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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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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3月19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3月18日至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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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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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3月18日下午15:00至3月19日下午15:

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海宁市海州西路201号皮革城大厦19楼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主持人：董事长张月明先生

6、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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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16人， 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数766,447,13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9.7505%。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0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18,997,189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比率为56.0514%。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9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7,449,95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比率为3.6991%。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共20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6,062,40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比率为7.4888%。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现场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与股东授权代表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757,790,14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705%；反对股份8,409,793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72%；弃权股份247,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7,405,41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881%；反对股份8,409,7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545%； 弃权股份247,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74%。

（二）在关联股东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海宁市市场开发服务中心、钱娟萍、俞中凌回避表决的前提下,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93,205,3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4014%；反对股份8,695,693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275%；弃权股份72,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7,084,21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524%；反对股份8,695,6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20%； 弃权股份72,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56%。

（三）在关联股东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海宁市市场开发服务中心、钱娟萍、俞中凌回避表决的前提下,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93,205,3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4014%；反对股份8,695,693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275%；弃权股份72,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7,084,21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524%；反对股份8,695,6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19%； 弃权股份72,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56%。

（四）在关联股东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海宁市市场开发服务中心、钱娟萍、俞中凌回避表决的前提下,

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1、《关于本次交易整体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93,035,7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352%；反对股份8,765,193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956%；弃权股份172,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9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6,914,61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6754%；反对股份8,765,1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445%； 弃权股份172,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01%。

2、《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

（1）《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93,065,3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642%；反对股份8,740,293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711%；弃权股份16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6,944,21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063%；反对股份8,740,2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85%； 弃权股份167,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52%。

（2）《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标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93,065,3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642%；反对股份8,740,293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711%；弃权股份16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6,944,21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063%；反对股份8,740,2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85%； 弃权股份167,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52%。

（3）《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92,509,6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192%；反对股份9,295,993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61%；弃权股份16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6,388,51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1265%；反对股份9,295,9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83%； 弃权股份167,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52%。

（4）《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方式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92,796,9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010%；反对股份9,008,693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343%；弃权股份16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6,675,81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263%；反对股份9,008,6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85%； 弃权股份167,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52%。

（5）《关于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92,796,9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010%；反对股份9,008,693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343%；弃权股份16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6,675,81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263%；反对股份9,008,6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85%； 弃权股份167,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52%。

（6）《关于发行股份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93,065,3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642%；反对股份8,740,293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711%；弃权股份16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6,944,21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063%；反对股份8,740,2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85%； 弃权股份167,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52%。

（7）《关于发行股份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92,734,0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393%；反对股份9,071,593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960%；弃权股份16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6,612,91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607%；反对股份9,071,5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41%； 弃权股份167,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52%。

（8）《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价格调整机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91,097,08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3340%；反对股份10,653,516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474%；弃权股份222,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8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4,975,99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6529%；反对股份10,653,5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145%；弃权股份22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26%。

（9）《关于发行股份数量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92,751,1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560%；反对股份9,054,493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793%；弃权股份16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6,630,01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785%；反对股份9,054,4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463%； 弃权股份167,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52%。

（10）《关于发行股份锁定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92,811,7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155%；反对股份8,993,893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198%；弃权股份16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6,690,61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417%；反对股份8,993,8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831%；弃权股份16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2%。

（11）《关于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处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93,075,3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740%；反对股份8,730,293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613%；弃权股份16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6,954,21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167%；反对股份8,730,2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81%；弃权股份16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2%。

（12）《关于发行股份上市地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93,112,3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3102%；反对股份8,693,293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251%；弃权股份16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6,991,21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553%；反对股份8,693,2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695%；弃权股份16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2%。

（13）《关于标的资产过渡期间损益归属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93,069,3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681%；反对股份8,736,293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672%；弃权股份16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6,948,21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105%；反对股份8,736,2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43%；弃权股份16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2%。

（14）《关于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93,099,2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974%；反对股份8,706,393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379%；弃权股份16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6,978,11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417%；反对股份8,706,3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31%；弃权股份16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2%。

（五）在关联股东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海宁市市场开发服务中心、钱娟萍、俞中凌回避表决的前提下,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组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93,066,0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648%；反对股份8,834,993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641%；弃权股份72,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6,944,91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070%；反对股份8,834,9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73%； 弃权股份72,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57%。

（六）在关联股东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海宁市市场开发服务中心、钱娟萍、俞中凌回避表决的前提下,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交易对方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93,052,1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512%；反对股份8,848,893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777%；弃权股份72,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6,931,01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6925%；反对股份8,848,8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318%；弃权股份72,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7%。

（七）在关联股东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海宁市市场开发服务中心、钱娟萍、俞中凌回避表决的前提下,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92,796,8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009%；反对股份9,021,193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66%；弃权股份155,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2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6,675,71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262%；反对股份9,021,1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116%； 弃权股份155,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22%。

（八）在关联股东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海宁市市场开发服务中心、钱娟萍、俞中凌回避表决的前提下,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说明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92,542,3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513%；反对股份9,021,093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65%；弃权股份410,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6,421,21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1607%；反对股份9,021,0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114%；弃权股份410,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79%。

（九）在关联股东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海宁市市场开发服务中心、钱娟萍、俞中凌回避表决的前提下,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92,542,3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513%；反对股份9,021,093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65%；弃权股份410,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6,421,21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1607%；反对股份9,021,0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114%；弃权股份410,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79%。

（十）在关联股东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海宁市市场开发服务中心、钱娟萍、俞中凌回避表决的前提下,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是否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第五

条相关标准的说明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92,521,6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310%；反对股份9,041,793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668%；弃权股份410,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6,400,51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1391%；反对股份9,041,7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330%；弃权股份410,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79%。

（十一）在关联股东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海宁市市场开发服务中心、钱娟萍、俞中凌回避表决的前提

下,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本次重组有关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92,810,7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145%；反对股份8,752,693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833%；弃权股份410,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6,689,61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407%；反对股份8,752,6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314%；弃权股份410,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79%。

（十二）在关联股东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海宁市市场开发服务中心、钱娟萍、俞中凌回避表决的前提

下,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92,810,7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145%；反对股份8,752,693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833%；弃权股份410,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6,689,61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407%；反对股份8,752,6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314%；弃权股份410,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79%。

（十三）在关联股东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海宁市市场开发服务中心、钱娟萍、俞中凌回避表决的前提

下,审议通过了《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

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92,810,7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145%；反对股份8,752,693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833%；弃权股份410,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6,689,61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407%；反对股份8,752,6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314%；弃权股份410,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79%。

（十四）在关联股东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海宁市市场开发服务中心、钱娟萍、俞中凌回避表决的前提

下,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92,529,1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383%；反对股份9,288,893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92%；弃权股份155,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2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6,408,01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1469%；反对股份9,288,8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09%； 弃权股份155,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22%。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未来三年（2018-2020年度）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757,769,72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678%；反对股份8,449,214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24%；弃权股份228,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7,384,993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668%；反对股份8,449,2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956%； 弃权股份228,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76%。

（十六）在关联股东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海宁市市场开发服务中心、钱娟萍、俞中凌回避表决的前提

下,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组对即期回报影响及填补回报安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92,811,5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153%；反对股份8,751,893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825%；弃权股份410,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6,690,41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415%；反对股份8,751,8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306%；弃权股份410,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79%。

（十七）在关联股东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海宁市市场开发服务中心、钱娟萍、俞中凌回避表决的前提

下,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92,564,3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729%；反对股份9,253,693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46%；弃权股份155,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2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6,443,21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1836%；反对股份9,253,6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41%； 弃权股份155,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23%。

（十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758,698,55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890%；反对股份7,440,583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08%；弃权股份308,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88,313,82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9338%；反对股份7,440,5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456%； 弃权股份308,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06%。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李波、张灵芝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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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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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3月14日以电

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于2018年3月1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8名，实际出席董事8名。

公司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监事会主席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由董事长赵勇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受让四川富海长虹股权投资管理公司股权及认购四川富海长虹股权投资基金份额

的议案》

为了推动四川富海长虹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富海长虹基金” ）实质运作，

发挥基金对公司战略转型的服务支持作用，解决原基金管理团队资源投入不足等问题，同意公司收购深圳

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在富海长虹基金的1,000万元基金份额， 转让价格以1,000万元出资份额

对应的富海长虹基金所有者权益评估值确定，即10,051,914.40元；同意公司新增认购8,760万元基金份额，本

次收购及新增认购完成后，本公司合计持有富海长虹基金14,760万元基金份额；同意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

长虹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创投” ）收购芜湖富海蓝域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的

四川富海长虹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海长虹管理公司” ）全部60%股权，股权转让价格以

60%股权对应的富海长虹管理公司全部股权的评估值确定，即1,197,924.54元。

以上事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临2018-003号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长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在海外发行不超过5亿等值美元高级永续债券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需要，为优化财务和负债结构，丰富融资渠道，同意由本公司提供担保，本公司控股子公

司长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在海外发行不超过5亿等值美元的高级永续债，发行期限为3+N或者5+N� ，其

中，预计3年期发行利率不高于6%，5年期发行利率不高于6.5%（最终以实际发行利率为准），资金用于归还

到期债务及补充日常流动资金。

以上事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临2018-004号、临2018-005号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四川长和科技有限公司35%股权转让价格的议案》

为聚焦主业，盘活资产，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由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长虹创新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创投” ） 以不低于326.543万元的价格通过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所

持参股公司四川长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和科技” ）35%的股权。 截至目前，无意向受让方报名,为

推进本次长和科技35%的股权转让事项，同意长虹创投将长和科技35%的股权的转让底价降低10%，即调整

为293.8887万元，再次通过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挂牌时间为二十个工作日，若挂牌期满后，仍未征

集到意向受让方，同意长虹创投根据实际情况，再次降低挂牌底价，最终底价不低于276.76万元（即长和科

技35%的股权对应的截止2016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值，相对于长和科技35%的股权对应的评估值降价

幅度约为15.3%）。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湛江销售分公司注销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需要，同意注销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湛江销售分公司，授权公司经营班子按相关

规定和程序办理湛江销售分公司注销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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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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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

3月14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 会议于2018年3月16日在本公司商贸中心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5名，实际出席监事5名。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

会主席王悦纯先生召集和主持，经与会监事充分讨论，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受让四川富海长虹股权投资管理公司股权及认购四川富海长虹股权投资基金份额

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受让四川富海长虹股权投资管理公司股权及认购四川富海长虹股权投资基金份额，是为

了尽快推动富海长虹基金实质运作，发挥基金对公司战略转型的服务支持作用，解决原基金管理团队资源

投入不足等问题。 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5票，否决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长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在海外发行不超过5亿等值美元高级永续债券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为优化财务和负债结构，丰富融资渠道，在有效控制资金风险的基础上，同意由本公司提

供担保，长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在海外发行不超过5亿等值美元高级永续债券。根据相关规定，本议案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5票，否决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四川长和科技有限公司35%股权转让价格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否决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湛江销售分公司注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否决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8年3月20日

证券代码：600839� � � � �证券简称：四川长虹 编号：临2018-003号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认购投资基金份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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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投资标的名称：四川富海长虹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富海长虹基金” ）

● 投资规模：本次受让1,000万元基金份额，新增认购8,760万元基金份额，本次转让及新认购基金份额

完成后，公司合计认购富海长虹基金14,760万元基金份额。

● 风险提示：该基金尚需取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本次认购的基金份额所投资的产品可能

存在程度不等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险、管理风险、信用风险、预期投资收益不能实现风险、操作或技

术风险及其他风险。 本次投资无保本及最低收益承诺，投资收益存在不确定性。

一、概述

根据国家政策导向及公司智能战略规划，为聚集优秀的技术、项目、团队和资本，推动公司战略转型，经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与上海岚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岚裕” ）共同发起成立四川长虹

岚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长虹岚裕基金” ），其中公司出资5,000万元，上海岚裕

出资1,000万元。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长虹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创投” ）和上海岚裕合资成立

四川长虹岚裕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长虹岚裕基金管理公司” ），其中长虹创投认缴出资400万元，

上海岚裕认缴出资600万元。以上事项详见公司于2015年12月8日、2016年1月16日披露的临2015-072号公告、

临2016-002号公告。

2016年6月，经各方协商同意，上海岚裕将其在长虹岚裕基金的出资份额转让给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富海” ），长虹岚裕基金更名为富海长虹基金；上海岚裕将其持有的长虹

岚裕基金管理公司60%股权转让给东方富海全资子公司芜湖富海蓝域投资基金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芜湖富海” ），长虹岚裕基金管理公司更名为四川富海长虹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

海长虹管理公司” ）。

为了推动富海长虹基金实质运作，发挥基金对公司战略转型的服务支持作用，解决原基金管理团队资

源投入不足等问题， 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同意公司收购东方富海持有的富海长虹基金

1000万元基金份额，转让价格以1,000万元出资份额对应的富海长虹基金所有者权益评估值确定，即10,051,

914.40元；同意公司新增认购8,760万元基金份额，本次转让及新认购基金份额完成后，本公司合计认购富海

长虹基金14,760万元基金份额；同意长虹创投收购芜湖富海持有的富海长虹管理公司60%股权，股权转让价

格以60%股权对应的富海长虹管理公司全部股权的评估值确定，即1,197,924.54元；本次收购后，长虹创投持

有富海长虹管理公司100%股权。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四川富海长虹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017年度审计

报告》（XYZH/2018CDA30034）和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四川富海长虹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所有者权益资产评估报告书》（天源评报字[2018]第0025号），截止2017年12月31日，富海长虹

基金净资产为人民币90,467,229.56元。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出具的 《四川富海长虹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17年度审计报告》

（XYZH/2018CDA30033）和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四川富海长虹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书》（天源评报字[2018]第0026号），截止2017年12月31日，富海长虹管理公司净资

产为人民币1,996,540.90元。

本次对外投资未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的投资额度在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基金管理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四川富海长虹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绵阳市涪城区绵安路35号

法定代表人：陈玮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703MA6243JA2H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5年12月28日

营业期限：2015年12月28日至2045年12月28日

经营范围：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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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海长虹管理公司尚未获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

截止2017年12月31日， 富海长虹管理公司资产总额200.71万元， 负债总额1.06万元， 所有者权益总额

199.65万元；富海长虹管理公司2017年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0.52万元。

三、富海长虹基金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名称：四川富海长虹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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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缴出资总额：基金规模为2.4亿元，具体出资方式如下：

合伙人名称或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承担责任方式

四川富海长虹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40 无限责任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14,760 有限责任

绵阳富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000 有限责任

四川发展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00 有限责任

2、基金存续期与管理费率

基金存续期为7年，自基金注册登记之日起第1-5年为基金投资期，投资期之后至本企业成立满7年为回

收期，回收期内基金不得再进行对外投资。基金按实际募集到位的资金规模的2%/年向基金管理公司支付管

理费。

3、基金投资策略

（1）投资方向：主要投资于四川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高端成长型产业的区域性优势领域。

（2）投资限制：不得从事任何形式的对外借款，不得投资于远期、期货、期权、掉期等金融衍生品，不得

从事商业性房地产投资，不得发放贷款、资金拆借、对外担保、赞助和捐赠，以及国家法律法规禁止从事的其

他业务；不得在二级市场上以获取短期差价为目的买卖上市股票(但参与上市公司定增除外)；对单个项目的

投资总额原则上不得超过的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总额的20%，特别优质项目投资总额超过该比例的，需经全

体合伙人会议同意；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总额的60%以上原则上应投向快速成长期及成熟期项目；全体出资

人认缴出资投资于【四川】省内的比例不低于本合伙企业认缴总规模的60%。

（3）投资退出：根据对被投资企业的投资计划选择适当的退出方式，具体可以采取股权转让、股权回购

以及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

4、基金投决机制

投资决策委员会是基金管理的最高投资决策机构。任何投资方案的实施、投资项目退出、确定投资收益

分配时点等表决事项，需投资管理委员会委员决策通过。 投资决策委员会由6名委员组成，实行投资决策三

分之二通过制，且赞成票中必须包含公司委派的至少一名委员。

5、基金投资收益分配

经全体出资人一致同意，基金所有收入在支付或预留相关成本费用后，按如下办法进行分配：(1)各出资

人收回投资本金，如不能全额收回本金的，由全体出资人按各自加权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2)收回投资

本金后如有收益的，则按20%:80%的比例分别向普通合伙人和全体合伙人(含普通合伙人)进行投资收益分

配。其中，全体合伙人按各自加权实缴出资比例对上述80%部分投资收益进行分配。 (3)当本合伙企业年化收

益率高于当期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 则可根据 《四川省省级产业发展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办

法》的相关规定，代表“省级财政引导资金”出资的受托管理机构可将其取得的投资收益的30%对普通合伙

人进行奖励。

以上最终以合伙协议签署及工商登记为准。

四、对公司的影响

富海长虹基金承担着为公司战略转型提供金融支撑的重要职能,但前期由于资源投入不足，导致基金

未实质性运作，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 本次公司受让及新增认购富海长虹基金份额及长虹创投收购富海长

虹管理公司全部股权，有助于推动基金实质运营，支撑长虹战略转型和产业协同发展。

五、存在的风险

1、LP后续资金无法实缴到位的风险。 根据各LP签署的认购协议， 总计2.4亿的基金份额已全部认购完

毕。现阶段各LP虽已实缴40%-60%资金，但不排除后续资金无法实缴到位的风险，尤其是在遇到优质的项目

时，如果出现后续资金不到位的情况，将严重影响基金的信誉，导致与优质项目失之交臂。

2、富海长虹基金尚需取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

3、本次认购的基金份额所投资的产品可能存在程度不等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险、管理风险、信

用风险、预期投资收益不能实现风险、操作或技术风险及其他风险。 本次投资无保本及最低收益承诺，投资

收益存在不确定性。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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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海外发行高级永续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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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海外发债规模为等值5亿美元

● 本次海外发债尚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 发展与改革相关部门审批；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根据公司经营需要，为优化财务和负债结构，丰富融资渠道，降低综合融资成本，本公司拟通过控股子

公司长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在海外发行不超过5亿等值美元的高级永续债。

一、永续债发行方案

发行主体：长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

发行品种：高级永续债（Senior� Perpetual）

发行规模：不超过5亿等值美元

发行期限：3+N或5+N

债项评级：无评级，本公司为本次发行提供担保。

发行利率：预计3年期5.5%-6%，5年期6%-6.5%，最终以实际发行利率为准。

资金用途：用于归还到期债务及补充日常流动资金

发行费用：包括承销费、律师费和信托费等。

二、申请授权事项

为提高永续债发行工作效率,拟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转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永

续债发行的研究与组织工作,并根据实际情况及公司需要实施与永续债发行有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确定永续债发行的具体条款、条件和其他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发行规模、期限、赎回条款、票息递增条

款、利息递延条款、利息递延下的限制条款和持有人救济条款等债券条款的设置、发行价格、利率及其确定

方式、发行时机、是否分期发行及发行期数、终止发行、评级安排、担保事项、还本付息的期限、在股东大会批

准的用途范畴内决定筹集资金的具体安排等与永续债发行有关的一切事宜。

2、决定聘请为永续债发行提供服务的全球协调人及其他中介机构。

3、在上述授权范围内,负责修订、签署和申报与永续债发行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法律文件,并办理永续债

的相关申报、注册和信息披露手续。

4、如监管政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可依据监管部门的意见对永续债发行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

相应调整。

5、办理与永续债发行相关的其他事宜。

三、风险提示

本次海外发债采用无评级发行方式，成本为预估成本，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存在由于成本过高而终止发

行的风险。

本次海外发行非人民币债券，存在汇率风险，公司将根据外汇管理策略利用金融衍生品进行套期保值

操作来规避风险。

四、审议决策程序

本事项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发展与改革相关部门

审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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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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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8年3月16日，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长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在海外发行不超过5亿等值美元高级永续债券的议案》，同

意公司为下属子公司长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长虹” ）在海外发行不超过5亿等值美元

的高级永续债券提供不超过5亿等值美元的担保，担保期限与高级永续债券的发行期限一致。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长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5月，注册地为香港，注册资本2亿港元。 香港长虹为本公司全

资子公司，主要从事贸易业务。

根据香港长虹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截止2017年9月30日， 香港长虹资产总额86.53亿港元， 负债总额

81.06亿港元，所有者权益5.47亿港元；香港长虹2017年1-9月年实现营业收入为112.49亿港元，净利润576.79

万港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尚未签订担保协议。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是为了满足香港长虹发行永续债项目所需，有利于改善公司财务和负债结构，拓展融资渠道，

同意公司为香港长虹发行不超过等值5亿美元的永续债券提供不超过等值5亿美元的担保，担保期限与高级

永续债券的发行期限一致。

五、累计担保数量和逾期担保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直接累计对外担保额度为人民币563,665万元，美元5亿元，合计人民币880,

265万元（美元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2018年3月19日公布的中间价1美元兑换人民币6.3320

元折算），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9.81%。

本公司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1、经公司与会董事签字生效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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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签署《战略重组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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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本公司"或"中弘股份"）接到控股股东中弘卓业集团有限

公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弘集团"）及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永红先生通知，中弘集团、王永红先生与深圳

港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桥投资"）于2018年3月19日共同签署了《关于中弘卓业集团

有限公司战略重组协议》（以下简称《战略重组协议》）。

一、协议各方基本情况介绍

1、深圳港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ENF62X9

负责人：杨涛

注册资本：2,000万元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

经营范围：发起设立股权投资企业；受托管理股权投资企业的投资业务并提供相关服务；股权投资咨

询。

港桥投资系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中国港桥控股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2323）依法在中国大陆设立的全

资子公司，已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为P1066570。

2、中弘卓业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0767500449G

负责人：王继红

注册资本：60,000万元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高新街258号数码港大厦2015-431号

经营范围：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

司股份。

中弘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2,227,657,410股，占本公司全部股权比例的26.55%，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3、王永红先生

王永红先生持有中弘集团100%股权，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二、《战略重组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深圳港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中弘卓业集团有限公司

丙方：王永红

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1、重组目标

本次重组的目标为帮助中弘集团盘活资产、偿还债务，加强管理和风险监测，调整中弘集团经营战略，

促使中弘集团恢复正常的生产经营，同时实现甲方重组基金收益和投资资金的安全退出，实现各方共赢。

2、重组方式

甲方拟联合其他主要合伙人发起设立一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本协议称"重组基金"），向境内外合格

投资者定向募集不超过200亿元人民币，其中境内投资者认购不超过人民币70亿元，境外投资者认购不超过

2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30亿元）。 境内外机构投资者将采取依法合规的方式按照本协议约定将相关资金

投入重组基金。甲方作为重组基金的管理人，拟管理本基金对中弘集团进行重组。重组基金的期限为3年，基

金相关内容最终以基金合同的约定为准。

截止本协议签署之日，重组基金境外投资者已确认认购2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30亿元），境内合格

机构投资者的投资正在安排之中。

3、重组方案和措施

结合中弘集团实际情况，以投资思维为引领，创新业务开展模式，灵活运用债务重组、资产重组、股权重

组、并购重组、债转股、追加投资、破产重整等多元化的业务手段设计重组方案和措施，重组方案和措施的设

计或交易结构的设计应充分兼顾和平衡股东、债权人等相关方利益，通过盘活中弘集团资产以平衡各方利

益。

重组基金在符合监管要求和程序的前提下并于相关协议签订后四个月内通过购买乙方资产、 项目公司股

权、向项目公司增加投资及处置中弘集团非核心资产等方式使中弘集团获得现金并用于偿还其全部或部分

到期债务、清偿全部合理的应付利息或与债权人就债务安排达成新的债务安排协议，以及供其运营和周转

流动资金。

4、重组战略及战术

各方按本协议的约定，将共同保障中弘集团旗下核心资产的可持续性，将中弘集团打造为文化商旅、投

资开发为主营业务的文旅平台。

各方一致同意采取如下战术对中弘集团进行重组：

重组基金拟投资的核心资产的运营和处置由重组基金根据基金管理和决策制度决定，其它资产应遵循

市场原则及时出售以偿还到期债务。

5、重组范围

按本协议约定的方式和节点，甲方可对中弘集团的全部资产（包括子公司或参股公司的资产、海外资

产、债权权益等）进行重组。

6、重组程序

（1）甲方设立合伙企业基金，募集重组资金并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本协议称"中基协"）备案，

在重组基金备案成功后投资于重组范围内资产。

（2）在本协议签署后，甲方将与乙方、资产权属公司的股东协商购买资产的具体项目，并根据资产评估

机构出具基准日的评估报告为基准协商确定资产交易价格。 涉及到购买中弘股份资产的，应按照相关规定

和中弘股份章程规定履行相关决策及审批程序。

（3）其它投资，具体根据各方协商的方式和条件另行约定。

7、重组条件

重组基金实施、推进本次重组以以下条件成就为先决条件：

（1） 中弘集团的所有相关债权人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四个月内不对中弘集团任何资产采取新的任何

法律行动，包括但不限于提起新的诉讼、采取新的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

（2）中弘集团在本协议公告之日起15日内获得相关债权人同意本次重组的承诺函。

（3）中弘集团向重组基金关于资产与负债信息披露真实、全面、完整，除中弘集团已向重组基金披露的

资产、负债、股权及资产查封信息事项外，不存在任何对甲方、重组基金、甲方指定的第三方或重组安排产生

影响的任何事实、未披露负债或或有事项；

（4）中弘集团提供给重组基金关于中弘集团的任何信息、资料、声明均为真实、准确、完整且无误导；并

且这些信息和内容公允、全面反映了中弘集团、丙方的情况。 上述信息和资料不存在事实上的错误，也未遗

漏相关事实。所提供的与债务、责任、税项、罚款和义务的有关信息和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且无误导，并

不因基准日、股转手续完成日的确定而在任何方面被免除或者受到影响；

（5）中弘集团、丙方不存在以下事实或情形：被司法机关或相关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收到司法机关或相

关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相关文书，丙方被认定为涉嫌刑事犯罪的。

8、重组事项的治理和管理

（1）管理委员会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重组基金将与中弘集团共同成立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会由7-9名成员组成。

（2）重组管理事务及监管

管理委员会负责中弘集团的重组工作，其中核心资产的重组工作由管理委员会直接负责，如涉及重组

基金与中弘集团之间交易等利益冲突事项的，重组基金的委派代表将回避表决；非核心资产的重组工作由

中弘集团负责，原股权、债权法律关系保持不变，管理委员会享有监督权。

9、违约条款

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视为乙方、丙方违约：

(1)乙方、丙方向甲方披露中弘集团的资产、负债、股权、诉讼及司法查封、扣押及冻结等信息不真实、不

完整、不充分；乙方、丙方存在未披露负债或者或有事项；

(2)乙方、丙方于本协议约定的义务、承诺、保证未能完成或与实际不一致；

(3)乙方、丙方违反本协议关于排他性的约定；

(4) 在本协议签署后中弘集团所属资产被相关债权人采取新的法律诉讼及司法查封、 扣押与冻结等措

施，对重组事项造成重大影响的；

(5)中弘集团未能在本协议公告之日起15日内获得相关债权人关于同意本次重组的书面承诺函；

(6)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发生中弘集团、丙方被司法机关或者相关监管机构立案调查；丙方涉嫌犯罪导

致丙方丧失中弘集团控制权或无法履行本协议义务，对本次重组造成实质影响或障碍的。

10、《战略重组协议》还对重组排他性、乙方和丙方的承诺、保密条款、不可抗力、违约责任、协议生效、

变更、解除及终止、争议解决和其它事项等做了约定。

三、对公司的影响

《战略重组协议》将涉及到股权重组、资产重组、债务重组、债转股、追加投资等事项，如涉及本公司，本

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履行相关决策及审批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积极关注该重组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港桥投资、中弘集团及王永红先生共同签署的《战略重组协议》。

特此公告。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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