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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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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17年9月18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

会第八次会议、2017年10月10日召开的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广

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相关议案，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作为委托人与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信托合同，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中航信托o天启【2017】491号众生药业员工持股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信托文件》。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尚未购买本公司股票，公司将根据本次员工持股

计划实施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

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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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权益变动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华闻传媒” ）于2017年11月18日

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披露了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进展情况暨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7-101）和国广环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广资产” 或“信息披露义务人” ）出

具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自2017年5月15日至2017年11月17日，国广资产累计直接增持公

司股份17,987,714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0.90%；通过“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四川信托·星光5

号单一资金信托”（以下简称“星光5号” ）累计间接增持公司股份78,506,261股，占公司已发行

股份的3.92%；通过“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永盈1号单一资金信托”（以下简称“永盈1

号” ）累计间接增持公司股份3,570,800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0.18%；合计增持公司股份100,

064,775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5.00%。

2017年11月22日，公司收到国广资产出具的补充相关内容后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对其本次权益变动资金来源进行补充说明。现将相关情况补充公告如下：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第五章 本次权益变动资金来源”补充后的内容如下：

“一、资金总额及来源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筹备用于购买华闻传媒股份的资金总额约为180,870.09万元，全部来源于

自有资金、信托机构融资及股东借款，其中：自有资金77,870.09万元，信托机构融资60,000万元，

股东借款43,000万元。本次用于购买华闻传媒已发行股份的5.00%的资金总额约为111,598.50万

元。

二、资金支付方式

国广资产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主要是通过国广资产自有证券账户、 星光5号及永盈1号在二

级市场买入华闻传媒股票。星光5号信托计划采取的是分级的方式，资金总额90,000万元，其中：

国广资产是星光5号的劣后委托人，出资30,000万元；浦发银行天津分行是星光5号的优先委托

人，出资60,000万元，优先委托人的预期收益率符合市场常规水平。永盈1号资金总额72,000万

元，国广资产作为单一投资人、委托人，资金来源于国广资产自有资金29,000万元及国广资产

两家股东借款合计43,000万元（其中阜宁永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借款29,000万元，国广环球传

媒控股有限公司借款14,000万元）。”

具体补充修改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国广资产出具的补充后的《详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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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继续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华闻传媒” ）于2017年11月22日

收到控股股东国广环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广资产” ）的告知函，其于近日继续

直接增持公司股份3,751,400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0.19%），并通过“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永盈1号单一资金信托”（以下简称“永盈1号” ）增持公司股份7,876,038股（占公司已

发行股份的0.39%）。现就其本次增持公司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

国广资产。

二、增持方式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竞价方式买入公司股票。

三、增持股份的数量及比例

国广资产直接增持公司股份3,751,400股， 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0.19%， 交易金额39,979,

892.50元；通过永盈1号增持公司股份7,876,038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0.39%，交易金额81,997,

914.72元。

本次增持前后，国广资产均是公司第一大股东及控股股东，其持股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账户名称

本次增持前 本次增持 本次增持后

数量(股) 持股比例 数量(股) 持股比例 数量(股) 持股比例

国广资产

国广资产 164,487,844 8.22% 3,751,400 0.19% 168,239,244 8.41%

四川信托有限公

司－四川信托?星

光5号单一资金信

托

78,506,261 3.92% 78,506,261 3.92%

永盈1号 3,570,800 0.18% 7,876,038 0.39% 11,446,838 0.57%

合计 246,564,905 12.32% 11,627,438 0.58% 258,192,343 12.90%

四、其他说明

（一）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华闻传媒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三）国广资产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华闻传媒股份。

国广资产如继续增持公司股份，公司将继续关注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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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筹划重组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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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11月22日收到控股股东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电信科研院"）通知，电信科研院正在筹划重组事宜，重组方

案尚未确定，方案确定后尚需获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准。

目前，公司控股股东电信科研院持有本公司83,023,194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2.76%，国务

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根据该通知，电信科研院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数

量及股权比例不发生变化，公司实际控制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不会变化。

上述事项目前不涉及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亦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构成

重大影响。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披露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22日

股票简称：深南电A、深南电B； 股票代码：000037、200037； 公告编号：2017-075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管换届工作的

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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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11月17日先后召开2017年度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和《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等各项议案，产生了第八

届董事会和监事会，选举了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和第八届监事会主席，聘任了第八

届董事会秘书和新一届经营班子成员，顺利完成了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管换届工作。第八

届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班子组成如下：

一、第八届董事会

董事长 ：李新威先生

副董事长 ：李洪生先生

董事会成员：李新威先生、李洪生先生、陈玉辉先生、强文桥先生、于春玲女士、巫国文先

生、莫建民先生（独立董事）、陈泽桐先生（独立董事）、廖南钢先生（独立董事）

董事会秘书：张 杰女士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中，周群先生、陈丽红女士、林青女士、李正先生（独立董事）、王

晓东先生（独立董事）、王军生先生（独立董事）、唐天云先生（独立董事）、潘承伟先生（独立

董事）因任期届满，不再担任公司董事、独立董事职务。除了林青女士继续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外，上述其他人员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上述人员在任职公司董事、独立董事期间，勤勉尽

责，忠于职守，认真严谨地履行了董事、独立董事的应尽职责,为公司努力摆脱经营困境、谋求

健康持续发展、不断提升规范治理水平、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而建言献策，做出了积极的

贡献。公司董事会谨向上述人员致以衷心的感谢！

二、第八届监事会

监事会主席：叶启良先生

监事会成员：叶启良先生、熊庆胜先生、潘沙女士、梁建强先生（职工监事）、彭勃先生（职

工监事）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成员中，赵祥智先生、马凤鸣女士、嵇元弘女士、彭斯琦先生、丁伟利先

生（职工监事）、严平先生（职工监事）、张云龙先生（职工监事）因任期届满，不再担任公司

监事职务。丁伟利先生、严平先生、张云龙先生作为公司职工继续在公司任职，上述其他人员

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上述人员在任职公司监事期间，勤勉尽责，忠于职守，依法依规地履

行了监事的应尽职责,为提升公司规范治理水平、有效防范经营风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公司

谨向上述人员致以衷心的感谢！

三、新一届经营班子

总经理：陈玉辉先生；常务副总经理：巫国文先生，副总经理：林青女士、张杰女士，财务总

监：戴锡机先生

朱伟先生因到龄退休，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也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黄健先生

因工作调动，不再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也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上述人员在任职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期间，认真严谨地履行了岗位应尽的职责,为公司努力摆脱经营困境、谋求健康持

续发展付出了大量心血，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公司董事会谨向上述人员致以衷心的感谢！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监事会和新一届经营班子将本着对全体投资者和员工高度负责的宗

旨，依法依规，勤勉尽责，认真履行公司《章程》所赋予的神圣职责，为实现公司的健康、可持

续发展而努力。

特此公告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附件：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监事会、高管简历

一、第八届董事会成员简历：

李新威先生：1965年出生，高级会计师，厦门大学研究生毕业、工商管理硕士。1984年至

1992年任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会计部主任；1992年至1995年先后担任深圳市万山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深圳市龙岗交通实业发展公司财务部干部；1995年至2004年历任深圳市

能源总公司财务部干部、深圳妈湾电力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深圳能源集团发电分公司总会

计师兼财务部部长、深圳能源集团资金办公室副主任（正部级）、深圳妈湾电力有限公司常务

副总经理等职；2004年至2006年，曾任惠州市城市燃气发展公司董事长；2006年至2017年8月任

深圳能源财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2015年起兼任四川深能电力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2017

年8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董事长。

李新威先生的教育背景、专业能力和从业经验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资格，不存在上述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与公司股东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

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利益冲突。

李洪生先生:� 1963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2004年11月起，任深圳市广聚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深圳市洋润投资有限公司董

事长；2007年12月至今任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广聚能源（香港）有限公

司董事；2011年1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副董事长。

李洪生先生的教育背景、专业能力和从业经验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资格，不存在上述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与公司股东深圳广聚实业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

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利益冲突。

陈玉辉先生：1965年出生，高级工程师，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并先后获得船舶动力专业学

士学位（本科学历）和振动冲击噪声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学历）。1989年，在沈阳黎明燃机

公司检修部工作；1989年12月至2006年6月在深能集团月亮湾电厂工作， 历任运行部值长、总

师办专工、检修部副部长、副厂长、厂长等职；2006年6月至2014年7月在深圳能源集团东部电

厂工作，历任副总经理、运行总监；2014年7月至2017年8月任珠海深能洪湾电力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党支部书记；2017年8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兼任深南电（中山）电力有限

公司、深南电（东莞）唯美电力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玉辉先生的教育背景、专业能力和从业经验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资格，不存在上述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与公司股东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

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利益冲突。

强文桥先生：1969年出生，硕士，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电机专业。1991年起在深圳妈湾电

力有限公司任职，2006年起任深圳市能源集团燃料管理部副部长，2008年起先后任深圳能源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经理、产权法律部总监，产权法律部总经理，现任深圳能源集团燃料物

资部总经理，兼深圳能源集团燃料分公司总经理。2014年11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强文桥先生的教育背景、专业能力和从业经验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资格，不存在上述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与公司股东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

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利益冲突。

于春玲女士：1965年出生，高级工程师，北京大学在职经济学硕士，毕业于武汉水利电力

学院电厂建筑结构工程专业。历任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工程部技术员、土建合同工程师，深

圳市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业务副主任、主任、燃

料贸易部部长、计划发展部部长，深圳抽水蓄能电站筹建办公室主任，现任深圳能源（香港）

国际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

于春玲女士的教育背景、专业能力和从业经验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资格，不存在上述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与公司股东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及香港南海洋行（国际）有

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

票； 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利益冲突。

巫国文先生： 1965年出生，本科。1994年起，在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工作。2008年

至2010年11月，在深圳市亿升液体仓储有限公司工作，任副总经理；2010年12月至2016年3月，

在深圳广聚房地产有限公司工作，先后任常务副总经理，法人代表、执行董事、总经理；2013年

8月至今任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监事；2016年4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常务副总

经理。

巫国文先生的教育背景、专业能力和从业经验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资格，不存在上述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与公司股东深圳广聚实业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

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利益冲突。

莫建民先生：1966年出生，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税务师，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中国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毕业于南昌大学法律专业。1985年3月至1996年10月，历任江西省铜鼓县税

务局副所长、所长，地方税务局直属分局副局长、税政征管发票科科长；1996年11月至1999年10

月，任深圳同人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1999年10月至2001年3月，任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项目

经理；2001年4月至2003年12月，任深圳市兰光企业集团投资经理；2004年1月至2010年12月，任

深圳金牛会计师事务所所长；2011年1月至2012年10月，任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分所

合伙人；2012年11月至2014年5月， 任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2014年6月至今任大华会

计师事务所合伙人。

莫建民先生的教育背景、专业能力和从业经验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深圳南山

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及独

立性的要求，不存在上述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

情形；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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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

戒对象；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

陈泽桐先生：1970年出生，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学士，香港大学法学硕士，吉林大学法学博

士。1994年至2003年，于深圳中级人民法院房地产审判庭任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判员；2003

年至2006年，于经济审判庭任审判长；2002年7月至8月，在香港高等法院实习，任司法助理；

2006年至2010年，于民七庭（公司清算与破产审判庭）任副庭长，其中2006年6月至2008年8月

主持该庭工作。2010年至2012年，任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2012年至今，任北京市君泽

君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现为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深圳仲裁委员会仲裁

员，兼任上市公司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A股000050）独立董事、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

有限公司（A股600293）独立董事、新体育集团有限公司（HK00299）独立董事及非上市公司

富德保险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生命保险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陈泽桐先生的教育背景、专业能力和从业经验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深圳南山

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及独

立性的要求，不存在上述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

情形；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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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

戒对象；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

廖南钢先生：1970年出生，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学士。1992年至2000年，任深圳市南山区人民

法院助理审判员、审判员；2001年至2004年，任广东中安律师事务所律师；2004年至2013年，任

广东浩晖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2013年至今，任广东冠景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2008年

至今兼任深圳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具有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曾为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部)等上市公司提供系统性法律服务，并担任上市公司茂业商业

股份有限公司（600828）独立董事。2013年11月至今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廖南钢先生的教育背景、专业能力和从业经验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深圳南山

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及独

立性的要求，不存在上述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

情形；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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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

戒对象；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

二、董事会秘书简历：

张杰女士:� 1968年出生，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北京大学心理学硕士。先后就读于郑州大

学外语系英美文学专业、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应用心理学专业。1990年在河南省地震局从事翻

译工作。1990年10月起入职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曾在财务部和办公室工作。1993年起

历任公司秘书、办公室主任、总经理助理、员工监事等职。2006年12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2015年12月23日至今兼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现兼任深圳深南电环保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南

能源（新加坡）有限公司董事。2010年11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书》（证书编号x1004006），2015年11月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 《董事会秘书培训证书》

（证书编号2015-1B-011）。

张杰女士的教育背景、专业能力和从业经验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资格和条件，不存在上述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

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的情形；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

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个人持有公司A股股票17,

325股； 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

评；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利益冲突。

三、监事会成员简历：

叶启良先生： 1963年出生，中共党员，大专。1997年3月至1999年2月，在深圳市深南石油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任投资部文员；1999年2月至2009年6月，在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工作，先后任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董事会秘书处副主任，证券事务代表；2012年7月至

今任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2009年7月至2016年3月， 先后任深圳市南山石

油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总支委员；2016年4月至今任本公司党总支书记、工会主席,兼任深南

电（东莞）唯美电力有限公司董事、深圳深南电燃机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叶启良先生的教育背景、专业能力和从业经验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资格和条件，不存在上述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

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情形；与公司股东深圳广聚实业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

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利益冲突。

熊庆胜先生：1973年出生，工程师，律师，四川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1992年7月至2005

年12月，在深圳能源集团下属妈湾电厂从事运行和基层管理工作；2005年12月至2008年4月，任

深圳能源集团董事会秘书处法律秘书、业务副主任；2008年4月至2014年3月，任深圳能源集团

董事会办公室高级法律顾问；2014年3月至今，任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投

资者关系高级经理。

熊庆胜先生的教育背景、专业能力和从业经验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资格，不存在上述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

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情形；与公司股东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

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利益冲突。

潘沙女士：1972年出生，审计师，武汉大学审计学专业本科。1995年7月至2000年4月，深圳

市能源总公司监审部干部；2000年4月至2008年4月，任能源集团审计部业务副主任、监察审计

部业务副主任、业务主任、审计部业务主任；2008年4月至2014年12月，任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审计管理部高级审计师、审计管理师；2014年12月至今，任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审计管理部审计高级经理。

潘沙女士的教育背景、专业能力和从业经验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资格，不存在上述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担

任上市公司监事的情形；与公司股东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

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利益冲突。

梁建强先生：1968年出生，工程师，本科学历。199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核能及

热能利用专业。1991年至1998年，在深圳月亮湾燃机电厂工作，历任运行部燃机专工、检修部

燃机分部长、检修部策划专工等职；1998年7月起调入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

检修部副部长、检修部长、运行部副部长、生产管理部长兼安全主任；2005年至2013年任公司

生产技术部部长兼安全主任；2014年11月至2017年11月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员工代表监事。

2013年12月至今任南山热电厂副厂长，2017年10月13日起代理南山热电厂厂长职责。现兼任深

圳深南电环保有限公司董事。

梁建强先生的教育背景、专业能力和从业经验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资格和条件，不存在上述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

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情形；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

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最近三年未受

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利益冲突。

彭勃先生：1973年出生，高级经济师、工程师，硕士研究生。1994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电

力系统自动化专业， 后攻读华中科技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并获得硕士学位。1994年起进入深圳

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燃机热控检修专业工程师、劳资主管、办公室主任助理、人

力资源部副部长等职务；2007年4月至2013年12月，任人力资源部部长，期间兼任下属企业中山

中发电力公司监事；2011年5月至2014年11月，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员工代表监事；2013年12月

至今，任南山热电厂副厂长；2017年10月13日起代理深圳深南电环保有限公司总经理职责。

彭勃先生的教育背景、专业能力和从业经验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资格和条件，不存在上述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

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情形；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个人持有公司A股股票1,527股；最

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利益冲突。

四、经营班子成员简历：

陈玉辉先生： 1965年出生，高级工程师，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并先后获得船舶动力专业

学士学位（本科学历）和振动冲击噪声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学历）。1989年，在沈阳黎明燃

机公司检修部工作；1989年12月至2006年6月在深能集团月亮湾电厂工作，历任运行部值长、总

师办专工、检修部副部长、副厂长、厂长等职；2006年6月至2014年7月在深圳能源集团东部电厂

工作，历任副总经理、运行总监；2014年7月至2017年8月任珠海深能洪湾电力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党支部书记；2017年8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兼任深南电（中山）电力有限公

司、深南电（东莞）唯美电力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玉辉先生的教育背景、专业能力和从业经验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资格和条件，不存在上述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

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与公司股东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

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最近三年未受到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利益冲突。

巫国文先生:� 1965年出生，本科。1994年起，在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工作。2008年

至2010年11月，在深圳市亿升液体仓储有限公司工作，任副总经理；2010年12月至2016年3月，

在深圳广聚房地产有限公司工作，先后任常务副总经理，法人代表、执行董事、总经理；2013年

8月至今任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监事；2016年4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常务副总

经理。

巫国文先生的教育背景、专业能力和从业经验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资格和条件，不存在上述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

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与公司股东深圳广聚实业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

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最近三年未受到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利益冲突。

林青女士:� 1964年出生，高级工程师，湖南大学电力工程硕士。1985年至1990年，在长沙水

电师范学院电力系任教。1990年至1991年， 在广东大亚湾核电站工程部工作。1991年12月起历

任深圳能源总公司综合处秘书、业务主任；深圳市西部电力公司办公室主任；深圳市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党群部部长、机关工会主席、办公室主任、办公室党支部书记、工会办主任、党委委

员、总经理助理等职。2003年10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2015年4月至2017年11月任本公司董

事。

林青女士的教育背景、专业能力和从业经验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资格和条件，不存在上述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

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与公司股东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

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最近三年未受到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利益冲突。

张杰女士:1968年出生，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北京大学心理学硕士。先后就读于郑州大学

外语系英美文学专业、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应用心理学专业。1990年在河南省地震局从事翻译

工作。1990年10月起入职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曾在财务部和办公室工作。1993年起历

任公司秘书、办公室主任、总经理助理、员工监事等职。2006年12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2015年12月23日至今兼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现兼任深圳深南电环保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南

能源（新加坡）有限公司董事。

张杰女士的教育背景、专业能力和从业经验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资格和条件，不存在上述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

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个人持有公司A股股票

17,325股； 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

批评；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利益冲突。

戴锡机先生：1969年出生，本科，高级会计师。1992年7月至1996年12月，任深圳妈湾电力有

限公司妈湾发电总厂会计；1997年1月至1998年7月， 任能源总公司发电分公司财务部会计；

1998年7月至1999年12月，任能源集团公司计财部会计；1999年12月至2007年12月，历任妈湾发

电总厂财务部副部长、计财部部长；2008年1月至2008年8月，任深圳妈湾电力有限公司财务部

部长；2008年8月至9月，任滨海电厂筹建办公室干部；2008年9月至2014年7月，任深圳能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财务部高级经理；2011年2月至今兼任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燃料分公司财务管理部经理；2014年7月至今任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燃料分公司副总

经理。

戴锡机先生的教育背景、专业能力和从业经验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资格和条件，不存在上述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

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与公司股东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

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最近三年未受到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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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Avolon� Holdings�

Limited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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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渤海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渤海金控"）于2017年4月24日、5月16日

分别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及下属

子公司2017年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17年4月26日、5月17日在《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2017-070、2017-093、

2017-100号公告。

根据上述审议授权事项，2017年公司全资子公司Avolon� Holdings� Limited （以下简称

"Avolon"）及其下属子公司对Avolon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或其SPV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70亿美

元,授权期限至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一、担保情况概述

由于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全资子公司Avolon之全资子公司Avolon� Aerospace� Leasing�

Limited（以下简称"AALL"）及Avolon全资子公司HKAC� Holdings� (Ireland)� Limited［以下简

称"HKAC� Holdings� (Ireland)"］之全资子公司Avolon� Aerospace� (Funding12)� Limited［以下简

称"Aerospace� (Funding� 12)"］于2017年11月21日与管理机构GUGGENHEIM� CORPORATE�

FUNDING,� LLC、代理机构WELLS� FARGO� BANK� NORTHWEST,� NATIONAL� ASSO-

CIATION （以下简称"WELLS� FARGO"） 及贷款银团签署了贷款协议， 银团为Aerospace�

(Funding� 12)提供总额不超过27,500万美元信用贷款额度，HKAC� Holdings� (Ireland)以其持有

的13架飞机资产提供质押保证担保。 为支持上述融资业务顺利开展，Avolon及其全资子公司

AALL共同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同时，HKAC� Holdings� (Ireland) 与WELLS�

FARGO签署了股权质押协议，HKAC� Holdings� (Ireland)以其持有的Aerospace� (Funding� 12)

100%股权为上述贷款提供质押担保。

截止本公告日，Avolon及其下属子公司对Avolon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或其SPV已使用2017

年度担保授权额度301,151.51万美元（不含本次担保金额）。 本次Avolon及其下属子公司为

Aerospace� (Funding� 12)提供的担保金额纳入2017年度Avolon及其下属子公司对Avolon全资

或控股子公司或其SPV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70亿美元担保额度内。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此事项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Avolon� Aerospace� (Funding12)� Limited；

2.成立日期：2017年9月29日；

3.注册地址：The� Oval,� Building� 1,� Shelbourne� Road,� Ballsbridge,� Dublin� 4,� Ireland；

4.已发行股本：普通股250股；

5.经营范围：飞机租赁业务及相关融资业务；

6.企业类型：Exempted� company� incorporated� in� the� Cayman� Islands� with� limited� liabil-

ity；

7.股本结构：HKAC� Holdings� (Ireland)� Limited持股100%.

三、担保的主要条款

1.担保方式：股权质押担保及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自融资协议项下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

3.担保金额：27,500万美元；

4. 本次担保审批程序及相关授权： 本次Avolon、AALL及HKAC� Holdings� (Ireland)为

Aerospace� (Funding� 12)提供的担保金额纳入2017年度Avolon及其下属子公司对Avolon全资

或控股子公司或其SPV总计不超过70亿美元担保额度内。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股

则》的相关规定，此事项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四、董事会意见

Avolon、AALL及HKAC� Holdings� (Ireland)为Aerospace� (Funding� 12)提供上述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及股权质押担保系支持其开展租赁业务，Aerospace� (Funding� 12) 系HKAC� Holdings�

(Ireland)为操作飞机租赁业务设立的全资特殊目的子公司，拥有飞机租赁业务中飞机资产的

实际经济利益，具备稳定的收入，偿债能力稳定可靠。本次担保有助于增强HKAC� Holdings�

(Ireland)资金实力并提升其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促进HKAC� Holdings� (Ireland)的业务拓展，

担保风险可控，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本次担保不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前12个月内公司累计发生担保金额为11,143,713.18万元，均为对合并报表

范围内子公司担保， 其中公司对天津渤海之全资子公司香港渤海租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发

生担保金额约434,060万元人民币、49,900万美元（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1：6.6290计算折合人

民币330,787.10万元）；天津渤海对其全资SPV公司发生担保金额约567,631.81万元人民币、32,

250万美元（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1：6.6.6290计算折合人民币213,785.25万元），对全资子公司

香港渤海租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担保金额82,800万美元（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1：6.6290计算

折合人民币548,881.20万元）和24,170万欧元（以欧元兑人民币汇率1：7.7836计算折合人民币

188,129.61万元），HKAC和Avolon对其全资或控股SPV或其子公司担保金额约1,336,617.62万

美元（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1：6.6290计算折合人民币8,860,438.21万元）。

本次担保发生后，公司截止公告日前12个月内公司累计发生担保金额为11,326,010.68万

元，占2016年度公司经审计总资产约52.28%，均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担保，其中公司对

天津渤海之全资子公司香港渤海租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发生担保金额约434,060万元人民

币、49,900万美元（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1：6.6290计算折合人民币330,787.10万元）；天津渤海

对其全资SPV公司发生担保金额约567,631.81万元人民币、32,250万美元（以美元兑人民币汇

率1：6.6.6290计算折合人民币213,785.25万元），对全资子公司香港渤海租赁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担保金额82,800万美元（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1：6.6290计算折合人民币548,881.20万元）和

24,170万欧元 （以欧元兑人民币汇率1：7.7836计算折合人民币188,129.61万元），HKAC和

Avolon对其全资或控股SPV或其子公司担保金额约1,364,117.62万美元 （以美元兑人民币汇

率1：6.6290计算折合人民币9,042,735.71万元）。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或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的担保的

情况。

特此公告。

渤海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1月22日

证券代码：000415� � � �证券简称：渤海金控 公告编号：2017-198

渤海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之反馈

意见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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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渤海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11月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

知书》（171939号）（以下简称"《通知书》"）。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中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落实， 并按

照反馈意见的要求对所列问题进行了回复，现根据规定对反馈意见对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非公开发行优先

股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 公司将于反馈意见回复披露后2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

送反馈意见回复材料。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取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渤海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1月22日

证券代码：000415� � � �证券简称：渤海金控 公告编号：2017-199

渤海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

采取处罚或监管措施的情况及整改

措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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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保障投资者知情权，维护投资者利益。鉴于渤海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正推进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有关事项，根据监管部门相关要求，现将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

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或监管措施的情况及整改措施的公告如下：

一、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经自查，公司最近五年公司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新疆监管局（以下简称"新疆证监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二、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整改措施及其整改情况

㈠证券监管部门做出的行政监管措施及其整改措施

自2011年借壳上市以来，公司一直致力于规范公司运作，完善治理结构，逐步梳理规范了

公司内部管理制度和经营各环节的业务流程。 新疆证监局在日常监管中关注到公司在信息

披露及公司治理方面尚待完善，并于2014年12月8日出具了《关于对渤海租赁采取出具警示

函措施的决定》（[2014]1号），发现公司存在与关联租赁公司间独立性问题、关联交易先实施

后审议和披露问题以及临时报告披露不及时、不完整和定期报告披露不完整问题。

公司整改措施：

公司已于2015年5月19日召开的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关联方签

署<托管经营协议>的议案》，并于2015年5月21日与浦航租赁、长江租赁、扬子江租赁签署了

《托管经营协议》，与关联租赁公司间独立性问题得以解决。

此外，对信息披露存在先实施后审议和披露、临时报告披露不及时、不完整、定期报告披

露不完整等方面的问题，公司认真剖析问题症结，在此基础上，一方面严格问责，根据《关于

成员公司内部重大信息上报制度》相关规定，以及问责制度的具体规定，追究了相关责任人

的相应责任；另一方面强化内控建设，一是加强对下属境外子公司有关证券法律法规、自律

文件的学习培训，二是对一系列规范运作制度进行了修订，包括完善了《公司章程》和有关内

部管理制度，确保内部信息传递机制功能的及时、有效发挥，三是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和三会工作，促进公司规范运作，确保决策的合法性、科学性，使重要事项得到及时审议和披

露。

㈡证券交易所做出的监管措施及其整改措施

1．深圳证券交易所于2012年9月28日下发了《关于对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

（公司部监管函【2012】第89号），主要内容为公司于2012年收到的一笔政府补贴未按照《上

市规则》的要求及时履行临时公告义务。

公司整改措施：

公司吸取教训，在今后的工作中加强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并及时对政府补贴事项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严格遵守《证券法》、《公司法》等法规及《上市规则》的规定，及时、真实、准确、

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深圳证券交易所于2014年1月25日下发了《关于对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

（公司部监管函【2014】第4号），主要内容为公司2013年度的部分关联交易未按照《上市规

则》的要求及时披露。

公司整改措施：

公司吸取教训，在今后的工作中加强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并及时对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严格遵守《证券法》、《公司法》等法规及《上市规则》的规定，及时、真实、准确、

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渤海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1月22日

证券代码：002464� � � �证券简称：众应互联 公告编号：2017-130

众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投资者见面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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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或者重大遗漏。

众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实施了重大资产重组，将原有主

营业务全部剥离，收购了香港摩伽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公司由原有的传统制造业转型为游

戏电子商务平台企业； 目前公司已形成以移动互联网综合平台服务商为业务发展方向的战略

布局，同时为更好地反映公司实际业务情况及未来发展定位，公司对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进行

了变更；为响应投资者希望了解公司已公开的重大信息的要求，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

公司计划举行投资者见面会，公司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将出席会议，届时将就公司目前业

务经营情况及发展规划与投资者进行交流。现将有关会议事项通知如下：

一、见面会召开时间

2017年12月6日（星期三）15:30-17:00

二、见面会召开地点

上海世博洲际酒店（雪野路1188号）

三、公司出席见面会人员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秘书；

四、出席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采用传真或邮件方式办理登记手续；

2、登记时间：由于场地有限，原则上2017年12月5日15:00前截止登记；

3、请参会投资者携带个人有效证件出席，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进行报备，以

备监管机构查阅；

4、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吕红英?

联系电话：0512-36860986?

联系传真：0512-36860985

电子邮箱：sz002464@163.com

地址：江苏省昆山开发区春旭路258号东安大厦1701室。

五、其他事项

1、为提高接待效率，在接待日前，投资者可通过电话、邮件等形式向公司提出所关心的问

题，公司将在见面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2、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要求投资者签署《承诺书》；

3、参与本次会议投资者的食宿费和交通费自理。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众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1696� � � �证券简称：宗申动力 公告编号：2017-73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重庆辖区上市公司2017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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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推动重庆辖区上市公司进一步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 增强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

与交流，提升上市公司透明度和治理水平，重庆上市公司协会联合上证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及

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举办"重庆辖区上市公司2017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

于2017年11月29日（星期三）下午14:30-17:00举行，平台登陆地址为：http://irm.p5w.net。

届时，公司高管人员将参加本次活动，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就公司治理、发展战略、

经营状况、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一对多"形式的沟通与交流。欢

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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