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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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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于2018年3月6日发出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3月23日（星期五）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交易系统投票时间：2018年3月23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

15:00；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3月22日下午15：00，结束时间为2018年3月

23日下午15：00。

3.现场会议地点：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般阳山庄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刘子斌先生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出席情况

1、总体情况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61人、 代表股份36,757.1937万股，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2,

260.2311万股的39.841%。其中，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3人、代表股份18,562.1115万股，占本

公司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459%。

2、出席现场会议的情况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9人、 代表股份34,395.4514万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2,

260.2311万股的37.281%。 其中，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8人、代表股份18,477.9095万股，占本

公司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225%。

3、网络投票的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2人，代表股份2,361.7423万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5599%。 其

中，B股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的15人，代表股份数84.2020万股，占本公司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3472%。

4、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监事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表决结果如下：

1．00逐项审议《关于回购公司部分B股股份的议案》。

1.01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

总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意比例 反对 反对比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67,571,937 366,440,811 99.692% 1,130,126 0.308% 1,000 0.000%

其中：与会B股股东 185,621,115 184,730,655 99.520% 890,460 0.480% 0 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意比例 反对 反对比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108,316,069 107,184,943 98.956% 1,130,126 1.043% 1,000 0.001%

其中：与会B股中小投资者 67,185,315 66,294,855 98.675% 890,460 1.325% 0 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1.02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比例。

总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意比例 反对 反对比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67,571,937 366,443,311 99.693% 1,127,626 0.307% 1,000 0.000%

其中：与会B股股东 185,621,115 184,730,655 99.520% 890,460 0.480% 0 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意比例 反对 反对比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108,316,069 107,187,443 98.958% 1,127,626 1.041% 1,000 0.001%

其中：与会B股中小投资者 67,185,315 66,294,855 98.675% 890,460 1.325% 0 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1.03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总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意比例 反对 反对比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67,571,937 366,440,811 99.692% 1,130,126 0.308% 1,000 0.000%

其中：与会B股股东 185,621,115 184,730,655 99.520% 890,460 0.480% 0 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意比例 反对 反对比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108,316,069 107,184,943 98.956% 1,130,126 1.043% 1,000 0.001%

其中：与会B股中小投资者 67,185,315 66,294,855 98.675% 890,460 1.325% 0 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1.04回购股份的期限。

总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意比例 反对 反对比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67,571,937 366,443,311 99.693% 1,127,626 0.307% 1,000 0.000%

其中：与会B股股东 185,621,115 184,730,655 99.520% 890,460 0.480% 0 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意比例 反对 反对比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108,316,069 107,187,443 98.958% 1,127,626 1.041% 1,000 0.001%

其中：与会B股中小投资者 67,185,315 66,294,855 98.675% 890,460 1.325% 0 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1.05回购方式。

总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意比例 反对 反对比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67,571,937 366,443,311 99.693% 1,127,626 0.307% 1,000 0.000%

其中：与会B股股东 185,621,115 184,730,655 99.520% 890,460 0.480% 0 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意比例 反对 反对比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108,316,069 107,187,443 98.958% 1,127,626 1.041% 1,000 0.001%

其中：与会B股中小投资者 67,185,315 66,294,855 98.675% 890,460 1.325% 0 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1.06回购股份的股东权利丧失时间。

总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意比例 反对 反对比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67,571,937 366,443,311 99.693% 1,127,626 0.307% 1,000 0.000%

其中：与会B股股东 185,621,115 184,730,655 99.520% 890,460 0.480% 0 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意比例 反对 反对比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108,316,069 107,187,443 98.958% 1,127,626 1.041% 1,000 0.001%

其中：与会B股中小投资者 67,185,315 66,294,855 98.675% 890,460 1.325% 0 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1.07回购股份的处置。

总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意比例 反对 反对比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67,571,937 366,443,311 99.693% 1,127,626 0.307% 1,000 0.000%

其中：与会B股股东 185,621,115 184,730,655 99.520% 890,460 0.480% 0 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意比例 反对 反对比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108,316,069 107,187,443 98.958% 1,127,626 1.041% 1,000 0.001%

其中：与会B股中小投资者 67,185,315 66,294,855 98.675% 890,460 1.325% 0 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1.08决议的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意比例 反对 反对比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67,571,937 366,443,311 99.693% 1,127,626 0.307% 1,000 0.000%

其中：与会B股股东 185,621,115 184,730,655 99.520% 890,460 0.480% 0 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意比例 反对 反对比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108,316,069 107,187,443 98.958% 1,127,626 1.041% 1,000 0.001%

其中：与会B股中小投资者 67,185,315 66,294,855 98.675% 890,460 1.325% 0 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2.00审议《关于授权董事会具体办理回购公司部分B股股份相关事宜的议案》，表决结

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意比例 反对 反对比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67,571,937 366,444,311 99.693% 1,127,626 0.307% 0 0.000%

其中：与会B股股东 185,621,115 184,730,655 99.520% 890,460 0.480% 0 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同意比例 反对 反对比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108,316,069 107,188,443 98.959% 1,127,626 1.041% 0 0.000%

其中：与会B股中小投资者 67,185,315 66,294,855 98.675% 890,460 1.325% 0 0.00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曹钧 张明阳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和提出程序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方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584� � � �证券简称：西陇科学 公告编号：2018-029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本次公司股票停牌情况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正在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上海宏啸科技

有限公司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公司股票（股票代码： 002584，证券简称： 西陇科学）自2018年2

月5日起停牌。 2018年2月24日， 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刊登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8-014），转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公司股票自2月26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2018年3月3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

告》，公司股票自2018年3月5日开市起继续停牌，预计2018年4月5日前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者报

告书。

停牌期间， 公司于2018年2月10日、3月3日、3月10日、3月1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了本次停

牌事项的进展公告。

二、停牌期间进展

截止至本公告日，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包括该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的尽职调查、方案论证等。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较复杂，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为避

免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股票于 2018�年 3�月 26日（星期一）开市起继续停牌。

公司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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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一次有

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在指定的信息披

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相关公告，

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3月24日

证券代码：603110� � � �证券简称：东方材料 公告编号：2018-011

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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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金额为7,889,860.50元， 符合募

集资金到帐后6个月内进行置换的规定。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7]1687号）核准，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股票（A股）2,566.67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13.04元，募集资金总额334,

693,768.00元，扣除发行费用总额47,335,849.04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87,357,918.96元。

上述发行募集资金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

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17年10月9日出具了“天健验[2017]389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

了专户存储制度，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

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了监管协议。

二、发行申请文件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建设期 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

拟投资额

立项备案及环评批复

年产1万吨无溶剂胶粘剂项目 2年 5,000.00 3,781.02

桐经信备[2015]114号

嘉（桐）环建[2015]239号

年产5千吨环保型包装油墨、年产5千吨

PCB电子油墨、年产5千吨光纤着色油墨涂

层新材料项目

2.5年 15,000.00 11,343.08

桐经信备[2015]74号

桐环建[2015]314号

市场战略建设项目 3年 10,000.00 7,562.05 黄发改产业[2015]80号

补充流动资金 - 8,000.00 6,049.64 不适用

项目投资总额 38,000.00 28,735.79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

截至2017年10月9日，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为7,889,860.50

元，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募投项目实际使用自筹资金的情况进行了审核，并出具

了天健审[2018]1074号《关于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公

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置换的实际投入自筹资金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自筹资金实际投入金额

占总投资的比例

(%)

建设投资

铺底流动

资金

合计

年产1万吨无溶剂胶

粘项目

5,000.00 105.61 105.61 2.11

年产5千吨环保型包

装油墨、 年产 5千吨

PCB电子油墨、年产5

千吨光纤着色油墨涂

层新材料项目

15,000.00 683.37 683.37 4.56

合计 20,000.00 788.98 788.98 3.94

四、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的董事会审议程序以及是否符合监管要求。

公司于2018年3月2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7,889,860.50元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本次

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未违反公司招股书中有关募投项目的承诺，不影响募

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2018年3月23日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7,889,860.50元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并

发表如下意见：本次资金置换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金利用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符合维护全体股东利益

的需要，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时，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的审议和决策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

账时间未超过 6�个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的规定。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1、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的相关规定。

2、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未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可以降低公司

财务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保证了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的有关规定。

3、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的自筹资金情况进行了专项审

核，并出具了天健审[2018]1074号《关于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

报告》，符合中国证监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并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

序。

综上所述，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7,889,860.50元置换前期已投入的等额自筹资金。

（三）会计师事务所鉴证意见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上述募投项目情况进行了专项审

核并出具了天健审[2018]1074号《关于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

报告》。

会计师事务所认为：

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专项说明》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如实反映了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的实际情况。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保荐代表人查阅了本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信息披露文件、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天健审[2018]1074号）、董事会和监事会关于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议案文件，对此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

入自筹资金的合理性、必要性、有效性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海通证券认为：

1、东方材料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事项已经东方材料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天健对公司截至2017年10月

9日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情况进行了审核，并出具了“天健审[2018]1074号”《关于新东方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事项履行

了必要的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2、东方材料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先行以自筹资金投入项目，是为了保证项目正常进度需要，符合公司经

营长远发展规划；东方材料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东方材料本次使

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未违反公司招股书中有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承

诺，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海通证券同意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六、上网公告文件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

特此公告。

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年月日

● 报备文件

（一）公司董事会会议决议

（二）公司监事会意见

（三）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四）公司保荐机构意见

证券代码：002146� � �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2018-027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二大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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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遗漏。

2018年3月22日，公司接到第二大股东荣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盛建设” ）函告，获

悉荣盛建设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被质押。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质押数（股）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本次质押占

公司总股本

比例

用途

荣盛建设 5,000,000 2018-03-21

自申请解除

押之日起到

期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廊坊住房

城建支行

8.33% 0.11% 工程保函

合计 5,000,000 - - - 8.33% 0.11% -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荣盛建设持有公司股份600,000,13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80%，其所持有公司

股份累计被质押33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59%。

二、备查文件

1、荣盛建设《关于我公司所持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质押的通知》；

2、《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股票简称：西王食品 股票代码：000639� � � �编号：2018-037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年2月3日、2月6日、2月7日、2月8日、2月26

日分别披露了《关于董事长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7），《关于董事长增持

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18），《关于董事长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18-019），《关于董事长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18-020），《关于董事长增

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18-021），《关于董事长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 号：2018-031）具体内容请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董事会于 2018年3月23日接到公司董事长王棣先生的函告，获悉王棣先生 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了公司股份，具体事项如下：

一、增持计划的情况

1、增持人：公司董事长王棣先生

2、增持原因：基于对目前资本市场形势的认识及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王棣先生本着对全

体股东负责的态度，支持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增强投资者信心。

3、增持金额：拟增持的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

4、增持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允许的交易方式增持（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竞价交易和

大宗交易）。

二、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股东名称 增持方式 增持日期 增持数量（股）

成交均价（元/

股）

占总股本比

比例（%）

王棣 集中竞价 2018年2月2日 318,200 15.30 0.070%

王棣 集中竞价 2018年2月5日 292,000 15.21 0.064%

王棣 集中竞价 2018年2月6日 270,800 15.02 0.060%

王棣 集中竞价 2018年2月7日 95,000 15.30 0.017%

王棣 集中竞价 2018年2月23日 44,000 15.07 0.008%

王棣 集中竞价 2018年3月23日 39,000 14.56 0.007%

合计 1,059,000 15.08 0.192%

1、本次增持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增持前，王棣先生直接持有公司司1,745,181股票。

本次增持后，王棣先生直接持有公司1,784,18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2%。

西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王集团” ）为公司控股股东,山东永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永华投资” ）为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王勇先生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王棣先生与王勇先生

为一致行动人。 本次增持后，西王集团、永华投资及王棣先生合计持有公司281,312,718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51.08%。

三、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情形。

2、本次增持人承诺：在本次增持后6个月内不减持其通过本次增持所取得的公司股份。

3、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本次增持公司股份的行为不会导致公司

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4、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持续关注股东股份变动的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3月23日

（上接B205版）

2.4.5航运分部

(1) 生产经营

2017年，面对煤炭市场运输需求增加、自有船舶运力不足的经营环境，公司航运分部加大运输衔接力

度，精细化配置运力，有效落实“准班轮” 制度，全力保障一体化运输需求。

航运分部航运货运量93.0百万吨（2016年：79.2百万吨），同比增长17.4%；航运周转量80.4十亿吨海里

（2016年：63.0十亿吨海里），同比增长27.6%。

(2) 经营成果

本集团合并抵销前航运分部经营成果如下：

2017年 2016年 变动（%） 主要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百万元 3,247 2,112 53.7

煤炭市场持续向好， 沿海市场煤炭运价大幅上

涨；航运货运量增加

营业成本 百万元 2,435 1,678 45.1

航运货运量增加；租船价格上涨导致租船成本上

升；以及油料价格上涨

毛利率 % 25.0 20.5 上升4.5个百分点

经营收益 百万元 661 266 148.5

经营收益率 % 20.4 12.6 上升7.8个百分点

2017年航运分部单位运输成本为0.030元/吨海里（2016年：0.027元/吨海里），同比增长11.1%，主要是租

船成本上升以及油料价格上涨的影响。

2.4.6�煤化工分部

(1) 生产经营

本集团包头煤化工公司的煤制烯烃项目，主要产品包括聚乙烯（生产能力约30万吨/年）、聚丙烯（生产

能力约30万吨/年）及其他少量副产品（包括工业硫磺、混合碳五、工业丙烷、混合碳四、工业用甲醇等）。 煤

制烯烃项目的甲醇制烯烃（MTO）装置是国内首创的大规模甲醇制烯烃装置。

2017年，包头煤制烯烃项目保持较高水平生产负荷，并实现长周期稳定运行，共生产烯烃产品636.8千

吨，创2011年商业化运行以来产量最高记录。

本集团煤化工分部2017年共耗用煤炭4.4百万吨，较上年的4.0百万吨增长10.0%。 包头煤制烯烃项目生

产所用燃料煤及原料煤全部由本集团供应，煤炭运输和产品外运均使用铁路专线，保证原料供应和产品外

送。

2017年本集团聚乙烯、聚丙烯产品销售情况如下：

2017年 2016年 变动

销售量 价格 销售量 价格 销售量 价格

千吨 元/吨 千吨 元/吨 % %

聚乙烯 324.6 7,373 292.6 7,222 10.9 2.1

聚丙烯 308.8 6,429 282.1 5,958 9.5 7.9

2017年，包头煤化工公司的环保投入约2.6百万元，主要用于大气与废水污染防治。 报告期内，煤制烯烃

项目达标排放，未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

2017年7月，包头煤制烯烃升级示范项目（二期项目）获得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核准，拟新建年产75万

吨的煤制烯烃装置，其中年产聚乙烯35万吨、聚丙烯40万吨。 开工日期尚未确定。

(2) 经营成果分析

本集团合并抵销前煤化工分部经营成果如下：

2017年 2016年 变动（%） 主要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百万元 5,681 4,831 17.6 烯烃产品销售量及价格上升

营业成本 百万元 4,518 3,802 18.8 烯烃产品产量增加，以及煤炭采购价格上涨

毛利率 % 20.5 21.3 下降0.8个百分点

经营收益 百万元 561 255 120.0

经营收益率 % 9.9 5.3 上升4.6个百分点 2017年设备检修天数较上年减少，导致修理费下降

(3) 主要产品单位生产成本

2017年 2016年 变动

产量 单位生产成本 产量 单位生产成本 产量 单位生产成本

千吨 元/吨 千吨 元/吨 % %

聚乙烯 327.1 5,476 294.6 5,133 11.0 6.7

聚丙烯 309.7 5,304 284.0 4,843 9.0 9.5

2.5�分地区经营情况

单位：百万元

2017年 2016年

来源于境内市场的对外交易收入 245,230 179,859

来源于境外市场的对外交易收入 3,516 3,268

合计 248,746 183,127

注：对外交易收入是按接受服务及购买产品的客户所在地进行划分的。

本集团主要在中国经营煤炭及电力的生产与销售，铁路、港口和船队运输，煤制烯烃等业务。 2017年，来

自境内市场的对外交易收入为245,230百万元，占本集团营业收入的98.6%。 受煤炭销售量和价格上升、运输

业务量及售电量增长等影响，来源于境内市场的对外交易收入同比增长36.3%。 受煤炭转口贸易价格大幅上

涨等因素的影响，来源于境外市场的对外交易收入同比增长7.6%。

2017年，本公司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继续推进境外项目工作。国华印尼南苏EMM一期项目（2×

150兆瓦）稳定运行，2017年荣获印尼发电行业“2017年度最佳创新电力企业” 荣誉（综合评比排名第一）；

印尼爪哇7号煤电项目（2×1,050兆瓦）已于2017年10月开工建设，计划2020年建成投产。美国宾州页岩气项

目2017年实现本公司权益气量2.12亿立方米，继续推进12口气井建设前期工作。澳洲新州政府撤回了沃特马

克勘探区域内以黑土地为主的约100平方公里的探矿许可，给予沃特马克公司经济补偿款2.618亿澳元；沃特

马克公司继续推进剩余95平方公里的煤炭资源开发工作。 其他境外项目按照稳妥原则开展工作。

3.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3.1� 2018年度经营目标

项目 单位 2018年目标 2017年实际 增减(%)

商品煤产量 亿吨 2.9 2.954 (1.8)

煤炭销售量 亿吨 4.3 4.438 (3.1)

售电量 亿千瓦时 2,486 2,462.5 1.0

营业收入 亿元 2,493 2,487.46 0.2

营业成本 亿元 1,507 1,438.42 4.8

销售、管理、财务?费用合计 亿元 239 234.63 1.9

自产煤单位生产成本变动幅度 / 同比增长不超过5% 同比下降0.4% /

注：2018年经营目标以本集团于2017年末的资产及业务范围为基础。

以上经营目标会受到合并报表范围变化、风险、不明朗因素及假设等因素的影响，实际结果可能与该等

陈述有重大差异。 该等陈述不构成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 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此类信息可能造

成投资风险。 本公司拟以所持部分火电资产出资，与国电电力共同组建合资公司，尚待本公司股东大会批

准。 详见本公司2018年3月1日H股公告及2018年3月2日A股公告。

3.2� 2018年度资本开支计划

单位：亿元

2018年计划

2017年完成

总额 其中：第一批

1.�煤炭业务

290

24.0 45.7

2.�发电业务 101.3 152.3

3.�运输业务 48.7 61.1

?其中：铁路 44.8 53.8

????港口 3.5 7.2

????航运 0.4 0.1

4.�煤化工业务 2.2 1.1

5.�其他 - 1.8

合计 290 176.2 262.0

2017年资本开支总额为262.0亿元，主要用于（1）发电分部：印尼爪哇7号煤电项目（2×1,050兆瓦）、江

西九江煤炭储备（中转）发电一体化工程、国华宁东燃煤机组建设项目（2×660兆瓦）、四川神华天明发电

公司燃煤机组新建工程（2×1,000兆瓦）等；（2）运输分部：新建黄大铁路项目；（3）煤炭分部：海勒斯壕集

运站、郭家湾及青龙寺煤矿及选煤厂建设、支付采矿权价款等。

基于从严从紧控制投资规模、兼顾重点项目建设连续性的原则，本公司董事会批准2018年资本开支计

划总额不超过290亿元（不含股权及资产收购），并分批实施。

2018年第一批资本开支计划为176.2亿元。煤炭分部资本开支中，用于维持产能、环保及信息化项目的支

出约21.0亿元，用于设备购置的支出约2.7亿元，用于已获审批煤矿新建及改扩建项目的支出约0.3亿元。发电

分部资本开支中，用于新建及续建项目建设（含设备采购）的支出约93.7亿元，用于电厂“超低排放”等环保

类技术改造的支出约3.8亿元。 铁路分部资本开支，主要用于新建黄大铁路、神朔铁路扩能改造、朔黄铁路牵

引供电系统扩容以及其他更新改造工程、设备购置等。

本集团2018年资本开支计划可能随着业务计划的发展（包括潜在收购）、资本项目的进展、市场条件、

对未来业务环境的展望及获得必要的许可证与审批文件而有所变动。 除了按法律要求之外，本公司概不承

担任何更新资本开支计划数据的责任。本公司计划通过经营活动所得的现金、短期及长期贷款，以及其他债

务及权益融资来满足资本开支的资金需求。

第四节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报告期内，本集团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未发生变化。

2.�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或核算方法变更的原因和影响的分析说明

财政部颁布了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自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 本集团根据该准

则，对2017年1月1日起存在的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在计入利润表时，按照经

济业务实质由原计入“营业外收入”改为计入“其他收益” 。采用该准则未对本集团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

生重大影响。

财政部于2017年12月颁布的《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自2017年度财务报

表起适用。本集团根据该通知，对处置未划分为持有待售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及无形资产而产生的处置利

得或损失，在“资产处置收益（损失）”项目列报，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对上年比较数据进行了调整。该项处理

未对本集团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3.�公司对重要前期差错更正的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适用√不适用

4.�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为本公司2017年度按中国企

业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预计本公司2018年1-3月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同比变动可能达到或超过50%的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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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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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或“中国神华”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18年3月13以

书面方式发出通知，于2018年3月23日在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神华管理学院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

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亲自出席董事6人，韩建国董事委托凌文董事代为出席会议并投票。会议由凌文董事

长主持，董事赵吉斌、谭惠珠、姜波、钟颖洁现场出席会议，李东董事以电话接入方式参加会议。 董事会秘书

黄清参加会议，全体监事列席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公司章

程的规定。 本公司副总裁王树民、张子飞、贾晋中，财务总监张克慧，总裁助理肖创英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并批准以下议案：

一、《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全体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2017�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2017�年度报告。

二、《关于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全体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以下利润分配预案，并提请公司2017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1.�公司2017年度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计算的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50.37亿元，基本每股收

益人民币2.264元。 以每股人民币0.91元（含税）派发2017年度末期股息，需派发现金股息总额为人民币181

亿元（含税），占2017年度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40.2%。

2.�提请股东周年大会授权董事长、总裁（董事）具体实施上述分配事宜，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

部门要求办理有关税务扣缴、外汇汇兑等相关一切事宜。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2017�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2017�年度报告。

四、《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报告与本公告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五、《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报告与本公告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六、《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全体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报告与本公告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七、《关于<中国神华2018年内控审计工作要点>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关于续聘公司2018年度外部审计师的议案》

全体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董事会审议并批准：

1.� 通过本议案，提请公司2017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批准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和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分别为公司2018年国内、国际审计机构，聘期至2018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结束

时终止。

2.�提请2017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授权由董事长、总裁（董事）和审计委员会主席组成的董事小组决定上

述两家审计机构酬金。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2017年度薪酬的议案》

全体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董事会审议并通过公司董事、监事2017年度薪酬方案，并提请公司2017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该薪酬

方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2017�年度报告。

十、《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17年度薪酬的议案》

全体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董事会审议并批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17年度薪酬方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2017�年度报告。

十一、《关于中国神华2018年第一批股权投资项目专项方案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二、《于向神华准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并批准：

1.�同意对神华准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增资297,777.38万元，然后由神华准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神华

准能资源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增资297,777.38万元。

2.� 授权董事长办理增资相关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对相关文件进行合适、必要的修改，办理工商登

记变更等相关的手续。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三、《关于披露中国神华2018年度主要经营目标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2017�年度报告。

本公司2017年度股东周年大会通知将择日另行披露。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2018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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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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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8年3月23日在北京市东城区

安定门西滨河路22号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现场出席监事3人。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上市规则及《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翟日成先生主持。

经审议，本次监事会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通过《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上市监管机构的规定；报告的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 截至监事会决议出具之日，未发现参与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通过《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财务报告符合会计准则的要求，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经营成果。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通过《关于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利润分配方案遵循了一贯的利润分配原则，科学合理，既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的需

要，也充分保障了股东应享受的收益权。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通过《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社会责任报告客观地反映了公司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通过《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健全有效，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能够如实反映公司内部控制建立和实施

的实际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通过《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同意将2017年度监事会报告提请公司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2017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8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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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浙江证监局对股东出具《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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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捷资源"或"公司"）控股股东浙江中捷环洲供应

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环洲"）和持股5%以上公司股东宁波沅熙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沅熙"）将持有的公司股份质押延期购回事项（详情参见2018年1

月22日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质押延期购回的的

公告》 公告编号：2018-003）， 公司于2018年3月23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

（以下简称"浙江证监局"）《关于对浙江中捷环洲供应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

的决定》[2018]9号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和《关于对宁波沅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采取

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18]11号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以下统称为"《决定书》"），主要内容

如下：

浙江环洲及宁波沅熙未及时将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延期业务的信息以及股票质押到期

后仍处于质押状态的信息告知中捷资源， 导致中捷资源于2018年1月22日才将上述信息进行公

告。

浙江环洲及宁波沅熙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按

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浙江证监局决定对浙江环洲及宁波沅熙予

以警示。浙江环洲及宁波沅熙应充分吸取教训，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学习，提高规范运作意识，认真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的， 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行政监管措施不停止执行。

后续，公司将督促浙江环洲及宁波沅熙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要求，遵守公司股东、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行为规范，履行好信息披露义务。

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关于对浙江中捷环洲供应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

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18]9号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2．《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关于对宁波沅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18]11号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特此公告。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3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