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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控股股东江苏苏化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苏化集团” ）于 2018年 1月 17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5，000,000股

质押给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股东苏州格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林

投资” ） 于 2018年 1月 17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0，000,000股质押给南京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情况

（一）本次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

股数

（

股

）

质押

开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苏化

集团

是

5,000,000

2018

年

1

月

17

日

-

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苏州分行

7.32%

满 足 投 融

资需求

格林

投资

是

10,000,000

2018

年

1

月

17

日

- 30.2%

合计

- 15,000,000 - - - - -

（二）本次股东股份质押的办理情况

本次股份质押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登记日为 2018年 1月 17日，质押期限自 2018 年 1 月 17 日至股东办理股权质押解除手

续之日止。

（三）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情况

1、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苏化集团共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68,334,137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20.09%；本次质押 5,000,00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7.32%，占公司总股本的 1.47%；累

计质押 36,999,999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54.15%，占公司总股本的 10.88%。

2、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格林投资共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33,123,295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9.74%；本次质押 10,000,00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30.2%，占公司总股本的 2.94%；累

计质押 30,00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90.57%，占公司总股本的 8.82%。

二、备查文件

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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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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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68.25万股，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的 0.0251%。

2、本次回购注销涉及人数 4人，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 5.656元 /股。

3、截至本公告日，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

回购、注销手续。

4、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2,715,128,475股变更为 2,714,445,975股。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2016年 6月 23日，欧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

（临时）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 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同意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1,977 万股，其中首次授予 1,927 万

股，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共计 175人，授予价格为 14.32元 /股；预留授予 50万股。公司独立董事

对《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发表的独立意见。

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 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的议案》及《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2016 年 7 月 11 日，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 第一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2016 年 7 月 12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第一

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议案》，部分员工因个人原因放弃参与此次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由 1,927 万股调整为 1,907 万股，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由 175 人调整为 156 人，

预留授予的 50万股保持不变，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量由 1,977 万股调整为 1,957 万股；因公司

实施权益分派，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由 14.32元 /股调整为 14.25元 /股。

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第一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016 年 8 月 29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

予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向 1 名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

股票 50万股，授予价格为 17.39元 /股。

2016年 8月 31日，监事会对《关于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份授予对象名

单》出具了核查意见；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出具了《关于欧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2016 年 9 月 7 日， 公司公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完成登记， 上市日期为

2016年 9月 9日。

2016年 12月 1日，公司公告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完成登记，上市日期为 2016

年 12月 2日。

2017 年 9 月 11 日，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期解锁完成，共计 144 名

激励对象解锁限制性股票 13,927,500股。

2017 年 12 月 4 日，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一期解锁完成，共计 1 名激励对

象解锁限制性股票 375,000股。

二、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情况

4 名激励对象（莫国杰、陈丹竹、李奎、程晓黎）由于离职原因，应予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的 68.25万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 5.656元 /股。

2017年 6月 12 日，公司实施 2016 年年度权益分派，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1 元，并以公

积金转增股本，每 10股转增 15股。

2017年 7月 1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3名激励对象（莫国杰、陈丹竹、李奎）由于离职原因，应回购注销其已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由于公司实施权益分派，上述 3名激励对象原获授的 24.5万股限制

性股票转增为 61.25万股，公司回购价格相应调整为 5.656 元 / 股。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独

立意见，监事会就该事项发表监事会意见，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出具了《关于深圳欧菲光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2017年 7月 12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通知债权人的公告》，自公告日起 45 天内，未收到债权

人要求公司提供担保或提前清偿债务。 2017年 7月 28日，公司 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此事项。

2017 年 10 月 20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1名激励对象（程晓黎）由于离职原因，应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 由于公司实施权益分派，该名激励对象原获授的 4 万股限制性股票转增为 10

万股，并于 2017年 9月 11日解锁其中 3 万股，公司此次将回购注销尚未解锁的 7 万股限制性

股票，回购价格为 5.656元 /股。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监事会就该事项发表监事会

意见，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出具了《关于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法律意见书》。 2017年 10月 24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

注册资本通知债权人的公告》，自公告日起 45 天内，未收到债权人要求公司提供担保或提前

清偿债务。 2017年 11月 24日，公司 2017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此事项。

2017 年 12 月 8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次回购注销出具了验资报告

（大华验字[2017]000847 号），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2,715,128,475 股减少为 2,

714,445,975股。

三、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

股

）

比例

（

+/-

）

股数 数量

（

股

）

比例

一

、

限售条件流通股

58,024,717 2.14% -682,500 57,342,217 2.11%

高管锁定股

24,039,717 0.89% 24,039,717 0.89%

股权激励限售股

33,985,000 1.25% -682,500 33,302,500 1.23%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657,103,758 97.86% 2,657,103,758 97.89%

三

、

总股本

2,715,128,475 100.00% -682,500 2,714,445,975 100.00%

四、律师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董事会已取得实施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合法决策授权；

本次调整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程序、数量和价格确定等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法律文件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尚需就本次回购注销所引致的公司注册

资本减少履行相关法定程序。

五、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也不会影响公司管

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更多价值。

特此公告。

欧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1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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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壹桥海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电子竞技业务是公司的重要业务之一，区块链是公司在电子竞技方面的技术应用。

●截至目前，公司全资子公司壕鑫互联（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竞斗云仍处于预购阶

段，预留手机号码进行预购登记的用户数量与最终成功支付预付款的用户数量可能存在较大

差异，代工厂商实际产能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可能性较大，已付款用户后期退款、代工厂商根据

收款情况发货、后续壕鑫竞斗云硬件的销售情况对公司生产经营和业绩的影响均存在重大不

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大连壹桥海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 2018 年 1 月 12 日收到

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 《关于对大连壹桥海参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

【2018】第 46号），公司就《问询函》所提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分析，现将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1、请详细说明壕鑫互联在区块链领域应用研究的具体成果，对壕鑫互联电子竞技业务的

具体作用与影响，并请结合壕鑫互联目前的经营情况、研发能力、盈利模式等方面，具体分析

区块链技术对你公司业绩的影响，并充分提示相关不确定性和风险。

回复：

壕鑫互联（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壕鑫互联” ）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其

通过引入区块链技术研发的竞斗云产品，是一款区块链电子竞技加速基础服务设备，是壕鑫

互联在对已有的电子竞技硬件设备进行算法升级改造后，在区块链技术领域深入研究的应用

成果。 壕鑫竞斗云是电子竞技娱乐智能终端，允许用户通过终端贡献闲置的网络带宽及算力，

能够给用户畅享区块链技术带来电子竞技泛娱乐体验。

该设备硬件优势：壕鑫竞斗云终端是其内部搭载的壕鑫互联电子竞技泛娱乐平台的核心

设备，用户通过终端提供 CPU和加速算法共享闲置的带宽及算力，性价比高于同类加速云终

端。

该设备参数如下：

产品尺寸：120*130*35mm

产品重量：350g

操作OS：专用嵌入式OS

CPU：意法半导体 ST芯片 1.6GHz处理器

系统存储：64G� SD

RAM/ROM：芯片内置

FLASH：自定义扩展

接口：USB2.0*2、SD� Card� Reader*1、RJ45（千兆网 1000Mbps）*1、DC� in*1

电源：标配 12V� 1A� 12W中规电源

根据目前传统电子竞技赛事规则与裁判体系的现状，壕鑫互联按照国家的政策要求在区

块链相关技术上深入研究，结合电子竞技赛事应用场景，以智能合约的方式实现赛事结果的

公平性，并将游戏的部分内容建立在区块链上、借助区块链实现游戏数字资产权益的唯一性

及公平性，探索区块链技术与公司现有产品、业务相结合的方法，目前暂无该领域的专利。 壕

鑫互联已布局多款自研及代理竞技类游戏的发行， 通过引入区块链分布式存储的技术应用，

促进公司电子竞技游戏的加速、数据分析等业务的开展。

电子竞技业务是公司的重要业务之一，区块链是公司在电子竞技方面的技术应用。 此次

业务布局为对公司在电子竞技方面的业务补充，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在市

场上区块链大规模成熟应用之前，区块链在技术上依然面临诸多挑战，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2、根据上述公告，壕鑫竞斗云现处于预购期，第一期产品将根据客户的付款先后顺序发

货，截至目前，壕鑫互联尚未接受正式付款，后续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请详细说明上述产品的预购安排， 并结合截至目前的预购情况与壕鑫互联的产能情况等方

面，分析上述产品对你公司业绩的影响，并充分提示相关不确定性和风险。

回复：

目前，壕鑫竞斗云仍处于预购阶段，用户可于官网（http://dock.1862.cn）预留手机号码进

行预购登记，系统将根据壕鑫竞斗云的实际产能向已预留手机号码的预约用户发送预约密钥

及预购链接，预约用户通过上述链接完成预付款支付即可等待发货，壕鑫互联将于 2018 年 1

月 31日后根据用户成功支付预付款的先后顺序发货。 壕鑫竞斗云设备现有三家代工厂商，每

月产能合计可出货十万台，后期壕鑫互联将根据用户预购登记情况、成功支付预付款的订单

情况来调整代工厂商，逐渐予以用户开放购买。

截至目前，通过官网预留手机号码的用户已有 50多万人（预约用户指尚未支付预付款的

用户），壕鑫互联已分批向预约用户发送了预购链接，收到该预购链接的用户向公司及相关代

理商支付预购款。 据初步统计，通过直销和代理销售形式出售壕鑫竞斗云累计签约 20 万台，

且该签约数量受市场环境、代理商管理模式、用户退款等不确定性因素影响较大，存在与最终

发货数量不能完全匹配的可能性。 壕鑫互联将根据用户预购登记情况、成功支付预付款的订

单情况联系工厂安排产能；代理商将根据实际用户订货数量和壕鑫互联的供货情况，在收到

壕鑫竞斗云设备后向壕鑫互联付款；公司目前尚未正式收款。

因受已预约用户能否成功支付预付款、用户最终购买设备数量和付款金额、实际发货周

期及退货率、工厂实际产能情况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公司暂时无法确认收入情况，后期公司

将根据实际情况确认收入。

公司提醒投资者：预留手机号码进行预购登记的用户数量与最终成功支付预付款的用户

数量可能存在较大差异，代工厂商实际产能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可能性较大，已付款用户后期

退款、代工厂商根据收款情况发货、后续壕鑫竞斗云硬件的销售情况对公司生产经营和业绩

的影响均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2017年 12月 28 日，搜狐网报道了《业内首家！ 上市公司壹桥股份推出全球首个区块

链游戏服务———壕鑫竞斗云》。 请说明上述报道内容是否全部属实，相关内容是否属于《股票

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中规定的应披露的重大事项，你公司是否已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以及是否存在以媒体报道代替公司公告的情形。 此外，请说明近期公共传媒是否

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你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以及近期你公司

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是否或预计将要发生重大变化。

回复：

经自查，搜狐网报道的内容为其通过引用壕鑫互联产品介绍页进行的解读，壕鑫互联竞

斗云项目并未对公司未来经营结果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此报道的内容不属于《股票上市规

则（2014 年修订）》中规定的公司应披露的重大事项，公司不存在以媒体报道代替公司公告

的情形。 近期公共传媒以其角度对壕鑫互联竞斗云业务进行了第三方解读，但并未报道对公

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不存

在将要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请对你公司对外发布的涉及区块链的信息进行全面自查并详细列示，包括但不限于公

司公告、互动易中对投资者提问的回复、机构及个人投资者调研、公司董监高及核心人员接受

采访等信息，并说明相关信息披露是否符合《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2.1 条的规

定，是否存在违反公平披露原则的事项。

回复：

（1）公司公告涉及区块链信息的情况

公司于 2018年 1月 9日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详见公司公告 2018-004），对

近期公共传媒报道涉及区块链的信息情况做了说明，主要内容如下：

“2017年 12月 28日，搜狐网报道了《业内首家！上市公司壹桥股份推出全球首个区块链

游戏服务———壕鑫竞斗云》，该报道称公司全资子公司———移动竞技游戏研发运营商“壕鑫

互联”推出全球首个“区块链电竞加速基础服务”———壕鑫竞斗云，并介绍了壕鑫竞斗云的服

务特点、设备参数、使用场景等内容。

经初步核查，2018年 1月 5日至今， 国内区块链概念板块上市公司股票整体上涨幅度较

大，国内区块链概念个股均有较大单资金流入。 部分媒体报道将公司股票归入区块链概念板

块范围，受此影响，公司近日股价出现较大幅度上涨。

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 2017 年 3 季度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 公司目前行业分类仍为

渔业。

公司全资子公司壕鑫互联于近期推出全球首款区块链电竞加速基础服务———壕鑫竞斗

云，是电竞娱乐智能终端，能够给用户畅享区块链技术带来电竞泛娱乐体验。 壕鑫竞斗云现处

于预购期，第一期产品将根据客户的付款先后顺序发货，截至目前，壕鑫互联尚未接受正式付

款，后续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电子竞技业务是公司的重要业务之一，区

块链是公司在电子竞技方面的技术应用。公司将严格按照国家的政策要求，规范开展业务。公

司将根据进展情况，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

（2）互动易平台对投资者涉及区块链信息提问的回复情况

问：请问公司有类似比特币的业务吗？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公司没有类似比特币的业务。 公司将

严格按照国家的政策要求，规范开展业务。 相关信息请您以公司公告为准。 谢谢！

问：公司壕鑫竞斗云的区块链游戏能挖币吗？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壕鑫竞斗云的区块链游戏不能挖币，公

司没有类似比特币的业务。 电子竞技业务是公司的重要业务之一，区块链是公司在电子竞技

方面的技术应用，能够为用户带来更多更好的体验。 公司将严格按照国家的政策要求，规范开

展业务。 相关信息请您以公司公告为准。 谢谢！

问：请问，竞斗云能否顺利发行！ 技术与政策法规允许区块链技术用于游戏吗？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将严格按照国家的政策要求，规范

开展业务。 相关信息请您以公司公告为准。 谢谢！

问：董秘您好，公司的宝利马明明是国内第一对标 CryptoKitties 的游戏，这是真真切切很

明确的区块链概念，而且公司的竞斗云产品介绍中也明确的提到了基于区块链技术！ 在这种

情况下，贵公司怎么会被市场传言成不是正宗的区块链概念股呢？ 是否可以认真的，实事求是

的澄清一下？ 谢谢！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部分媒体报道将公司股票归入区块链

概念板块范围，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公司目前行业分类仍为渔业。

电子竞技业务是公司的重要业务之一，区块链是公司在电子竞技方面的技术应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谢谢！

问：互金整治办，虚拟货币“挖矿”产业属伪金融创新，引导挖矿企业退出。 请问董秘，整

治办的这个措施对公司有不良影响吗？ 谢谢！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壕鑫竞斗云不涉及“挖矿” ，公司将严格

按照国家的政策要求，规范开展业务。 相关信息请您以公司公告为准。 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风险。 谢谢！

问：尊敬的高管好，公司竞斗云终端已经有几十万用户预约，每人最多预约 25 台，估计现

在至少也是百万台预约量了，合同金额估计已经十亿元以上了，这么大额的单次销售金额，为

什么不进行公告呢？ 这个按照交易所和证监会要求，特大金额合同应该要公告的，否则在信息

披露方面可是违规的。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您以公司公告为准。 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谢谢！

问：你好，请问贵公司的竞斗云预购如此火爆，应该对接下来的业绩将产生大幅增长，公

司是否能考虑及时公布实时销量呢？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谢谢！

（3）机构及个人投资者调研情况

无。

（4）公司董监高及核心人员接受采访情况

2018年 1月 9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拨打公司投资者电话，询问公司是否属于区块链

概念股。

公司回复：部分媒体报道将公司股票归入区块链概念板块范围，公司不属于区块链概念

股，这是外界的解读，公司目前行业分类仍为渔业。

经自查，以上相关信息披露符合《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2.1 条的规定，公司

不存在违反公平披露原则的事项。

5、你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

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前期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回复：

经核查，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德群先生均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

处。

6、请详细说明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质押你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

质押的主要原因、质押融资的主要用途、是否存在平仓风险以及针对平仓风险拟采取的应对

措施。

回复：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德群先生质押公司股份情况

刘德群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374,781,75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6.26%，其中已质押股

份 373,952,850股，占刘德群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99.78%，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6.20%。

（2）质押的主要原因：刘德群先生个人资金需求。

（3）质押融资的主要用途：经公司自查以及向控股股东刘德群先生核实，股东质押公司

股份所获融资款项的主要用途是用于刘德群先生补充自己的资金流动性，均是投向于秦皇岛

的度假村，作营运资金使用。

（4）是否存在平仓风险以及针对平仓风险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2017年公司业绩保持盈利并稳定增长，股票价格虽有回落但总体走势平稳。 质押式回购

股票保持较高的担保比例，刘德群先生个人资产配置合理，收入足以支付贷款利息和未来偿

还本金，在特殊情况下具备追加保证金的能力，因此不存在被强制平仓的风险。

如果后续公司股票价格出现大幅回落， 刘德群先生质押的股票存在强制平仓风险时，其

本人将采取补充质押或提前赎回等措施应对平仓风险。 公司也将根据具体情况，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及时披露相关风险。

7、请说明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人自 2017 年

6月以来买卖你公司股票的情况。

回复：

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人自 2017 年 6

月以来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本人及其关联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刘德群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无

刘晓庆 董事长 无

冯文杰 董事

、

总经理 无

姚 栎 董事 无

林雪峰 董事

、

副总经理

、

财务总监

2017

年

9

月

25

日林雪峰母亲卖出

79,440

股

；

除上述情形外

，

林雪峰本人及其他关联人无买卖

公司股票情况

。

姜 楠 独立董事 无

骆祖望 独立董事 无

简德三 独立董事 无

何敏华 监事会主席 无

崇 阳 监事

2018

年

1

月

11

日崇阳母亲卖出

4,000

股

；

除上述情形外

，

崇阳本人及其他关联人无买卖公

司股票情况

。

朱雪云 监事 无

王红云 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 无

8、请你公司结合近期经营情况、内外部经营环境、公司股价涨幅等情况进行充分风险提

示，提醒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回复：

2017 年 10 月，公司完成重大资产出售，不再从事海珍品相关业务，形成了以移动游戏发

行、运营为主的业务结构。 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的议案》。 截至目前，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的事宜尚需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需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工商变更手续，变更后的证券简称最终以深

圳证券交易所核准的证券简称为准。 除已对外披露的相关公告所涉事项外，公司近期经营情

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目前所属行业仍为渔业，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

险。

壕鑫互联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其推出的壕鑫竞斗云是区块链电竞加速基础服务，不

涉及挖矿，对公司目前的经营情况暂无实质性影响。 电子竞技业务是公司的重要业务之一，区

块链是公司在电子竞技方面的技术应用。公司将严格按照国家的政策要求，规范开展业务。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近期市场上区块链技术关注度比较高，市场将公司归为“区块链概念股” ，因此公司股票

价格波动较大。 近期媒体对公司报道较多，《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

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9、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它事项。

回复：

公司将严格按照国家的政策要求规范开展业务，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以公司在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壹桥海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九日

2018年 1 月 19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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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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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3为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

场会议于 2018年 1月 18日下午 2:30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8 年 1 月

17日至 2018年 1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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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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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1月 17日 15:00至 2018年 1月 18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林平涛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会议，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会议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三）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1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413,

899,3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2377%。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共计 5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413,797,817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226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01,56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109%。

（四）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根据投票结果，候选人林则强先生、林冬存先生、林剑汶先

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林平涛先生、许巧婵女士、林长浩先生、陈鸿鑫

先生、李青广先生、陈泽民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1、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1.1、选举林则强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 413,797,8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票 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20%。

1.1.2、选举林冬存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 413,797,8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票 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20%。

1.1.3、选举林剑汶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 413,902,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票 104,303，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2.6999%。

1.2、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1、选举林平涛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 413,797,8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票 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20%。

1.2.2、选举许巧婵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 413,797,8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票 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20%。

1.2.3、选举林长浩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 413,797,8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票 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20%。

1.2.4、选举陈鸿鑫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 413,797,8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票 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20%。

1.2.5、选举李青广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 413,797,8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票 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20%。

1.2.6、选举陈泽民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 413,902,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票 104,303，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2.6999%。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根据投票结果，候选人赖东鸿先生、赖延河先生当选为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张少芬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六

届监事会。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2.1、选举赖东鸿为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 413,797,8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5%。

2.2、选举赖延河为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 413,902,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7%。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413,799,2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8%。

反对票 100,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2%。 弃权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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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票 1,4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4376%。反对 100,1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624%；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杨斌律师、黄嘉瑜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也符合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八年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709� � � �股票简称：河钢股份 公告编号：2018-002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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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 1月 18日 14：30

（2）网络投票的日期和时间：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 2018 年 1 月 18 日的交易时间，

即 9:30-11:30 和 13:00-15:00；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8 年 1 月 17 日下午 3：

00，结束时间为 2018年 1月 18日下午 3：00。

2、现场会议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 385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于勇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6、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下同）共 95 人，代表股份 6,663,885,733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2.7567％。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5人，代表股份 4,021,9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379％。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90人，代表股份 6,659,863,83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2.7188％。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如下：

（一）提案 1：《关于增加 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 45,443,73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76.6149％；反对 13,

828,08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3.3132％；弃权 4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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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45,443,73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6149％；反

对 13,828,08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3132％；弃权 4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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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20％。

关联股东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德钢铁集团有限公

司、河北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和承德昌达经营开发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总数为

6,604,571,216股。

（二）提案 2：《河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 6,650,086,0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929％；反对

13,756,9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64％；弃权 4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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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6％。 提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45,514,83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7347％；反

对 13,756,98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1933％；弃权 4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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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2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的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董寒冰、 贺维律师对于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

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

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月 19日

证券代码：000061� � � �证券简称：农产品 公告编号：2018-07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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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 1月 18日下午 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 1月 17日下午 15:00至 2018年 1月 18日下午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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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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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 月

17日下午 15:00至 2018年 1月 18日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28�号时代科技大厦东座 13 楼农产品

会议室

3、 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蔡颖女士

6、 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2人，代表股份数

量为 1,086,367,6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696,964,131股的 64.0183%，其中现场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6人，代表股份数量为 577,734,692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 1,696,964,131股的 34.045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6 人，代表股份数量为 508,

632,9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696,964,131股的 29.9731%。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部分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按出资比例向参股公司武汉海吉星提供借款的议案》

同意的股份数 1,086,351,67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5%；

反对的股份数 16,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5%；

弃权的股份数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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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的股份数 1,092,42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565%；

反对的股份数 1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435%；

弃权的股份数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威律师、李航律师；

3、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

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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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备查文件

1、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元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309� � � � �证券简称:万华化学 编号：临 2018-06号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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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因接到控股股东万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万华实业 "）通知，万华实业拟进行公司分立及整体上市相关工作，鉴于该事项存

在重大不确定性，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本公司股票已于 2017 年 12 月 5 日临时停牌，并

于 2017年 12月 6日开市起连续停牌。具体内容参见公司于 2017年 12月 6日披露的《万华化

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临 2017-75 号）和 2017 年 12 月 12 日披露的《万

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临 2017-76号）。 公司于 2017年 12月 19

日披露了《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临 2017-77 号），确定上述

事项对公司构成了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股票自 2017年 12月 5日起连续停牌不超过 1个月。 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牌业务指引》，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0 日披

露了《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临 2017-78 号）。

停牌期间，公司每 5个工作日公告了事项的进展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6 日、2018 年

1月 3日、2018年 1月 12日披露的《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临

2017-79号、临 2018-01号、临 2018-04号）。

停牌期满 1个月，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方案尚未确定，有关各方正在进行进一步的

研究和论证，因此无法按原定计划复牌，按照《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牌业务指引》等规

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8年 1月 5日起继续停牌,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5 日披露的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公告》（临 2018-02号）。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中，公司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正在组织相关中介机构开展审计、评估、法律及财务顾问

等各项工作。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

票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每 5个交易日公告事项进展情况。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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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网站、媒体刊登的公告为

准，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1月 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