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宝香精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

华宝香精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

人

”

或

“

本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的

６

，

１５９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将于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

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中证网

，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网

，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证券时报网

，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

中国资本证券网

，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

供公众

查阅

。

一、上市概况

股票简称

：

华宝股份

股票代码

：

３００７４１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

６１

，

５８８

万股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

６

，

１５９

万股

，

均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

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

、

经营风险高

、

退市风险大等特点

，

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

，

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

三、联系方式

（

一

）

发行人

：

华宝香精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夏利群

住所

：

西藏自治区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格桑路投资大厦

６

层

电话

：

０８９１－６３８８２９１

传真

：

０８９１－６３８８６３７

董事会秘书

：

陈聪

（

二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吴承根

住所

：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五星路

２０１

号

电话

：

０５７１－８７９０２５６８

传真

：

０５７１－８７９０１９７４

保荐代表人

：

汪建华

、

洪涛

发行人：华宝香精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539� � � � �证券简称：云图控股 公告编号：2018-007

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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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所载2017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

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一、2017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7,729,064,838.10 6,072,077,078.26 27.29%

营业利润

156,683,708.03 211,316,839.21 -25.85%

利润总额

153,925,326.43 219,057,259.43 -29.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4,056,583.92 142,721,407.94 -27.09%

基本每股收益

0.10 0.14 -27.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2% 4.76%

下降

1.44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9,286,492,575.65 9,022,437,898.40 2.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070,484,500.52 3,040,345,396.84 0.99%

股本

1,010,100,000.00 1,010,1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3.04 3.01 0.99%

注：表格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上年同期数据中“营业利润” 根据相关准则要求进行

了追溯调整。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27.29%，主要原因系公司复合肥、磷酸一铵产品销量

及价格同比上涨，联碱化工产品价格同比上涨，品种盐产品销量同比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营业利润和利润总额同比下降25.85%、29.7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同比下降27.09%， 导致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

系：1、盐改政策实施后，公司把食用盐作为快消品组织生产及营销，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同比

增幅较大，从而影响利润；2、为响应国家环保政策，公司主动处置报废了一批小锅炉及配套设

施，导致营业外支出同比增幅较大，从而影响利润；3、对上海易所试网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投资计提减值准备同比增幅较大，从而影响利润。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2017年10月30日，公司在《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对2017年年度公司业绩进行预

计：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50%至-30%。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公

司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27.09%，与前次业绩预告有小幅差异，主要

原因系受益于国家供给侧改革，2017年第四季度联碱产品价格上涨，导致公司联碱产品毛利增

加所致。

四、备查文件

（一）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

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二）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2018年 2月 28 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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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2864� � � �证券简称：盘龙药业 公告编号：2018-014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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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所载 2017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与2017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7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 目 本报告期（未经审计） 上年同期（经审计）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378,232,028.34 305,425,505.28 23.84%

营业利润

51,894,698.71 44,250,903.75 17.27%

利润总额

52,990,296.23 46,180,985.58 14.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020,572.93 39,580,358.49 13.7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67 0.61 9.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31% 12.83% -0.52%

项 目 本报告期末（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初（经审计）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754,764,266.32 504,496,541.24 49.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56,884,295.62 327,815,509.48 69.88%

股 本

86,670,000.00 65,000,000.00 33.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8.34 5.04 65.48%

注：1、本表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

2、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股东权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均以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数据填列，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按加权平均法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为 37,823.20�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3.84%；主要系报告

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市场销售稳中有增，推动了公司营业收入的稳定增长；

营业利润为5,189.47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7.27%，主要系销售增长所致；利润总额5,299.03万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4.74%；净利润为4,502.06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3.74%；基本每股收益为

0.67�元，比去年同期增长9.8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2.31%，比去年同期减少0.52%。

（二）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总资产余额为75,476.43万元，比期初增长49.61%；报告期末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为55,688.43万元， 比期初增长69.88%； 报告期末股本为8,667万元， 比期初增长

33.34%；报告期末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8.34�元，比期初增长65.48%。

（三）增减变动幅度30%以上的项目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总资产增长49.6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增长69.88%，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增加65.48%，主要系本报告期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资产

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股本较年初增长33.34%，主要系首次发行股票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测的差异说明

前次业绩预测收入为 35,000�万元至 37,000�万元，本次业绩快报中收入数据超出前次业

绩预测823.20万元。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可能与最终审

计的数据存在差异，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2017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

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和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资产负

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782� � � �证券简称：可立克 公告编号：2018-008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业绩快报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公告所载2017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一、2017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924,180,241.87 830,640,332.44 11.26%

营业利润

56,497,320.71 82,437,452.29 -31.47%

利润总额

65,462,668.74 85,922,475.58 -23.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421,383.77 58,895,678.26 -2.5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348 0.1383 -2.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99% 7.41% -0.4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1,146,804,812.26 1,035,101,631.91 10.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832,363,940.91 817,542,557.14 1.81%

股本

426,000,000.00 426,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1.95 1.92 1.56%

注：表内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公司2017年度营业总收入为92,418.0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26%，主要是磁性元

件新能源部分产品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2017年度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分别为5,649.73万元、6,546.27万元及5,742.14万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减少31.47%、

23.81%、2.50%，主要系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成本上升及人民币升值导致汇兑损失增加等

因素所致。

2、公司2017年度基本每股收益0.1348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5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为6.99%，较上年同期下降0.42%，主要系2017年净利润减少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17年10月28日发布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2017-057)、《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全

文》(公告编号：2017-056)中预计的“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40%～0％；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3,533.74�万元至5,889.57万

元”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701� � � �证券简称：奥瑞金 （奥瑞）2018－临019号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奥瑞金” 或“本公司” 、“公司” ）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18年2月27日上午11:00

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2月26日下午15:00至2018年2月27日下午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2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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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为：2018年2月26日下午15:00至2018

年2月27日下午15:00。

（二）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永安东里8号华彬大厦六层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周原先生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共32人，代表股份1,193,223,513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6628%。 其中，出席本次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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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人，代表股份8,

028,9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0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共18人，代表股份845,744,43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9093%。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14人，代表股份347,479,0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7535%。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表决结果：

1.回购股份的目的

同意：1,193,207,9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7%；

反对：15,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3以

上通过，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8,013,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62%；

反对：15,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8%；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回购股份的方式

同意：1,193,207,9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7%；

反对：15,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3以

上通过，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8,013,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62%；

反对：15,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8%；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同意：1,193,189,4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1%；

反对：34,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3以

上通过，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7,994,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58%；

反对：34,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42%；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拟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同意：1,193,207,9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7%；

反对：15,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3以

上通过，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8,013,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62%；

反对：15,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8%；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同意：1,193,207,9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7%；

反对：15,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3以

上通过，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8,013,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62%；

反对：15,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8%；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6．回购股份的期限

同意：1,193,207,9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7%；

反对：15,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3以

上通过，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8,013,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62%；

反对：15,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8%；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二）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回购相

关事宜的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1,193,189,4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1%；

反对：34,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3以

上通过，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7,994,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58%；

反对：34,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42%；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审议通过《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和经营范围的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1,193,221,0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

反对：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3以

上通过，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8,026,4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9%；

反对：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1%；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1,193,202,5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2%；

反对：2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3以

上通过，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周宁律师、康娅忱律师出席会议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股东大会决议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701� � � �证券简称：奥瑞金 （奥瑞）2018－临020号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业绩快报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奥瑞金” 或“本公司” 、“公司” ）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7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

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一、2017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7,343,350,043 7,598,651,622 -3.36%

营业利润

994,875,852 1,482,826,568 -32.91%

利润总额

992,366,279 1,573,423,614 -36.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10,051,743 1,153,581,344 -38.45%

基本每股收益

0.30 0.49 -38.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05% 24.55% -11.50%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4,293,699,431 14,938,528,578 -4.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682,608,667 5,111,191,330 11.18%

股本

2,355,225,600 2,355,225,6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2.41 2.17 11.06%

注：上表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2017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34,335万元，同比下降3.36%；实现营业利润99,487.59

万元，同比下降32.91%；利润总额99,236.63万元，同比下降36.9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71,005.17万元，同比下降38.45%。 报告期公司基本每股收益为0.30元，同比下降38.78%。

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指标同比下降，主

要系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所致。

2．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1,429,369.94万元，较期初下降4.3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为568,260.87万元，较期初增长11.18%。

3．报告期末，公司股本为235,522.56万元，较期初未发生变化；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为2.41元，较期初增长11.06%。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7年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2017年业绩预计

情况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经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701� � � �证券简称：奥瑞金 （奥瑞）2018－临021号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的债权人通知公告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奥瑞金” 或“本公司” 、“公司” ）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2月27日召开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详细内容请见公司2018年2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2018-临019号）。

根据回购方案，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以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或其他监管允许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本次回购的股份用于公司实

施股权激励计划。 回购资金总金额不超过1.8亿元， 回购总金额的下限为不低于人民币1.00亿

元，回购平均价格不超过人民币7.00元/股。 若全额回购，预计回购股份不超过2,571万股。 本次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债权人均有权自接到公司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

本通知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

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

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

2018�年2�月28日至2018年4月13日，每日9:00—12:00、13:30—17:30；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永安东里8号华彬大厦六层

联系人：石丽娜、王宁

邮政编码：100022

联系电话：010-85211915

传真号码：010-85289512

电子邮箱：zqb@orgpackaging.com

3．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 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

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 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

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

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

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4．其它：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

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300733� � �证券简称：西菱动力 公告编号：2018-017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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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8年2月27日（星期二）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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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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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6日下午15:00至2018�年2月27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青羊区腾飞大道298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魏晓林先生

5、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合计9人，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92,238,233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57.6489％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0人，持有公司股份0股；通过现场方式出

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共9人，持有公司股份92,238,233股。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2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1,014股。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计票人为

文兴虎先生、王先锋先生，监票人为梁勇先生、何相东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及《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三、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表决结果：92,238,233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1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数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0%。

此议案现场投票赞成92,238,233股，反对0股，弃权0股；通过网络投票赞成0股，反对0

股，弃权0股。

此议案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31,014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

1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数0%。

此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三分之二以上赞成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92,238,233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1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数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0%。

此议案现场投票赞成92,238,233股，反对0股，弃权0股；通过网络投票赞成0股，反对0

股，弃权0股。

此议案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31,014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

1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数0%。

此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三分之二以上赞成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工商登记备案手续的议

案》

表决结果：92,238,233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1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数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0%。

此议案现场投票赞成92,238,233股，反对0股，弃权0股；通过网络投票赞成0股，反对0

股，弃权0股。

此议案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31,014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

1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数0%。

此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由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半数以上赞成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兴辉和朱晓娜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律

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德恒D20110929639310065BJ-16号

致：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受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公司” ）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对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

东大会” ）的合法性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

简称“《公司章程》”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而出具。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

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

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

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

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在本法律意见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发表意见，不对会议

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这些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仅供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见证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法律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

神，对公司所提供的相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

1．2018年2月9日，公司以现场方式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提议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定于2018年2月27日于成都市青

羊区成飞大道298号会议室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2018年2月12日， 公司董事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等指定媒体上分别刊载了《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知” ），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会

议时间、会议召开地点、召集人、股权登记日、召开方式、出席对象、会议内容、会议登记等事

项。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发出股东大会通知的时间、方式以及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

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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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登记日为2018年2

月22日。

2．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2018年2月27日下午14:00在成都市青羊区腾飞大道298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互联网投票系统或交易系统进行，其

中：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18年2月26日下午15:00－2018年2月27日下午15:00；交易

系统投票时间为2018年2月27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

1．经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合计9人，

代表股份数92,238,233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57.6489%。 出席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授权代表均持有出席会议的合法证明，均已按会议通知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办理了登记手

续；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和交易系统进行表决的股东，由深圳证券交易所身份验证机构验证

其股东资格。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本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3．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1．本次股东大会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提案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并按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监票。

2.�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本次网络投票的

投票总数的统计数，并由该公司对其真实性负责。

3.�本次股东大会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4.�经本所律师查验，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均经合法表决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

没有对会议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 会议记录及决议均由出席会议的公司董事签

名。

5.�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关于修订<成都西菱

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

办理工商登记备案手续的议案》。

本所律师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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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一式三份，经本所盖章并由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王 丽

见证律师：杨 兴 辉

见证律师：朱 晓 娜

2018年2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