,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584％；

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1％。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结论性意见：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美好置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000504� � � �证券简称：南华生物 公告编号：2017-097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

第三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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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临时

会议定于2017年11月13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7年11月10日以邮

件、短信方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7名，实际参与表决7名。 会

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议案审议情况

1、关于向湖南财信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会议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湖南财信金融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此次借款为关联交易，独立董事对此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关联董事李滔、石磊已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金额低于3000万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第四十条的规定，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公司于同日发布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2、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提案

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提

案》。

详见公司于同日发布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此议案还需提交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

3、关于提议召开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议召开2017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见公司于同日发布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盖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1月13日

证券代码：000504� � � �证券简称：南华生物 公告编号：2017-098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

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

议通知已于2017年11月10日以邮件和传真方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 会议定于2017年

11月13日以通讯形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3名，实际表决监事3名。会议召开程

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议案审议情况

关于补选监事的提案

会议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补选监事的提案》，同

意补选陈元先生为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此议案还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盖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7年11月13日

附件：

陈元简历：

陈元，男，1981年出生，研究生学历，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学专业，中国注册会

计师；2009年8月至2010年7月先后任北京大公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湖南分所 （现天职

国际会计师事务湖南分所）助理审计员、湖南清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2010年8月

至2013年9月于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任助理检察员；2013年9月至2016年12月

于长沙市人民检察院任检察员；2016年12月至今在湖南财信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审计部工作，2017年9月起任审计部副总经理。

陈元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

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不为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000671� � �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2017-313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二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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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7年11月13日（星期一）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7年11月12日～11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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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上午9:30～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11月12日下午3:00

至2017年11月13日下午3: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州市台江区望龙二路1号国际金融中心45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局；

5、主持人：公司董事局主席林腾蛟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17年11月6日；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出席现场会议以及通过网络投票

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共10人，代表股份714,957,12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7.6529%。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人，代表股份714,724,130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17.647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人，代表股份232,992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0.0058%。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

所见证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公告明列的议案进行了审议，本次会议议案1为普通议案，须经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议案2-4均为特别议

案，须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会议采用现场

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作出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在银行间市场定向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714,957,12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100%；反对0股；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5,820,1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100%；反对0股；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

上，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子公司陕西丰浩置业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714,955,52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99.9998%；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002%；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5,818,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99.9725%；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275%；弃

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表决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参股子公司上海绍毅置业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714,955,52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99.9998%；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002%；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5,818,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99.9725%；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275%；弃

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表决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参股子公司杭州销颖房地产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714,955,52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99.9998%；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002%；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5,818,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99.9725%；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0.0275%；弃

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齐伟、陈伟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

的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载有公司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会议决议；

2、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关于阳光城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2017年第二十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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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紫光学大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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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7年11月13日（星期一）14:30起；

网络投票时间：2017年11月12日－11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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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9:30－11:30和13:00－15:00的任意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11月12日15:

00-2017年11月13日15:00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1号院清华科技园科技大厦D

座5层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 集 人：本公司董事会。

（五）主 持 人：本公司董事长乔志城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出席会议股东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0人， 代表的股

份总数为22,186,3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639%；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7人，代

表有表决权的股份550,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27%。

（八）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为22,122,5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9976%。

（九）网络投票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4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63,

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

具体审议和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表决意见

是否

通过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

关于续聘北京兴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17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22,186,336 22,164,836 99.9031% 0 0% 21,500 0.0969% 是

2

关于选举刁月霞女

士为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董事的议案

22,186,336 22,164,836 99.9031% 0 0% 21,500 0.0969% 是

（二）持有公司总股数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

关于续聘北京兴华会计师

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2017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550,900 529,400 96．0973% 0 0% 21,500 3.9027%

2

关于选举刁月霞女士为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

案

550,900 529,400 96．0973% 0 0% 21,500 3.902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均不涉及关联交易，无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全部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翠娥、杨楠；

3、结论性意见：厦门紫光学大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

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 以及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均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全文于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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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厦门紫光学大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厦门紫光学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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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

长期停牌股票调整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 《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监会公告

〔2017〕第13号）以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关于发布中基协（AMAC）基金行业

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中基协发〔2013〕第13号）的有关规定，经与托管银行协商一

致，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2017年11月13日起对本公

司旗下基金所持有的"信威集团"（股票代码：600485）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股

票所属行业指数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AMAC行业指数作为计算依据。

在"信威集团"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恢复按市场价格进行估

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特此公告。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14日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基金参加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经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广发银行"）协商一致，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旗

下基金参加广发银行的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具体费率优惠情况公告如下：

一、费率优惠活动时间

自2017年11月14日起，活动截止日期以广发银行官方网站所示公告为准。

二、费率优惠活动适用基金

投资者通过广发银行申购(包含定期定额申购)的本公司旗下基金。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广发银行销售的基金产品，则自该基金产品

开放申购当日起，将同时开通该基金上述优惠活动。

三、费率优惠活动内容

具体折扣费率以广发银行活动公告为准。 折扣前基金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四、重要提示

1、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我司产品在广发银行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

收费模式的申购费(包含定期定额申购)，不包括基金认购费、赎回费、转换费等其他基

金销售业务费用。

2、费率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广发银行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基

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3、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广发银行所有，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

请投资者留意广发银行的有关公告。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一）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308-003

公司网站：www.cgbchina.com.cn

(二)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9-258-258

公司网站：www.gsfunds.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等法律文件，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投资，注意基金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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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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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11月13日收到山东

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2017）鲁民终1337号）。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2016年9月28日，公司收到即墨市人民法院关于苏光朋诉公司、有瑞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海南江恒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的通知，苏光朋在起诉书中向即墨

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1为有瑞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被告2为海南江恒实业投资有限

公司、被告3为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请求为请求法院判令：被告1与

被告2于2011年12月2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应股权转让无效；将股权恢复至

被告股权转让前的状态；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由于被告1为境外主体，即墨市人民法院不具有涉外案件管辖权，本案被移送至青岛市

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2017年3月7日，本案开庭审理，原告苏光朋当庭提交变更后的诉状，

诉讼请求为：一、原告拥有被告3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83%股权；二、被告

1与被告2于2011年12月2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应股权转让行为无效；三、将

股权变更至原告或原告指定的第三方公司名下（经法庭当庭询问，原告苏光朋确定为

变更至原告名下）；四、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2017年5月9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上述案件出具了一审判决（（2017）鲁02民

初352号 《民事判决书》）： 驳回原告苏光朋的诉讼请求。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1）原告无权实际享有青岛英派斯公司的股权，亦无权请求将上述股权过户至其名下

或其指定的第三人名下；（2）有瑞实业与海南江恒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该股

权转让经相关审批机关批准，并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股权转

让符合法律规定业已履行完毕。

2017年6月15日，原告苏光朋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上诉请求为："1、撤

销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2民初352号民事判决书；2、确认上诉人拥有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83%股权，将股权变更至上诉人或上诉人指定的第

三方公司名下；3、被上述人有瑞公司与海南江恒公司股权转让行为无效；4、一、二审诉

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2017年9月18日本案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上诉人苏光朋当庭撤销了一

审诉讼请求第二项， 即不再主张确认有瑞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海南江恒实业投资有限

公司于2011年12月2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应股权转让行为无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发布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招股说明书》以及《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关于本诉讼事项的披露内容。

二、判决或裁决情况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2017）鲁民终1337号）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2民初352号民事判决；

（二） 确认有瑞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5.32

万股或者0.39%的股权为苏光朋所有；

（三）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至工商管理

部门将上述股权变更登记至苏光朋名下；

（四） 准许苏光朋撤回确认有瑞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海南将恒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应股权转让行为无效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苏光朋负担45元，有瑞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55元；二审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苏光朋负担45元，有瑞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5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三、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包括控股公司在内）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

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诉讼为股东层面诉讼，预计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无重大影

响，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其持有公司股权亦无重大影响。

五、备查文件

1..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鲁民终1337号）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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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七年第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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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者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2017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7年11月13日下午14:00在深圳市福田区

深南大道6011号NEO大厦A栋34楼的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

司董事长王磊先生主持，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3名，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209,379,55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4386%。 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3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09,379,55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4386%。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0名。

3、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0名。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聘请的见证律师等出席或

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和《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逐项审议通过了如

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资产的议案》，具体投票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09,379,5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0股。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收购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具体投票

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09,379,5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0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的殷长龙律师和方啸中律师认为，公司2017年第

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

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八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