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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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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光明中街18号美康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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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70,227,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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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3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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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司董事侯文玲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

方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合

法、有效。北京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就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的

合法性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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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姜鑫、徐明、高渝文、王晓良、史录文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

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1人，强勇、黄梅艳、康学敏、刘超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刘清源出席本次会议；副总经理李箭、副总经理刘玮、总会计师宋健敏及

总经理助理李欣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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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227,876 100 0 0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21,440,842 100 0 0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以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获得通过，形成

本次股东大会的普通决议。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洋、尹月、戴华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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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格、召集人

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之规定，表决结果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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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600710� � � �证券简称：ST常林 公告编号：2017-068

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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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四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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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57,339,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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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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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杨永清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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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蔡济波先生、吕伟女士因公务原因未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公司监事会主席沙非先生、监事杨炳生先生因公务未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

3、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赵建国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项目使用募集资金金额调整及替换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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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5,823,532 99.7694 1,515,580 0.2306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部分募集资

金项目使用募集资金

金额调整及替换的议

案

8,248,370 84.4777 1,515,580 15.5223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懋德律师事务所

律师：梁艳君、马宏继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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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603612� � � �证券简称：索通发展 公告编号：2017-031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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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临邑县恒源经济开发区新104国道北侧索通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研发中心报告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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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8,965,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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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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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郎光辉先生主持现场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

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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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卞进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荆升阳、郎静、张中秋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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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965,68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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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965,682 1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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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965,68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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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19,44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及考核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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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19,44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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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19,44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修订<索通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41,305,65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

案》

41,305,65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

《关于<索通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

41,305,65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

《关于<索通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管理及考核办法>的

议案》

41,305,657 100.000 0 0.0000 0 0.0000

6

《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

关事项的议案》

41,305,65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6项议案中，第1、4、5、6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由出席股东大会

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

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第1、3、4、5、6项议

案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第4、5、6项议案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天宁、王宁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召集人资格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等相关事项符合《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13日

证券代码：603612� � � �证券简称：索通发展 公告编号：2017-032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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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对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

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17年10月25日审议通过 《关于<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并于 2017年10月27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及相关法定披露媒体进行公告。根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对激励计划内

幕信息知情人、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 ）就核查对象

在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六个月（由于公司上市日期为2017年7月18日，故本次核查期

间为2017年7月18日至2017年10月26日）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中国结算出具了

查询证明。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

2、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结算就核查对象自公司2017年7月18�日上市之日起至2017年10月26日止买

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结算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国结算2017年11月3日出具的《高级管理人员、 关联企业持股及买卖变动证明》、

《投资者证券持有变更信息（沪市）》，在本次自查期间，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

行为，仅存在部分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变更日期 变更摘要 变更股数

1 张东波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017.10.18 买入 500

2017.10.18 买入 200

2017.10.18 买入 100

2017.10.18 买入 300

2017.10.20 卖出 500

2017.10.20 卖出 300

2017.10.23 买入 300

2017.10.25 卖出 300

2017.10.26 卖出 300

2 付春玉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017.10.17 买入 100

2017.10.18 买入 100

2017.10.23 卖出 200

3 郭倩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017.8.18 买入 200

2017.8.18 买入 100

2017.8.21 卖出 300

4 曾立兵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017.9.12 买入 100

5 李军 中层管理人员

2017.9.6 买入 100

2017.9.6 买入 100

2017.9.6 买入 100

2017.9.28 卖出 200

2017.9.28 卖出 100

2017.10.9 买入 300

2017.10.16 卖出 300

2017.10.17 买入 100

2017.10.17 买入 200

6 王勇国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017.9.14 买入 100

2017.9.21 卖出 100

2017.10.13 买入 100

2017.10.13 买入 100

7 陈长声 中层管理人员

2017.10.12 买入 100

2017.10.16 买入 100

2017.10.16 买入 100

8 王钰 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017.8.21 买入 100

2017.8.22 卖出 100

2017.8.23 买入 100

2017.8.25 卖出 100

2017.8.30 买入 100

2017.8.31 卖出 100

2017.9.25 买入 100

2017.9.28 卖出 100

2017.9.29 买入 100

2017.10.11 卖出 100

2017.10.13 买入 100

2017.10.18 卖出 100

根据张东波等8名激励对象出具的书面说明，其在核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是基于对二级市

场交易情况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

综上，经核查，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个月内，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和激励对象利

用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或泄露公司股票激励计划有关

内幕信息导致内幕交易发生的情形。所有核查对象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相

关规定，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关联企业持股及买卖变

动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者证券持有变更信息（沪市）》。

特此公告。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1月13日

证券代码：603228� � � �证券简称：景旺电子 公告编号：2017-072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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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天利中央商务广场C座19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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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60,631,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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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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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刘绍柏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

相结合的方式投票。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召集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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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人，独立董事何为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黄恬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全部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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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631,537 100 0 0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33,719,539 100 0 0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观韬中茂（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亚平、罗增进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现行法律、行

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

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

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观韬中茂（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14日

2017年 11月 14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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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815� � � �股票简称:*ST厦工 公告编号:临2017-091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涉及诉讼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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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执行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执行申请人

涉案金额共计：11,890,827.91元

尚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金额

近日，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2017）闽0203执7960号、（2017）闽0203执7904号《受理执行案件通知书》。现将本次诉讼案件

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公告的诉讼案件基本情况

1．2016年9月7日，公司向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河津市厦工机械

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津厦工"）支付拖欠货款及资金占用费共计1,706.16万元，并要求

杨鸿、王会兰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6年9月9日，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正式受理该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6年10月25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临2016-045"号公告。

2016年12月23日，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就公司与河津厦工合同纠纷一案进行公

开审理，并出具（2016）闽0203民初14793号《民事判决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7年4月25日

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的"临2017-035"号公告。

2．2016年11月22日，公司向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泰安市恒岳工

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安恒岳"）支付拖欠货款50.02万元。2016年11月22日，福建省厦

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正式受理该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6年12月24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临

2016-065"号公告。

2017年7月26日，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就公司与泰安恒岳合同纠纷一案进行公开

审理，并出具（2016）闽0203民初18140号《民事判决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7年8月5日刊登

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临2017-066"号公告。

二、本次公告的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公司与河津厦工合同纠纷案一审判决生效后，因河津厦工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判决

书确定的付款义务，公司于2017年11月10日向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

请执行的内容如下：

1．强制河津厦工向公司支付货款11,390,653.50元及资金占用费（自2013年3月31日起暂

计至2016年9月4日为5,670,906.82元，2016年9月5日起，10,151,731.77元的资金占用费按每日万

分之五计至实际还款之日，1,238,921.73元的资金占用费按每日万分之二计至实际还款之日）。

2．强制河津厦工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10日正式受理公司的上述执行申请。

（二）公司与泰安恒岳合同纠纷案一审判决生效后，因泰安恒岳未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付款

义务，公司于2017年11月9日向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内容

如下：

1． 强制泰安恒岳立即向公司支付货款500,174.41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36,612.77元 （以

500,174.41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二，自2016年11月7日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财产保全费3,

131元。

2．强制泰安恒岳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3．本案件执行费由泰安恒岳承担。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9日正式受理公司的上述执行申请。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鉴于上述诉讼案件尚未履行完毕， 尚无法准确判断本次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对公司本期

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金额。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及时对上述诉讼案件的进展进

行披露。

特此公告。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002355� � � �证券简称：兴民智通 公告编号：2017-089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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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17年11月13日（星期一）下午15: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7年11月12日-2017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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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15:00；通过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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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至2017年11月13日下午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山东省龙口市龙口经济开发区公司办公楼七楼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高赫男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15人，代表股份196,250,32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8.2033%。

1、现场会议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11人，代表股份196,232,02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8.1997%。

2、网络投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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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4人，代表股份18,3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36%。

3、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8人，代表股份3,310,326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0.644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英泰斯特49%股权转让相关主体变更承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6,233,4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4%；反对

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293,4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

权股份数的99.4895%；反对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0.510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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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

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兴民智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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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1月13日

证券代码：600068� � � �股票简称：葛洲坝 编号：临2017-062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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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合同类型：交钥匙合同（EPC）

合同生效条件：合同协议自缔约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合同履行期限：工期从开工日开始计算，第72个月实现首台机组发电，项目总工期87个月。

开工日条件为：承包商收到全额预付款、场地移交、施工许可和收到开工通知及融资关闭。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该合同履约对本公司2017全年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关于中标情况：2017年9月21日，本公司发布了《重大合同中标公告》（临2017-055），对本

项目中标情况进行了公告。

一、合同决议情况

按照《公司章程》，本项目合同已按本公司程序进行了评审和决策。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1．合同标的情况

尼日利亚蒙贝拉水电站项目（简称"蒙贝拉项目"）由本公司、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国际工程

有限公司、 中地海外集团有限公司以联营体模式参与， 三家企业在项目中股份比例分别为

45%、35%、20%，本公司为牵头方，各方将组成紧密型联营体完成本项目实施，按照联营体股份

比例承担责任并获得收益。

葛洲坝-中国水电-中地海外联营体于2017年11月10日与项目业主尼日利亚联邦电力、工

程和住建部签署蒙贝拉项目EPC总承包合同。本项目合同主要工作内容包括4座碾压混凝土大

坝、两条合计15.9km的连接隧洞、两条合计6.8km的引水隧洞、两条合计7.6km的尾水隧洞、地下

厂房、12台冲击式水轮机及发电系统、2.7万吨的金结制安、184km的进场公路和总计1295km的

同塔双回高压输变电线等项目，项目总装机3050MW，建成后年发电量约47亿度。

2．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本项目合同交易对方为尼日利亚联邦电力、工程和住建部，于2015年11月由原尼日利亚电

力部与其他部委合并成立，总部位于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Mabushi区。本合同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主要合同条款

本项目合同条款包括通用合同条款和专用条款，通用合同条款采用FIDIC� EPC/交钥匙通

用合同条件1999年第1版。

项目合同金额：579,25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3,834,633万元（按１美元＝6.62人民币计算）。

结算方式：预付款+月进度方式结算。

合同履行期限：工期从开工日开始计算，第72个月实现首台机组发电，项目总工期87个月。

开工日条件为：承包商收到全额预付款、场地移交、施工许可和收到开工通知及融资关闭。

争议解决方式：双方约定通过友好协商、争端裁决委员会和仲裁方式解决争端。仲裁地点

为尼日利亚拉各斯，仲裁语言为英语。

四、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该合同履行对公司本年度的资产总额、净资产和净利润等不构成重大影响。

2． 该合同履行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 不会因履行该合同而对合同对方形成依

赖。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该项目实施可能存在的主要风险如下：

1.�汇率风险:�本项目配套资金的一部分将按照尼日利亚央行即期汇率用奈拉支付，存在

奈拉贬值引起的汇率风险，在项目的后续运作实施中需要加强关注。

2.�融资风险：该项目15%配套资金由尼日利亚政府提供，剩余85%项目资金由尼日利亚政

府从中国融资机构获得，融资时间及融资金额具有不确定性。

六、备查文件

合同协议书（英文）。

特此公告。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1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