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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17� � � �证券简称：三元达 公告编号：2017-097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大股东之一致行动人

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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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重大遗漏。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月17日披露了《关于实际控

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司于2017年11月16日收到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周世平

先生的一致行动人红岭控股有限公司的通知， 其于2017年11月10日-2017年11月16日期间，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股票合计2,721,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1%。现将有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周世平先生与红岭控股有限公司一致行动人关系情况说明

红岭控股有限公司为周世平先生控制的公司，其股权关系如下：

（注：周世平、胡玉芳为夫妻关系）

二、本次增持情况

增持日期 增持方式

增持数量

（股）

交易均价

（元/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2017/11/10 集中竞价 1,114,000 13.98 0.4126

2017/11/13 集中竞价 30,600 13.94 0.0113

2017/11/14 集中竞价 711,200 14.06 0.2634

2017/11/15 集中竞价 358,100 13.96 0.1326

2017/11/16 集中竞价 507,700 14.06 0.1880

合计 2,721,600 14.00 1.0080

本次增持前，周世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红岭控股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71,434,83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46%。

本次增持后，周世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红岭控股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74,156,43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7.47%。其中，周世平先生通过普通证券账户直接持有52,077,983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19.29%； 通过信用账户融资融券的方式持有 1,232,235�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46%；通过信托计划的方式持有 8,456,31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13%。红岭控股有限公司持

有12,389,90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59%。

三、后续增持计划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心， 未来周世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不排除进一步增持公

司股份的可能性。

四、其他事项说明

（一）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 周世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红岭控股有限公司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

不减持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三）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文件

的相关规定， 持续关注周世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红岭控股有限公司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417� � � �证券简称：三元达 公告编号：2017-098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大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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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重大遗漏。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近日接到第一大股东周世

平先生通知， 其质押的本公司747万股股票已提前解除质押， 该股份于2016年7月13日开始质

押，质权人为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目前相关质押解除手续已办理完成。此次解除质押的747

万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77%。

截至本公告日，周世平先生个人所持公司股份（含普通账户、融资融券账户）53,310,218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9.74%，其累计质押公司股票共计41,190,100股，占其个人所持公司股

份（含普通账户、融资融券账户）比例为77.26%，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5.26%。

二、备查文件

股份解除质押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417� � � � �证券简称：三元达 公告编号：2017-099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资产出售）

实施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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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重大遗漏。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三元达” ）于2017年5月5日召开的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重组事项的相关议案， 公司以现

金方式向关联方福建三元达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元达控股” ）出售与通讯相关的业

务、资产和负债（特定资产负债除外）（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6年5月4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

露的《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等相关公告）。

根据经以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协议》及方案的要求，公司董事会积

极展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现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说明如下：

一、目前已经完成的事项

1、2017年5月9日，三元达与三元达控股签署了《资产交割协议》，确认以2017年5月9日为

基准日进行标的资产的交割，并共同确认自交割基准日起，三元达不再享有与标的资产有关的

任何权利，也不再承担与标的资产有关的任何义务或责任，与标的资产相关的权利和义务由三

元达控股享有或承担。自2017年5月9日起，标的资产中的各项资产已实际交付三元达控股实际

占有和控制。 2、根据《资产出售协议》，三元达控股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以

现金方式向上市公司支付标的资产转让价款的60%即人民币2,457万元， 三元达控股应于本协

议生效之日起三个月之内， 以现金方式向三元达支付标的资产转让价款的40%即人民币1,638

万元。截至2017年5月23日，三元达控股已支付资产转让价款3,995万元，加上此前于2017年3月

17日支付的资产转让定金100万元，标的资产的对价已经全部支付完毕。

3、2017年5月8日， 交易标的福建三元达科技有限公司完成了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变更手

续并取得了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4、2017年5月10日，交易标的三元达（厦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完成了股权转让的工商登

记变更手续并取得了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5、2017年6月23日，交易双方共同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完成了过渡期间的补充审计并出具了专项审计报告。

6、2017年6月26日，交易标的房屋建筑物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7、截至本公告日，交易标的专利权及专利申请权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8、2017年8月8日， 交易标的北京捷运信通科技有限公司完成了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变更

手续并取得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9、2017年10月17日，交易标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10、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已完成部分车辆的变更登记手续。

二、后续尚需完成的事项

1、交易双方将继续完成剩余车辆、注册商标的变更登记手续。

2、本次交易过程中，公司与三元达控股签署了相关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三元达控

股将继续履行相关承诺。

公司将继续积极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并及时、合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鹏华港股通中证香港银行投资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经理

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7年11月17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港股通中证香港银行投资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基金简称 鹏华香港银行指数（LOF）

基金主代码 501025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

指导意见》等有关法规的规定。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尤柏年

注：-

2.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尤柏年

任职日期 2017-11-17

证券从业年限 13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7年

过往从业经历

尤柏年先生， 国籍中国， 经济学博士，13年证券从业经验。 历任澳大利亚

BConnect公司Apex投资咨询团队分析师，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金融工

程部高级数量分析师、海外投资管理部高级分析师、基金经理助理、华宝兴业

成熟市场基金和华宝兴业标普油气基金基金经理等职；2014年7月加盟鹏华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职于国际业务部，2014年8月起担任鹏华全球高收益债

（QDII）基金基金经理，2014年9月起兼任鹏华环球发现（QDII-FOF）基金基

金经理，2015年7月起兼任鹏华前海万科REITs基金基金经理，2016年12月起

兼任鹏华沪深港新兴成长混合基金基金经理，现同时担任国际业务部副总经

理。尤柏年先生具备基金从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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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411

华宝标普石油指

数基金

2011-09-29 2013-06-18

241002

华宝兴业成熟市

场基金

2011-03-15 2013-06-18

000290

鹏华全球高收益

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人民币现

汇

2014-08-30 -

206006

鹏华环球发现证

券投资基金

2014-09-13 -

184801

鹏 华 前 海 万 科

REITs封闭式混

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2015-07-06 -

001876

鹏华全球高收益

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美元现汇

2015-09-18 -

003835

鹏华沪深港新兴

成长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2016-12-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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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博士、经济学博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是

注：1.�任职日期和离任日期均指公司作出决定后正式对外公告之日；担任新成立基金基

金经理的，任职日期为基金合同生效日。

2.�证券从业的含义遵从行业协会关于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3.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注： -

4.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17日

鹏华港股通中证香港中小企业投资主

题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经理

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7年11月17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港股通中证香港中小企业投资主题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基金简称 鹏华香港中小企业基金（LOF）

基金主代码 501023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

指导意见》等有关法规的规定。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尤柏年

注：-

2.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尤柏年

任职日期 2017-11-17

证券从业年限 13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7年

过往从业经历

尤柏年先生， 国籍中国， 经济学博士，13年证券从业经验。 历任澳大利亚

BConnect公司Apex投资咨询团队分析师，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金融工

程部高级数量分析师、海外投资管理部高级分析师、基金经理助理、华宝兴业

成熟市场基金和华宝兴业标普油气基金基金经理等职；2014年7月加盟鹏华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职于国际业务部，2014年8月起担任鹏华全球高收益债

（QDII）基金基金经理，2014年9月起兼任鹏华环球发现（QDII-FOF）基金基

金经理，2015年7月起兼任鹏华前海万科REITs基金基金经理，2016年12月起

兼任鹏华沪深港新兴成长混合基金基金经理，现同时担任国际业务部副总经

理。尤柏年先生具备基金从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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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411

华宝标普石油指

数基金

2011-09-29 2013-06-18

241002

华宝兴业成熟市

场基金

2011-03-15 2013-06-18

000290

鹏华全球高收益

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人民币现

汇

2014-08-30 -

206006

鹏华环球发现证

券投资基金

2014-09-13 -

184801

鹏 华 前 海 万 科

REITs封闭式混

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2015-07-06 -

001876

鹏华全球高收益

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美元现汇

2015-09-18 -

003835

鹏华沪深港新兴

成长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2016-12-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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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博士、经济学博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是

注：1.�任职日期和离任日期均指公司作出决定后正式对外公告之日；担任新成立基金基

金经理的，任职日期为基金合同生效日。

2.�证券从业的含义遵从行业协会关于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3.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注： -

4.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17日

鹏华兴锐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7年11月1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兴锐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鹏华兴锐定期开放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2914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

指导意见》等有关法规的规定。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基金经理离任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汤志彦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李君

注：-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汤志彦

任职日期 2017-11-17

证券从业年限 7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

过往从业经历

汤志彦先生，国籍中国，理学硕士，7年证券基金从业经验。历任SAP中国研究

院项目经理，伊藤忠IT咨询顾问，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彤源投资

有限公司高级研究员；2017年2月加盟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任绝对收益

投资部基金经理助理/资深研究员，从事投资、研究工作；2017年7月起担任鹏

华弘益混合基金基金经理。汤志彦先生具备基金从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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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336

鹏华弘益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2017-07-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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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研究生、理学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是

注：1.�任职日期和离任日期均指公司作出决定后正式对外公告之日；担任新成立基金基

金经理的，任职日期为基金合同生效日。

2.�证券从业的含义遵从行业协会关于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3.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李君

离任原因 公司工作安排

离任日期 2017-11-17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否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

注： 李君仍担任鹏华弘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弘润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鹏华弘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兴利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

基金、鹏华兴华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兴益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

基金、鹏华兴盛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兴康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聚财通货币市场基金、 鹏华弘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

理。

4.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17日

证券代码：603042� � � � �证券简称：华脉科技 公告编号：2017-040

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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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7月10日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详见2017年7

月13日 《华脉科技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07））。

根据上述决议及授权事项，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有关进展情况

如下：

一、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进展情况

币种：人民币

投资主体 产品名称

投资金额（万

元）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收益率

中国民生银行

与利率挂钩的结

构性产品

（CNYS174673

5）

6000 2017年11月14日 2017年12月21日 4.1%

南京银行

珠联璧合-月稳

鑫1号

3000 2017年11月15日 2017年12月20日 3.4%

二、风险控制措施

为加强募集资金管理，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 将严格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在购买理财产品

存续期间，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保障资金安全。

三、备查文件

1、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签订的《理财产品合同（机构版）》

2、公司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珠联璧合-季稳鑫1号“保本人民币理财产

品》。

特此公告。

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1�月17日

证券代码：603042� � � �证券简称：华脉科技 公告编号：2017-041

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证券管理部办公地址及联系方

式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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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工作需要，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公司证券管理部搬迁至

新的办公场所，现将新办公地址及联系方式公告如下：

办公地址：南京市江宁区东山工业集中区丰泽路66号华脉国际广场

投资者咨询热线：025-52707616� � � � � � � � � � � �传真号码：025-52707915

公司注册地址、电子邮箱均保持不变。

以上变更后的办公地址和投资者联系方式将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正式启用， 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1月17日

证券代码：600743� � � �证券简称：华远地产 编号：临2017-051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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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北京首创阳光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首创阳光” ）持有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131,281,700股，占本公

司总股本的5.596%。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首创阳光计

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410万股本公司股份，减持比例不超过本公司总

股本的0.601%。

本公司于2017年11月16日收到本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首创阳光发来的《关于减持华远地

产股份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名称：北京首创阳光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二）股东持有股份的总数量、持股股份的具体来源：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首创阳光持有本公司131,281,7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596%。

本公司于2008年8月实施完成重大资产重组暨股权分置改革，由湖北幸福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本公司原名称）重大资产出售暨定向发行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北京市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原北京华远” ）。首创阳光作为原北京华远股东，在此次重大资产重组后变更为

本公司股东，持有本公司70,090,695股。该股份在经过公司历年利润分配送股后于2013年5月变

更为163,727,483股，部分减持后，至2015年5月31日持有本公司股份120,440,000股，在参与本公

司2016年度配股后，自2016年7月至其前次减持计划（减持时间区间为2017年5月16日至2017年

11月15日） 实施前持有本公司股份156,572,000股， 前次减持计划实施后至今持有本公司股份

131,281,700股。

（三）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过去十二个月内累计减持情况：

首创阳光过去十二个月内累计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25,290,3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1.0780%。

本公司已于2017年4月21日、22日，先后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了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临2017-019号）

及其《补充公告》（临2017-020号）。首创阳光计划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6

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3,900万股本公司股份，任意连续3个月内通

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会超过本公司股份总数的1%。

于2017年11月16日披露了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实施结果的公告》（临

2017-050号）。首创阳光在此次减持计划可实施期间（2017年5月16日至11月15日），累计减持

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25,290,3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0780%。具体减持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

北京首创阳光房地产有限责任

公司

2017-6-12至

2017-6-28

集中竞价 4.21至4.30 23,452,000 0.9996

2017-11-08至

2017-11-13

集中竞价 4.16至4.17 1,838,300 0.0784

合计 25,290,300 1.0780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减持的股份数量、减持期间（不超过六个月）、价格区间等具体安排：

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首创阳光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大

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410万股本公司股份，减持比例不超过本公司总股本的0.601%。

（二）本次拟减持事项是否与相关股东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

首创阳光于2008年8月参与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股权分置改革时承诺：自本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在36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2011年8月上述承诺到期之

时，首创阳光继续承诺自2011年8月29日起至2012年8月28日止一年内不减持所持本公司股份；

2016年3月8日，首创阳光承诺12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本公司股份；2016年7月6日，首创阳光承诺

在本公司2016年度配股获配股份上市之日起6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上述承诺事

项至2017年3月7日全部履行完成。

首创阳光本次减持计划与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

（三）拟减持的原因：首创阳光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三、相关风险提示

首创阳光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11月17日

证券代码：603637� � � �证券简称：镇海股份 公告编号：2017-039

镇海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科合资广东炼化一体化项目设计、采购、施工（EPC）总承包第五标段中标

候选人公示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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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1月14日至2017年11月15日，镇海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

公司"）参与了中科合资广东炼化一体化项目设计、采购、施工（EPC）总承包第五标段的公开

招标。2017年11月16日，招标人中科（广东）炼化有限公司公示了中科合资广东炼化一体化项

目设计、采购、施工（EPC）总承包第五标段的中标候选人，本公司被确定为第一中标候选人，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1、招标项目名称：中科合资广东炼化一体化项目设计、采购、施工（EPC）总承包第五标

段。

2、招标项目建设地点：广东省湛江市东海岛中科炼化基地。

3、招标项目计划工期：634天。

4、 招标项目包括的主要装置：3×13万吨/年硫磺回收装置、100+120吨/时酸性水汽提装

置、450+700吨/时溶剂再生装置、1#污水提升池、20#污水提升池。

5、招标项目的招标范围：本标段相应装置及本项目部分配套系统工程的批复的基础设计

范围内的全部内容以及完成工程内容所需的各项措施及技术服务等，包含详细工程设计、物资

采购、工程施工、各类检验、检测及技术服务、机械竣工等全部工作以及试车和开车过程中必要

的服务。并对EPC总承包工程的质量、HSE、进度、费用等全面负责。

二、项目的公示内容

本公司投标报价金额为人民币549,980,516元（不含税价）。具体公示内容详见中国石化电

子 招 标 投 标 交 易 网 （https://ebidding.sinopec.com/TPWeb4AAA/InfoDetail/?

InfoID=46cb0574-8c3f-4757-804f-e01c9e97dcd4&CategoryNum=002003）。

三、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中标签约后，其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在石油化工行业硫磺回收领域的技术提升、业

务发展及市场拓展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上述总承包项目的履行预计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

产生积极影响。

四、风险提示

目前，本项目尚处于中标候选人公示阶段，其中标、签约等后续工作尚具有一定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实际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镇海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1月17日

证券代码：002310� � � �股票简称：东方园林 公告编号：2017-150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荆州区乡镇污水治理工程PPP项目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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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东方园林"）于近日收到湖北省荆州

区重大项目（含PPP项目）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招标人"或"甲方"）发来的《成

交通知书》，确认公司为荆州区乡镇污水治理工程PPP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的中标联合

体。

一、中标项目主要内容

1.项目名称：荆州区乡镇污水治理工程PPP项目

2.中标联合体：牵头人--中山市环保产业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

份有限公司

3.总投资：12,520.73万元

4.项目概况：本项目由荆州区川店镇、弥市镇、八岭、马山、菱角湖等污水处理厂及李埠镇

截污管网工程组成

5.合作模式：本项目分为BOT（建设-运营-移交）模式和EPC（设计-采购-施工）+委托

运营模式

6.合作期限：本项目合作期限为25年（其中建设期1年，运营期24年）

7.出资比例：政府方代表股权比例为7.8%，社会资本方股权比例为92.2%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荆州地处长江中游、湖北省中南部，全市面积1.41万平方公里，总人口658万，下辖8个县市

区和3个功能区。2016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726.8亿元，增长7.3%。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1亿

元，增长18%；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56亿元，增长11.6%；地方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15.45亿元，增长11.6%；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27666元、14707

元，增长9%和7.1%。

（以上信息来自荆州市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jingzhou.gov.cn/）

关联关系：甲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公司与交易对方未发生过类

似业务。

三、联合体成员基本情况及职责分工

1、公司名称：中山市环保产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邓少林

注册资本：22134.472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广东省中山市孙文东路濠头路段宏兴楼二楼

经营范围：承接环境污染防治工程、市政工程、建筑工程、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以上项

目与资质证同时使用，不涉及外商投资产业禁止、限制类）；机电安装工程（不含电力承装承

修）；环保工程技术咨询、设计；环保高新技术及设备的开发与研究；园林环境景观的设计；园

林绿化工程；绿化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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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园林持有中山市环保产业有限公司100%股权。

2、联合体内部各自按下列分工负责本项目工作：

牵头人--中山市环保产业有限公司负责本项目设计、设备材料采购、设备监造、施工、项

目运营管理等工作，持股占项目公司的82.98%；

联合体成员--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负责本项目融资、项目监管工作，持股占

项目公司的9.22%；

政府方代表在项目公司中占股7.8%。

四、中标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总投资额约12,520.73万元，签订正式合同并顺利实施后，将为中山环保和公司的持

续发展提供业务支持，并为公司后续PPP项目的开拓和合作提供更多的经验，对公司未来业绩

产生长期积极的影响。

五、项目履行风险提示

1、接到中标通知书后，公司还需与招标人谈判并签署PPP项目合同，并依据该合同组建项

目公司。每个环节的工作推进受多方因素影响，时间上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存在最终签署的

PPP项目合同所约定的项目投资金额、建设工期等与中标通知书内容不一致的风险。

2、项目公司的成立时间受各方工作进度影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3、公司本次以联合体的形式参与该项目，具体负责的项目投资金额取决于项目公司、东方

园林和中山环保签署的施工合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4、施工项目的付款方式、回款期限及回款保障以各方签署的合同为准，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

5、本项目的履行将占用公司一定的流动资金。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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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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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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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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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含本数）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7年11月16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7年11月15日－2017年11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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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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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15:00至2017年11月16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珠海市香洲区珠海大道3883号01栋7楼公司会议室

4、召集人：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兼总经理严伟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17年11月13日（星期一）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票上市规则》、《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10人，代表股份数

为837,860,11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82.7905%。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3人，代表股份数为774,185,348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76.4987%。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根

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7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63,

674,76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2918%。

4、中小投资者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8人，代表公

司股份数为64,173,75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3411%。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

代理人1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498,98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493%；

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共计7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63,674,764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2918%。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的议案及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42,461,9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64,173,751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本议案关联股东珠海赛纳打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的股

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再次延长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837,860,11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64,173,751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本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再次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非公开发行股

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837,860,11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64,173,751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本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潘渝嘉、陈俊宇

3、结论意见：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及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召集人资格、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 《公司法》、《证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

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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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7.6万股限制性股票的

减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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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10月3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2017年11月16日召开的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公司股权激励对象蒲宏礼、卓开

龙、冯萃卓、李磊4人因离职不符合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公司决

定回购注销4名已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7.632万股。本次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后，公司总股本从101,202.4028万股减少至101,194.7708万股，公司注册

资本从101,202.4028万元减少至101,194.7708万元。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具体详见

2017年10月31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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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回购注销及减资将按

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本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