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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08� � � �证券简称：老板电器 公告编号：2018-019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期代理商持股计划买入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司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老板电器"或"公司"）收到全体代理商通

知，其与深圳果实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果实资本"）签订《果实资本-老板电器代理

商持股2期结构化私募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设立老板电器第二期代理商持股计划（以下简

称"代理商持股计划"），委托果实资本管理，以合法方式取得老板电器股票。

本期代理商持股计划筹集资金总额上限为33,140万元，按照1:1的比例设立优先级份额和

劣后级份额，优先级份额和劣后级份额按15%和85%分配实际收益。公司控股股东杭州老板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购买代理商持股计划优先级份额，代理商购买代理商持股计划劣后级份额。

每位代理商的具体份额根据实际出资缴款金额确定，资金来源为代理商自筹资金。

截至2018年3月15日， 本期代理商持股计划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二级市场竞价交易方式

累计购买公司股票8,311,16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758%，成交金额合计为330,899,770.75元，

成交均价为39.81元/股。代理商持股计划已完成股票购买，所购买的公司股票将按照规定锁

定12个月，锁定期为2018年3月16日至2019年3月15日。本代理商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36个月，

自代理商持股计划成立之日起算。但若在锁定期满后，当代理商持股计划所持资产均为货币

资金时，本期代理商持股计划可提前终止。

特此公告。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3月16日

证券代码：002168� � � �证券简称：深圳惠程 公告编号：2018－039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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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18年3月

16日17:30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提前以电子邮件和电话的方式送达给

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9人。会议召开

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徐海啸先生主持，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后，采

用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寇汉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的

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要求及实际工

作需要，经公司总裁徐海啸先生提名和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寇

汉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任职期间将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相同，寇汉先生简历如下：

寇汉先生：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1995年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2008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学历。1995年6月至1998年6月，在江北机场从事财务

工作；1998年6月至2000年9月， 负责筹建并统筹中国联通达州分公司的管理工作；2000年10月

至2004年2月，在中国联通四川分公司工作，负责全省的移动电话业务的经营管理工作；2004年

3月开始自主创业；2009年9月至今，任成都哆可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独立董事已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情请见公司刊登于2018年3月17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二、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163� � � �股票简称：中航三鑫 公告编号：2018-025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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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8年3月5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向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三鑫"或"公司

"）发出《关于对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8】第 245号），对公司

2018年3月2日发布的"2018-021号、关于控股股东航空工业通飞拟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海南特玻

贷款提供担保及公司提供反担保的公告"中公司为控股股东提供相应反担保事项提出问询。公

司就本次担保事项做了自查，现将相关情况补充说明如下：

1、公司为控股股东航空工业通飞提供反担保的具体原因及必要性、预计提供反担保的金

额，上述担保事项是否会损害公司利益以及公司拟采取的具体的风险防范措施；

回复：

（1）原因及必要性

为缓解公司控股子公司海南特玻的资金风险，降低公司及海南特玻的债务和担保风险，公

司控股股东航空工业通飞拟承接原中航三鑫为海南特玻在农行澄迈县支行贷款提供的部分担

保。根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和航空工业通飞关于担保管理的规定要求，航空工业通飞对子

公司的下属企业提供担保的，需由该被担保单位的母公司向航空工业通飞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即航空工业通飞承接原中航三鑫为海南特玻提供的贷款担保， 中航三鑫需向航空工业通飞提

供相应的反担保，否则航空工业通飞难以完成审批流程。

（2）反担保金额

公司向航空工业通飞提供反担保的金额为原担保额83,760万元扣除以公司全资子公司海

南文昌中航石英砂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龙马矿"）的土地及采矿权抵押置换原部分担

保后的余额。龙马矿土地及采矿权预计评估值为7,500万元-8,500万元，目前农行正在履行审批

流程，尚待确定最终评估结果及抵押折扣率。为便于理解，假设龙马矿土地及采矿权评估值为

8,000万元，抵押折扣率为60%，则抵押可置换的担保额为4,800万元，中航三鑫向航空工业通飞

提供反担保的金额为78,960万元（=83,760万元-4,800万元）。

待农行确定最终评估结果及抵押折扣率后，公司将公告具体反担保金额。

（3）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防范措施

本次控股股东航空工业通飞承接了公司原对控股子公司海南特玻贷款提供的绝大部分担

保，公司为之提供对应金额的反担保，缓解了海南特玻的债务风险和中航三鑫的担保风险，未

增加中航三鑫的担保负担，未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航空工业通飞、 公司及海南特玻正与海南农行就海南特玻有关债务的整体化解方案进行

协商，待农总行、中航工业等机构审批后予以实施，该方案将进一步缓解海南特玻的偿债风险。

同时， 航空工业通飞及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对海南特玻的管理， 督促海南特玻加强日常经营管

理、盘活资产和严控两金水平等，不断提高其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

2、公司为控股股东航空工业通飞提供反担保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请律师核查并发

表明确意见。

回复：

公司认为， 上述反担保行为是基于控股股东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海南特玻的借款先提供了

保证担保，而公司作为海南特玻母公司向控股股东对应提供了反担保，没有违反《公司法》、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

56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以下简称"《120号

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公司聘请的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嘉源律师"）就本次为控股

股东航空工业通飞提供反担保事项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嘉源律师认为：

1、本次置换担保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海南特玻的资金困难，降低中航三鑫及海南特玻的债

务风险和担保风险，有利于保障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

2、中航三鑫虽然为其控股股东中航通飞提供了反担保，但是提供反担保的范围并没有超

出其原来为其子公司海南特玻所提供的担保的范围， 不存在中航通飞利用其控股股东的身份

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根据目前现行有效的《120号文》及《股票上市规则》中关于为控股股东提供担保的相

关规定，中航三鑫可以为其控股股东中航通飞提供反担保，但是需要召开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且股东大会在审议该事项时，中航通飞及其关联方，均不得参与该项表决，该项表决须经出席

股东大会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方为有效。

法律意见书的其他详细内容见附件。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516� � � �证券简称：旷达科技 公告编号：2018-012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肥公司完成工商设立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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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2月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设立合肥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旷达汽车

饰件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3,000万元人民币作为注册资本在合肥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以下简

称"合肥公司"），即公司的全资孙公司。以上内容详见公司2018年2月12日登载于《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全资子公司设立合肥公司的公告》（2018-007）。

经工商部门核准,�公司于近日完成了对合肥公司的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取得了合肥市包河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营业执照》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名称：合肥旷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11MA2RJ4JR1N(1-2)；

住所：合肥市包河区经济开发区花园大道互联网产业园1栋6131；

法定代表人姓名：龚旭东；

注册资本：叁仟万圆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汽车饰品、汽车用品、汽车配件、合成革的设计与销售；汽车电子、半导体产品设

计、开发、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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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旷达饰件持有其100%的股份。

特此公告。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3月16日

证券代码：002388� � � �证券简称：新亚制程 公告编号：2018-018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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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2018年3月15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新力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

力达集团” 或“控股股东” ）通知，获悉新力达集团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已办理了解除质

押手续。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解除质押的股份原质押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新力达集团于2017年3月14日将其所持有的8,000,000股质押给了万和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14）。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情况

1、股东股份本次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

股数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解除

日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新力达集团 是

8,000,000

股

2017-03-14 2018-03-15

万和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3.42%

合计

8,000,000

股

3.42%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新力达集团持有本公司233,824,717股（其中41,666,640股为限售流通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6.42%； 其中仍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为215,783,485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2.83%，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的92.28%。

二、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3月16日

证券代码：000415� � � �证券简称：渤海金控 公告编号：2018-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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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14日，Avolon下属全资子公司Avolon� Aerospace� Leasing�

Limited（以下简称"AALL"）之全资子公司Avolon� Aerospace� AOE� 151� Limited（以下简称

"AOE� 151"）通过Maples� FS� Limited设立的孤儿公司DARCY� AVIATION� LIMITED（以下

简称"DARCY"） 就一架B� 787-9飞机向银团申请11,666.97万美元贷款，DARCY作为飞机资

产名义持有人及贷款主体，与代理机构及担保受托方CRéDIT� AGRICOLE,CORPORATE�

AND� INVESTMENT� BANK及贷款银团签署了贷款协议。AOE� 151作为飞机资产全部经济

利益的实际持有人，承担上述贷款的还款义务。

为支持上述融资业务顺利开展，Avolon及其下属子公司CIT� Aerospace� LLC、CIT� Group�

Finance� (Ireland)、CIT� Aviation� Finance� III� Ltd、CIT� Aerospace� International、Avolon�

Aerospace� Leasing� Limited、Hong� Kong� Aviation� Capital� Limited、Park� Aerospace� Holdings�

Limited（以下简称"Avolon下属子公司"）共同为上述AOE� 151还款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同时，AALL以其持有的AOE� 151� 100%股权为AOE� 151还款义务提供质押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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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339.97万美元（不含本次担保金额）。 本次Avolon及其下属子公司为

AOE� 1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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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OE� 151� Limited；

2.成立日期：2017年10月3日；

3.注册地址：PO� Box� 309,� Ugland� House,� Grand� Cayman,� KY1-1104,� Cayman� Is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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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te� company� limited� by� shares；

7.股本结构：Avolon� Aerospace� Leasing� Limited持股100%；

8.Avolon� Aerospace� Leasing� Limited财务数据： 截止2016年12月31日，AALL总资产858,

036.8万美元、净资产31,176.6万美元，2016年度营业收入72,835.9万美元、净利润8,769.7万美元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2017年12月31日，AALL总资产1,163,628.6万美元、净资产43,101.4

万美元，2017年度营业收入87,693.5万美元、净利润11,924.8万美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注：AOE� 151系AALL为飞机租赁业务及相关融资业务单独设立的特殊目的主体，其偿还

能力由AALL业务运营能力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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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66.97万美元；

4.本次担保审批程序及相关授权：本次Avolon及Avolon下属子公司为AOE� 1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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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Avolon下属子公司为AOE� 1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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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E� 151系AAL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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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LL资金实力并提升其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促进AAL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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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34,128.94万元， 均为对合并报表

范围内子公司担保，其中公司对天津渤海发生担保金额约100,000万元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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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660万元人民币、49,900

万美元（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1：6.3340计算折合人民币316,066.60万元）；天津渤海对其全资

SPV公司发生担保金额约137,951.18万元人民币、32,250万美元 （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1：

6.3340计算折合人民币204,271.5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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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340计算折合人民币524,455.20万元）和24,170

万欧元（以欧元兑人民币汇率1：7.7926计算折合人民币188,347.14万元），HKAC和Avolon对

其全资或控股SPV或其子公司担保金额约1,108,206.08万美元（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1：6.3340

计算折合人民币7,019,377.3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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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08,027.55万

元，占2016年度公司经审计总资产约40.20%，均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担保，其中公司对

天津渤海发生担保金额约100,0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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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660万元人民币、49,900万美元（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

1：6.3340计算折合人民币316,066.60万元）； 天津渤海对其全资SPV公司发生担保金额约137,

951.18万元人民币、32,250万美元 （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1：6.3340计算折合人民币204,27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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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340计算折合人民币524,455.20万元）和24,170万欧元（以欧元兑人民币汇率1：

7.7926计算折合人民币188,347.14万元），HKAC和Avolon对其全资或控股SPV或其子公司担

保金额约1,119,873.06万美元 （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1：6.3340计算折合人民币7,093,275.93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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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3月16日

股票代码：000008� � � �股票简称：神州高铁 公告编号：2018019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6年重大资产重组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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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为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上市公

司” 、“神州高铁” ）2016年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可上市流通数量合计为20,596,082股，占目前公

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0.7308%。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8年3月21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王纯政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887号，2015年12月8日核发）核准，公司于2016年3月向

王纯政等27名交易对方合计发行88,870,470股股份， 新增股份于2016年3月21日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股份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根据相关约定，经公司申请，上述限售股份中27,082,178股于2017年3月21日解除限售上市

流通。截至目前，上述股份中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总数为61,788,292股。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在发行中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1、股份限售承诺履行情况

承诺方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陈卫锋、陈以良、崔力航、方云涛、黄勤学、李

波、梁能志、潘爱桥、唐芸、王纯政、王彦文、

王艳红、吴伟钢、吴玉玲、夏昌凌、夏俊军、谢

波、许爱萍、杨本专、杨雄、余莉萍、张保军、

张成、张迎、周海天、北京南车华盛创业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南车华盛”）

本次向承诺方发行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前述期限届满后，本次向其发

行的股份的

25%

可解锁，剩余部分继续锁定；自股

份上市之日起届满

24

个月后，本次向其发行的股

份的

25%

可解锁，剩余部分继续锁定；自股份上市

之日起届满

36

个月后， 本次向其发行的股份的

50%

可解锁。

正常履行中，不存在违

背该承诺的情形；第一

批限售股

20,596,082

股

股份已于

2017

年

3

月

21

日解禁，本次解禁股份

为第二批限售股。

陈卫锋、陈以良、崔力航、方云涛、黄勤学、李

波、梁能志、潘爱桥、唐芸、王纯政、王彦文、

王艳红、吴伟钢、吴玉玲、夏昌凌、夏俊军、谢

波、许爱萍、杨本专、杨雄、余莉萍、张保军、

张成、张迎、周海天、南车华盛

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武汉利德承诺

2015

年至

2017

年分别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低于

6,500

万元、

8,450

万元、

10,985

万元。

正常履行中，不存在违

背该承诺的情形。已分

别完成

2015

年及

2016

年净利润不低于

6,500

万元和

8,450

万元的业

绩承诺，

2017

年业绩尚

需业绩承诺审核报告

出具后确定。

陈卫锋、陈以良、崔力航、方云涛、黄勤学、李

波、梁能志、潘爱桥、唐芸、王纯政、王彦文、

王艳红、吴伟钢、吴玉玲、夏昌凌、夏俊军、谢

波、许爱萍、杨本专、杨雄、余莉萍、张保军、

张成、张迎、周海天、南车华盛

一、交易对方关于提供信息的承诺

二、交易对方关于诚实情况的承诺

三、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承诺

已履行完毕。

2、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序号 业绩承诺期 承诺利润

(

万元

)

实际利润（万元） 是否完成承诺

1 2015

年度

6,500 8,112.20

是

2 2016

年度

8,450 8,735.67

是

3 2015-2016

合计

14,950 16,847.87

是

如上表所示,武汉利德已完成相关业绩承诺，具体内容详见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出具的《武汉利德测控技术有限公司2015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审核报告》（大信专审

字[2016]第1-00850号）和《武汉利德测控技术有限公司2016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审核报

告》（大信专审字[2017]第1-00490号）。

三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8年3月21日；

2、本次可上市流通的股份总数为20,596,082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0.7308%；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总数

（股）

本次发行涉及的限售股

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 备注

1

王纯政

19,660,134 18,760,134 6,253,377

副总经理

2

黄勤学

10,914,318 10,914,318 3,638,106

3

南车华盛

8,202,479 8,202,479 2,734,159

4

杨本专

4,094,962 4,094,962 1,364,987

5

张保军

4,284,109 3,804,109 1,268,036

6

梁能志

3,746,771 3,230,771 1,076,923

7

夏俊军

2,835,486 2,115,486 705,162

8

吴伟钢

1,673,976 1,673,976 557,991

9

陈以良

1,523,318 1,523,318 507,772

10

许爱萍

857,912 857,912 285,970

11

吴玉玲

857,912 857,912 285,970

12

唐芸

857,912 857,912 285,970

13

崔力航

857,912 857,912 285,970

14

杨雄

1,574,201 758,201 252,733

15

余莉萍

690,514 690,514 230,171

16

方云涛

512,654 512,654 170,884

17

王艳红

418,494 418,494 139,497

18

周海天

347,349 347,349 115,782

19

王彦文

1,524,331 324,331 108,110

20

张成

234,356 234,356 78,118

21

夏昌凌

209,246 209,246 69,748

22

张迎

209,246 209,246 69,748

23

陈卫锋

235,086 115,086 38,361

24

潘爱桥

228,808 108,808 36,269

25

谢波

102,958 66,958 22,319

26

李波

119,848 41,848 13,949

合计

66,774,292 61,788,292 20,596,082

注：上述部分股东为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因此，其持有的限售股

份总数包含本次发行涉及的限售股及股权激励的限制性股票。

四、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股）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数量（股） 比例（

%

） 数量（股） 比例（

%

）

一、限售条件流通

股

/

非流通股

281,048,971 9.97 -20,596,082 260,452,889 9.24

高管锁定股

178,412,761 6.33 0 178,412,761 6.33

首发后限售股

61,788,292 2.19 -20,596,082 41,192,210 1.46

股权激励限售股

40,847,918 1.45 0 40,847,918 1.45

二、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2,537,280,838 90.03 20,596,082 2,557,876,920 90.76

三、总股本

2,818,329,809 100 0 2,818,329,809 100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 独立财务顾问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发表核

查意见如下：

1、神州高铁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

2、神州高铁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其作出的相关承诺；

3、神州高铁对本次限售股份解禁并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4、民生证券对神州高铁本次限售股份解禁并上市流通事宜无异议。

六、其他事项

1、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

况；

2、公司不存在对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3、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七、备查文件

1、公司非公开发行的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2、公司非公开发行的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确认书；

3、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股东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

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4、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3月17日

证券代码：600380� � � �证券简称：健康元 公告编号：临2018-017

债券代码：122096� � � �债券简称：11�健康元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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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3月16日

2、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朗山路17号健康元药业集团大厦2号

会议室。

3、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3

（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44,708,568

（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47.3197

4、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朱保国先生在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决议有效。

5、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3人，副董事长刘广霞女士、董事邱庆丰先生、独立董事胡庆

先生、崔利国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谢友国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赵凤光先生列席，总裁杨冬云先生、副总裁俞雄先生因工作原

因未列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744,569,308 99.9813 122,960 0.0165 16,300 0.0022

2、议案名称：《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744,701,108 99.9989 7,460 0.0011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744,694,808 99.9981 12,560 0.0016 1,200 0.0003

4、议案名称：《关于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744,695,908 99.9983 12,560 0.0016 100 0.0001

5、议案名称：《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744,664,908 99.9941 43,560 0.0058 100 0.0001

6、议案名称：《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744,664,908 99.9941 43,560 0.0058 100 0.000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1

《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2,153,788 93.9268 122,960 5.3622 16,300 0.7110

2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2,285,588 99.6746 7,460 0.3254 0 0.0000

3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2,279,288 99.3999 12,560 0.5477 1,200 0.052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3-6为特别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2/3以上通过，其他议案均为普通议案。同时议案1-3需公司中小股东进行单独计票。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邓宇戈、陈思熠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主体

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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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

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及公告；

2、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改之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3月17日

证券代码：603338� � � �证券简称：浙江鼎力 公告编号：2018-014

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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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16,275,000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8年3月26日。 鉴于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原为非交易

日2018�年3月25�日（星期日），根据相关规定，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将顺延至该日期后的

第一个交易日，即2018年3月26日（星期一）。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314号）核准，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

“浙江鼎力” ）于2015年3月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6,250,000股，并于2015年3月25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48,750,000股，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

本为65,000,000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116,275,000�

股，锁定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锁定期即将届满，将于2018年3月26日起上

市流通。鉴于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原为非交易日2018年3月25日（星期日），根据相关规定，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将顺延至该日期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2018年3月26日（星期一）。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1、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65,000,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48,750,0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6,250,000股。

2、2015年9月7日，公司实施201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总股本65,000,0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

转增15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62,500,000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增加至40,625,

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增加至121,875,000股。

3、2017年10月11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核准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7]1799号）， 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20,667,

000股新股。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4,426,229股，并于2017年11月22日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托管相关事宜。 公司总股本由162,

500,000股增至176,926,229股。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 公司总股本为176,926,229股，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46,225,000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30,701,229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股）招股说明书》及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

市流通的股东做出的承诺如下：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许树根先生以及公司股东许志龙先生承诺：“除在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公开发行的部分股份外，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人所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所持有

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本人所持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在上述

锁定期期满后2年内减持，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

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前述公

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6个月；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在离职半年后的12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公司股

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50%；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本人不因职务变更

或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2、公司股东德清中鼎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诺：“除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公开

发行的部分股份外，自浙江鼎力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

所持有的浙江鼎力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浙江鼎力回购本公司所持有的浙江

鼎力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截止本公告日，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

上述承诺事项。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公司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发表核查意见

如下：

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章要求；

2、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

关规则和股东承诺；

3、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股份锁定承

诺；

4、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

确、完整；

5、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浙江鼎力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解禁事项。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16,275,000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8年3月26日；

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

股

)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1

许树根

83,875,000 47.41% 83,875,000 0

2

德清中鼎股权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26,275,000 14.85% 26,275,000 0

3

许志龙

6,125,000 3.46% 6,125,000 0

合计

116,275,000 65.72% 116,275,000 0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1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40,701,229 -26,275,000 14,426,229

2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90,000,000 -90,000,000 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30,701,229 -116,275,000 14,426,229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A

股

46,225,000 116,275,000 162,500,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46,225,000 116,275,000 162,500,000

股份总额

176,926,229 0 176,926,229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

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3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