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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借款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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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年 1�月 12�日召开了第

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

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申请借款的议案》和 《关于向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

头分行申请借款的议案》，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申请借款10,000万元。

公司因发展业务和生产经营需要， 拟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申请借款，

主要条款为：借款额度 10,000�万元，期限 24个月，自借款发放之日起计算。 公司直接控股股

东湖州尤夫控股有限公司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公司向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分行申请借款5,000万元。

公司因发展业务和生产经营需要，拟向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分行申请借款，主要

条款为：借款额度 5,000�万元，期限 12个月，自借款发放之日起计算。公司直接控股股东湖州

尤夫控股有限公司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授权董事长翁中华先生处理上述借款的后续事项，以及相关的法律文本签署盖章。

上述申请借款事项均属于公司正常经营活动范围，对公司偿债能力无重大影响。 截至本

公告发布日，公司经营状况稳健、盈利情况良好，各项业务经营情况正常，敬请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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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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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8年1月10日以电子邮件形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 会议于2018年1月12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

场及通讯表决的形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5人，实到董事5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

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会议由董事长翁中华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作出如

下决议：

一、 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全资子公司江苏智航新能源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

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100%。

备注：具体公告详见《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

cn）。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江苏智航新能源有限公司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

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100%。

备注：具体公告详见《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

cn）。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申请借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100%。

备注：具体公告详见《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

cn）。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分行申请借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100%。

备注：具体公告详见《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

cn）。

特此公告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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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江苏智航新能源有限公司

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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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交易概述

2018年1月12日，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了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江苏智航新能源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

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智航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航新能源” ）因生产经营

需要，拟与徐州恒鑫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鑫金融租赁” ）以售后回租的方式

开展业务，融资金额合计人民币10,000万元，融资期限为3年。

本次融资租赁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亦不构成关

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徐州恒鑫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2、住所：江苏省徐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鲲鹏路66号绿地缤纷城领海办公楼21层

3、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4、法定代表人：束兰根

5、注册资本：150,000万元人民币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300MA1MX7YW6U

7、主营业务：融资租赁业务；转让和受让融资租赁资产；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业务；接受

承租人的租赁保证金；吸收非银行股东3个月（含）以上定期存款；同业拆借；向金融机构借

款；境外借款；租赁物变卖及处理业务；经济咨询；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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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智航新能源部分生产设备

2、类别：固定资产

3、权属：智航新能源

4、所在地：泰州市海陵区九龙镇龙园路213号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1、租赁物：智航新能源部分生产设备

2、融资金额：人民币10,000万元

3、租赁年利率：6.20%

4、租赁方式：售后回租

5、租赁期限：3年

6、租赁担保方式：公司为该项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智航新能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拥有绝对的控制权，本次融资租赁有利于进一

步拓宽智航新能源的融资渠道，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满足生产经营需求。 本次实施融资租赁业

务，不会影响租赁标的物的正常使用。

六、备查文件

1、《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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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

全资子公司江苏智航新能源有限公司

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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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8年1月12日，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了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江苏智航新能源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

的议案》、《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江苏智航新能源有限公司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公

司全资子公司江苏智航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航新能源” ）因生产经营需要，拟与徐

州恒鑫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鑫金融租赁” ）以售后回租的方式开展业务，融

资金额合计人民币10,000万元，融资期限为3年。 公司拟为上述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担保期限自担保合同签订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的所有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

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亦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智航新能源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泰州市海陵区九龙镇龙园路213号5幢

注册资本：11,467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200598630380K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周发章

经营期限：2012年07月03日至2032年07月02日

经营范围：锂电池的生产、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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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系：智航新能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智航新能源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6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17年9月30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99,555,581.41 2,143,939,473.06

应收账款总额 376,440,943.02 831,246,794.79

负债总额 970,563,113.92 1,214,311,518.56

净资产 328,992,467.49 929,627,954.50

营业收入 645,996,657.87 1,102,910,143.80

营业利润 169,492,531.26 230,705,733.43

净利润 149,531,488.51 200,635,487.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847,304.71 -84,263,694.55

注：以上数据已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自担保合同签订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的所有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人民币10,000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智航新能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拥有绝对的控制权，本次融资

租赁有利于进一步拓宽智航新能源的融资渠道，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满足生产经营需求。 公司

为本次融资租赁提供担保的风险可控，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董事会召开之日，本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额度72,800万元（不含本

次担保额度），占公司2016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220,456.54万元）的33.02%；实际发

生对外担保为49,000万元(不含本次担保金额)。 除上述担保外，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无其他对外

担保，也无逾期对外担保。 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额度较前次有一定幅度的降低，原因为公司

及子公司偿还了部分借款并取消了相应的担保。

特此公告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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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利用自有闲置资金

开展委托理财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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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2017年4月26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17年5月18日召开的2016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利用自有闲置资金开展委托理财业务的议案》，为提高公司资金

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运作、业务发展

及新业务拓展资金需求、且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同意公司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自股东大

会批准之日起一年内开展委托理财业务，包括投资银行理财产品、产业基金等。 委托理财使用

金额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 可滚动使用。 具体情况详见2017年4月27日、2017年5月19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

告》、《关于利用自有闲置资金开展委托理财的公告》、《2016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近日，公司与下列银行购买了理财产品，现就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序号 受托方 产品名称

委托理财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产品类型

预期年化收益

率

1

中信银行温岭

支行

中信理财之共赢利率结

构18784期人民币结构

性理财产品

6,000

2018年1月

12日

2018年3月23日 保本浮动收益 4.57%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理财产品受托方无关联关系。

二、审批程序

《关于利用自有闲置资金开展委托理财业务的议案》 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和期限均在审批范围内，无需另行

提交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审议。

三、投资风险、风险控制及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一）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

尽管委托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公司针对可

能发生的投资风险，拟定如下措施：

1、委托理财情况由公司审计部门进行日常监督，定期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核实。

2、为降低委托理财风险，保障资金安全：

（1）公司选择资信状况、财务状况良好、无不良诚信记录及盈利能力强的合格专业理财机

构作为受托方，并与受托方签订书面合同，明确委托理财的金额、期间、投资品种、双方权利义

务及法律责任等。

（2）公司董事会应指派专人跟踪进展情况及投资安全状况，出现异常情况时及时报告董

事会，以采取有效措施回收资金，避免或减少公司损失。

3、受托人资信状况、盈利能力发生不利变化，或投资产品出现与购买时情况不符的风险

时， 财务部门负责人必须在知晓事件的第一时间报告分管领导和总经理， 同时告知董事会秘

书，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

4、公司监事会有权对公司委托理财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 如发现违规操作情况

可提议召开董事会审核公司的相关投资活动。

（二）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以闲置自有资金适度进行委托理财业务，

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通过购买低风险、流动性好的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理财产

品，公司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提升资金使用效率，提高公司的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

东谋求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情况如

下：

序

号

受托方 产品名称

委托理财

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产品类型

预期年化

收益率

是否到

期

截至公告日实际

损益金额（元）

1

中信银行温岭

支行

结构性存款 5,000

2017年9月7

日

2017年10月

9日

保本结构

化理财

3.8% 是 166,575.34

2

中信银行温岭

支行

结构性存款 1,300

2017年9月8

日

2017年10月

11日

保本结构

化理财

3.7% 是 43,487.67

3

工商银行温岭

支行

SXE16BEX法

人理财产品

6,500

2017年10月

9日

2017年11月

6日

保本浮动

收益

3.1% 是 160,095.89

4

工商银行温岭

支行

SXE17BEX法

人理财产品

3,200

2017年10月

10日

2017年11月

6日

保本浮动

收益

3.1% 是 78,816.44

5

浙江温岭农村

商业银行

农商行丰收曙

光理财产品

3,200

2017年10月

26日

2017年11月

30日

保本浮动

收益

4.3% 是 131,945.21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理财产品受托方无关联关系。

五、备查文件

1、《2016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决议》；

3、《关于利用自有闲置资金开展委托理财的公告》；

4、《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委托理财管理制度》。

特此公告。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月13日

证券代码：000913� � � �证券简称：钱江摩托 公告编号：2018临-002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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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同向下降

3．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盈利：6,000万元-8,000万元

盈利：32,824.46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81.72%-75.63%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0.13元-0.18元 盈利：0.72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2016年度子公司浙江满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售福建冠福家用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以

及公司转让子公司部分股权确认投资收益合计61,735万元，本报告期投资收益较去年同期大幅

下降，经营业绩同比下降主要受此影响。

2、其他产业尚在培育期中，需分摊相关费用。

3、面对原材料价格、汇率大幅波动等因素，公司努力提升企业经营管理，积极采取多方面

措施开拓市场，提高销量，摩托车主营业务实现税前利润约1.3亿元，销量同比增加约20%，主业

经营业绩实现同比大幅上升。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2017年度报告中进行

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月13日

证券代码:002608� � � �证券简称:江苏国信 公告编号：2018-001

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

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财务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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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持有81.49%股权的子公司江苏

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信托” ）因从事银行间同业拆借业务的需要，将

根据《同业拆借管理办法》（人民银行[2007]3号令）、《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业务操作细

则》（中汇交发[2016]347号）的相关规定和《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本币市场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汇交公告[2008]61号）的要求,于近日在中国货币网披露江

苏信托截至2017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和2017年度利润表（未经审计，该报表格式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中关于金融企业的列报要求）。本公司现将江苏信托相关报表予以公告（附后）。

特此公告。

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月13日

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负债表

（未经审计）

2017年12月31日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序号 期末数 年初数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序号 期末数 年初数

资产: 1 负债: 26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2 1,087.34 719.30 拆入资金 27 200,000,000.00

存放同业款项 3 28,480,365.49 164,453,262.24 交易性金融负债 28

拆出资金 4 衍生金融负债 29

交易性金融资产 5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30

衍生金融资产 6 应付职工薪酬 31 107,708,463.60 43,471,920.32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7 应交税费 32 96,298,760.04 39,283,482.02

应收账款 8 应付利息 33

应收利息 9 7,724,320.55 11,007,671.54 其他应付款 34 1,664,020,778.67 1,355,893,231.51

应收股利 10 预计负债 35

其他应收款 11 1,172,319,213.59 593,253,851.28 应付股利 36

发放贷款 12 递延所得税负债 37 1,778,633.01 8,231,659.8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3 4,554,537,033.92 3,808,458,347.53 其他负债 38

持有至到期投资 14 135,544,222.22 248,174,222.22 负债合计 39 1,869,806,635.32 1,646,880,293.69

长期股权投资 15 7,251,312,787.75 6,490,231,726.38 所有者权益 40

投资性房地产 16 实收资本 41 2,683,899,000.00 2,683,899,000.00

固定资产 17 190,281,038.37 201,756,830.16 资本公积 42 1,565,702,358.69 1,565,702,358.69

在建工程 18 其他综合收益 43 39,169,784.67 57,850,187.84

无形资产 19 8,515,123.28 11,016,763.86 盈余公积 43 3,086,866,593.65 2,925,255,007.70

递延所得税资产 20 一般风险准备 44 196,821,563.67 168,416,953.55

其他资产 21 信托赔偿准备 45 837,234,679.12 755,197,816.93

22 未分配利润 46 3,069,214,577.39 1,725,151,776.11

23 所有者权益合计 47 11,478,908,557.19 9,881,473,100.82

24 49

资产合计 25 13,348,715,192.51 11,528,353,394.51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总计 50 13,348,715,192.51 11,528,353,394.51

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利润表

（未经审计）

2017年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序号 本年累计数 上年同期数

一、营业收入 1 2,001,376,404.81 1,600,316,691.69

利息净收入 2 3,654,455.70 1,638,342.12

利息收入 3 12,142,240.93 9,321,680.61

利息支出 4 8,487,785.23 7,683,338.49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5 1,001,423,568.72 664,657,889.32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6 1,001,423,568.72 664,657,889.32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7 - -

投资收益(损失以"-"填列) 8 996,423,267.51 933,883,033.64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9 920,000,000.00 831,825,219.43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填列) 10 - -

汇兑收益(损失以"-"填列) 11 -124,887.12 137,426.61

其他营业收入 12 - -

二、营业支出 13 151,654,238.56 123,979,943.98

营业税金及附加 14 8,249,928.14 17,160,664.34

业务及管理费 15 142,845,120.53 104,239,520.62

资产减值损失 16 559,189.89 2,579,759.02

其他业务成本 17 -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填列) 18 1,849,722,166.25 1,476,336,747.71

加：营业外收入 19 - 125,837.87

减：营业外支出 20 42,000.00 2,080,234.82

四、利润总额(亏损以"-"填列) 21 1,849,680,166.25 1,474,382,350.76

减:所得税费用 22 233,564,306.71 145,397,414.88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填列) 23 1,616,115,859.54 1,328,984,935.88

六、每股收益 24

(一)基本每股收益 25

(二)稀释每股收益 26

七、其他综合收益 27 -18,680,403.17 -25,260,064.50

八、综合收益总额 28 1,597,435,456.37 1,303,724,871.38

证券代码：000698� � �证券简称：沈阳化工 公告编号：2018-002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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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1月12日上午9: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1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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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为2018年1月11

日15:00至1月12日15:00。

（3）召开地点：辽宁省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沈西三东路55号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王大壮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额220,734,84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26.9348%。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220,566,

14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6.9142%。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168,700股，占公

司总股份的0.0206%。

（3）中小股东（指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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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表股份总数2,071,301股，占公司总股数的0.2527%。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辽宁百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3、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了表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在<公司章程>中增加党建内容、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

议案》

同意218,709,5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825％；反对2,025,301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1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6,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208％；反对2,025,3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7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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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以上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12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公告之相关内容。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辽宁百联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崔修滨 万永辰

3、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议事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034� � � � �证券简称：旺能环境 公告编号：2018-9

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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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和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1月12日（星期五）下午2：30，会期半天。

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1月11日-2018年1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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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12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8年1月11日15:00至2018年1月12日15:00的任

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天字圩路288号公司办公大楼三楼3号会议室。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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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会议召集人：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管会斌先生主持。

6、股权登记日：2018年1月9日（星期二）

7、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刊登在2017年12月27日的《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8、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84,

335,535�股，占贵公司股份总数的 34.4173%� 。 其中：

1、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3人（代表股东 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 84,333,13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4.4163%；

2、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 1�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4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10%� ；

3、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上

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54,400�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0.1038%� ；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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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 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了表决，具体情况如下：

议案1：《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84,333,13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2%� ；

反对 2,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8%� ；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25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0566%� ；反对 2,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9434%� ；弃权 0� �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李樑、阮曼曼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旺能环境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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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该法律意见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五、备查文件目录

1、经公司与会董事签署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月12日

证券代码：002358� � � �证券简称：森源电气 公告编号：2018-003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收购及对外投资事项，涉

及收购电器制造及照明行业标的公司股权，预计交易金额达到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标准。

鉴于相关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

常波动，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森源电气；证券代码：002358）自2017

年12月7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公司已分别于2017年12月7日、2017年12月14日披露了《重大

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076）、《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078）。 停牌期间

经公司与相关各方咨询论证， 公司拟收购电器制造及照明行业标的的公司股权事项已构成重

大资产重组，公司股票自2017年12月21日（星期四）起转入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并披露了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081）、2017年12月28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90）、2018年1月5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8-001）、2018年1月6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

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8-002）。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交易相关各方正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重组方案正

在商讨、论证和完善中。鉴于该事项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广大投

资者的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4号：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等有

关规定，公司股票自2018年1月15日（星期一）开市起继续停牌。

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 求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谨慎投资。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月12日

证券代码：002559� � � � �证券简称：亚威股份 公告编号：2018-001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被冻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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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在办理业绩承诺补偿股份回购

注销过程中发现，公司股东朱正强先生、宋美玉女士（以下合称“相关股东” ）所持有的本公

司股份被司法冻结。 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司法冻结的情况

1、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

司法冻结股数

（股）

司法冻结时间 解冻时间

司法冻结执行

人

本次司法冻结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原因

朱正强 否 3,638,222 2017年12月20日 2020年12月19日

无锡市滨湖区

人民法院

100% 法律纠纷

宋美玉 否 2,571,176 2017年12月20日 2020年12月19日

无锡市滨湖区

人民法院

100% 法律纠纷

上述被冻结股份性质皆为首发后限售股。

2、股东股份累计冻结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朱正强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3,638,22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98%，其中：

冻结3,638,22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8%，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100%。 宋美玉女士持有本公

司股份2,571,17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69%，其中：冻结2,571,17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9%，

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100%。

3、本次冻结潜在的风险和公司拟采取的措施

相关股东皆为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收购无锡创科源激光装备有限公司 （收购完成

后更名为“江苏亚威创科源激光装备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创科源” ）94.52%股权事项的交

易对方，上述股份冻结导致公司暂时无法实施对相关股东应补偿股份的回购注销。其中，朱正

强先生2016年度应补偿股份473,549股，宋美玉女士2016年度应补偿股份334,692股。 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已就上述事宜与相关股东进行沟通。 目前，相关股东正在与法律纠纷对方积极协商

后续处理方案，以期尽快解除股份冻结状态，顺利完成应补偿股份的回购注销。公司已向相关

股东声明，督促其严格执行创科源交易事项时所作的各项承诺。 公司将严格执行创科源交易

事项的各项已签订协议，必要时不排除寻求法律途径解决。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股份冻结事项的后续进展，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一月十三日

2018年 1 月 13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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