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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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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5月1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新疆阿克苏市林园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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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08,001,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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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9.5912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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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

长郑术建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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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董事高鹏在外地学习未出席会议，独立董事何云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

议，独立董事边新俊因出差外地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监事汪芳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监事张振新因病未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姜军凯出席会议；公司副总经理李迎春、杨国星、王建清列席会议，公司副总经理唐光

强因工作原因未列席会议，公司副总经理王俊强因出差未列席会议，财务总监陈霞和总工程师蒋能斌列席

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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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926,384 99.9816 75,000 0.0184 0 0.0000

2、 议案名称：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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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860,384 99.9654 141,000 0.0346 0 0.0000

3、 议案名称：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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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860,384 99.9654 141,000 0.0346 0 0.0000

4、 议案名称：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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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926,384 99.9816 75,000 0.0184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18年财务预算草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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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926,384 99.9816 75,000 0.0184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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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860,384 99.9654 141,000 0.0346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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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6

关于

2017

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46,492,738 99.6976 141,000 0.3024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在军 宋潇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规则》及

《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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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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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或新增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8年5月11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8年5月10日—2018年5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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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

日）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5月10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

前一日）15:00至2018年5月11日15:00之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18年5月4日（星期五）

3、会议召开地点：河北省武安市2672厂区公司会议厅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成章先生因工作原因出差在外，无法亲自主持会议。经董事共同推举，本次会议

由董事、总经理何齐书先生主持。

6、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32人，代表股份1,732,038,933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43.3999%。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8人，代表股份1,723,955,04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3.1974%。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4人，代表股份8,083,89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2026%。

4、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30人，代表股份175,772,49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4044%。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股东大会逐项审议并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727,727,537 99.7511% 4,188,096 0.2418% 123,300 0.0071%

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

171,461,100 97.5472% 4,188,096 2.3827% 123,300 0.0701%

2、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727,727,537 99.7511% 4,188,096 0.2418% 123,300 0.0071%

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

171,461,100 97.5472% 4,188,096 2.3827% 123,300 0.0701%

3、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727,709,437 99.7501% 4,206,196 0.2428% 123,300 0.0071%

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

171,443,000 97.5369% 4,206,196 2.3930% 123,300 0.0701%

4、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727,727,537 99.7511% 4,188,096 0.2418% 123,300 0.0071%

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

171,461,100 97.5472% 4,188,096 2.3827% 123,300 0.0701%

5、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2017年年初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5,308,400,719.94元，2017年实现净利润

人民币1,093,031,785.37元，扣除提取法定盈余公积106,146,723.71元后，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人民币6,295,

285,781.60元（其中报告期实现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人民币986,885,061.66元），报告期分配普通股现金股

利119,726,405.28元，期末未分配利润6,175,559,376.32元。

公司拟以现有总股本3,990,880,17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送现金红利1.5元（含税），共分配

股利598,632,026.40元，余额5,576,927,349.92元滚存2018年分配；资本公积金不转增股本。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727,817,137 99.7563% 4,098,296 0.2366% 123,500 0.0071%

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

171,550,700 97.5981% 4,098,296 2.3316% 123,500 0.0703%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727,727,537 99.7511% 4,188,096 0.2418% 123,300 0.0071%

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

171,461,100 97.5472% 4,188,096 2.3827% 123,300 0.0701%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727,727,537 99.7511% 4,188,096 0.2418% 123,300 0.0071%

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

171,461,100 97.5472% 4,188,096 2.3827% 123,300 0.0701%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朗山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志勇、李辉

3、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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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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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5月11日上午9:00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第二届

董事会第七十七次会议。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会议资料已于2018年5月6日通过书面、电子邮件等方

式送达各位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8人。 公司监事会成员

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秦英林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形成本次董事

会决议如下：

一、 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

案》。

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 “黑龙江兰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20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

目” 中“兰西二场” ,发展规划进行了调整，为了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公司拟新增实施地点“兰西八场” 。

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 “内蒙古开鲁牧原农牧有限公司60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

目”中开鲁一场、开鲁二场发展规划进行了调整，为了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公司拟新增“开鲁牧原三场一区”和“开鲁六场” 两个项目实施地点。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公告》 详见2018年5月12日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二、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在大安市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在大安市设立子公司的公告》 详见2018年5月12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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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于2018年5月11日14:00在公

司会议室召开，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8年5月6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监事，本次会议由

监事会主席褚柯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形成本次监事会决议如下：

三、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

优先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黑龙江兰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20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新增项目实施地

点“兰西八场” ；“内蒙古开鲁牧原农牧有限公司60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新增项目实施地点“开鲁三场

一区”和“开鲁六场” 。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上述事项履行了必要

的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同意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公告》 详见2018年5月12日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8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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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牧原股份” 、“公司” ）于2018年5月1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十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现就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地点的事项公告如下：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情况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募集资金情况

经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865号文核准，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牧

原股份” 、“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24,759,300股，发行价格为面值10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2,475,93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16,240,173.89元，募集资金净额为2,459,689,826.11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

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兴华验字（2017）第140004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上

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决议、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决议、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募集资金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使用募集资金

金额

项目备案

1

内蒙古翁牛特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70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100,628.94 87,219.45

翁发改备案字

[2016]31

号

翁发改备案字

[2016]33

号

2

内蒙古开鲁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60

万

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80,216.24 64,938.79

开发改备案字

[2016]16

号

开发改备案字

[2017]4

号

3

辽宁建平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40

万头

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64,845.00 46,694.56

建发改备

[2016]62

号

建发改备

[2017]4

号

4

黑龙江兰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0

万

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27,190.46 24,026.39

兰发改备案

[2016]228

号

兰发改备案

[2016]229

号

5

吉林农安牧原农牧有限公司年出栏

20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38,744.82 23,089.79

农发改审批字

[2016]116

号

农发改审批字

[2016]117

号

合计

311,625.46 245,968.98

此次公司将“黑龙江兰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20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新增“兰西八场” ；“内蒙古开

鲁牧原农牧有限公司60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新增“开鲁三场一区”和“开鲁六场”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十七次会议以8票通过，0票反对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地点的议案》，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原因及影响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原因

1、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黑龙江兰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20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

目” 中“兰西二场” ,发展规划进行了调整，为了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公司拟新增实施地点“兰西八场” 。

经过公司相关部门考察，“兰西八场” 符合项目建设的各项条件，已取得发改委备案确认书、环保局环

评批复文件。

2、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内蒙古开鲁牧原农牧有限公司60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

目”中开鲁一场、开鲁二场发展规划进行了调整，为了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公司拟新增“开鲁牧原三场一区”和“开鲁六场” 两个项目实施地点。

经过公司相关部门考察，“开鲁三场一区” 和“开鲁六场” 符合项目建设的各项条件，已取得发改委备

案确认书、环保局环评批复文件。

（二）变更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情况及影响

1、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不构成公司募集资金的用途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

内容及方式也无变化，对项目实施进度无重大影响；

2、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是经公司审慎分析、反复研究，充分论证的，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除变更部分项目实施地点外，公司募投项目建设背景、市场需求、技术方案、实施主体、实施

方式及经济效益预测仍与公司披露的相关内容一致，不会对上述项目产生实质性影响，并未改变募集资金

项目实施主体、建设内容和实施方式，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实施地点

的变更对募投项目不存在新增风险及不确定性，且有利于公司及时发挥募集资金效益，提高募集资金的使

用效率，实现公司和广大投资者利益最大化。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募投项目变更仅涉及地点的变更，无需股东大会批准。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有助于提升经营效率，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长远发展规划。公司本次变更实施地点，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向及项目实施的实

质内容；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

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也有利于公

司的长远发展。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上述事项履行了

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同意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五、保荐机构意见

1、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亦发

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2、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变更仅涉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募集资金的用途和

投向、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入金额等均保持不变，不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质性变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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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招商证券对牧原股份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十七次会议决议》；

2、《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七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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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大安市设立子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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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出资2,000万元在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设立吉林大安牧

原农牧有限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以下简称“大安牧原” ）。 并拟任命李亚杰先生为大安牧

原法定代表人。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2018年5月11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七十七次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

于在大安市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详见

2018年5月12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以上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一）出资方式

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二）拟设立公司基本情况

（1）拟定名称：吉林大安牧原农牧有限公司（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2）拟定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3）拟定住所：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叉干镇六合堂村

（4）拟定经营范围：畜禽养殖及销售，良种繁育，粮食购销，饲料加工销售，农作物种植，林木培育、种植

及销售，畜产品加工销售，畜牧机械加工销售，猪粪处理（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结果为准，须经

批准的项目，取得相关部门的批准开展经营活动）。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随着公司养殖规模的逐步扩大，结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公司将进一步打造集饲料加工、种猪扩繁、商

品猪饲养为一体的全自养一体化生猪产业链。

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拥有良好的地理位置优势和粮食资源优势，公司在大安市成立全资子公司，有利

于公司扩大规模化一体化饲养模式，提高公司产品市场占有率，获取规模经济效益，实现全体股东的利益最

大化。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在大安市注册成立全资子公司吉林大安牧原农牧有限公司符合公司未来发展趋势及公司发展战

略，是公司向外扩大养殖规模的重要举措，有助于扩大公司经营规模、区域进行专业化分工经营，提高公司

管理效率。公司此次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经

过深思熟虑，审议程序合法有效，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在大安市设立子公司。

五、备查文件

1、《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十七次会议决议》；

2、《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七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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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7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

兑付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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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8月11日发行了2017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

（简称：17牧原食品SCP002，代码：011755048），发行总额为人民币6亿元，票面年利率4.82%，付息兑付日期

为2018年5月11日。具体内容详见2017年8月16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 《关于2017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131）。

目前公司已按期完成了上述超短期融资券的兑付工作，共支付了2017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本息合

计人民币621,392,876.71元。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5月12日

2018年 5 月 12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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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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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新增、修改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18年5月11日（星期五）下午14:00

（2）召开地点：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开发大道东段2198号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召集人：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林敏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6人，代表193,060,962股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29.07%的比例。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共19名，发出表决票共19张，收回19

张，有效票19张，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87,898,937股，占公司总股份664,098,124股的28.29%。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7名，代表股份5,162,025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664,098,124股的0.78%。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1、 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193,060,962股，其中同意票193,058,26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票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票2,70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2、 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193,060,962股，其中同意票193,058,26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票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票2,70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3、 审议通过了《2017年财务决算报告》；

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193,060,962股，其中同意票193,060,96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票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4、 审议通过了《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193,060,962股，其中同意票193,060,96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票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5、 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募集资金使用的专项报告》；

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193,060,962股，其中同意票193,058,26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票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票2,70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公司董、监、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除外)的表决结果为24,654,903股同意，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9%；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2,

7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1%。

6、 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关联股东林敏、范崇国、盛永江回避表决。 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165,313,896股，其中同

意票165,310,19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票1,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票2,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公司董、监、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除外)的表决结果为24,653,903股同意，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9%；1,0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2,7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1%。

7、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193,060,962股，其中同意票193,058,26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票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票2,70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公司董、监、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除外)的表决结果为24,654,903股同意，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9%；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2,

7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1%。

8、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193,060,962股，其中同意票193,059,96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票1,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票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公司董、监、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除外)的表决结果为24,656,603股同意，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00%；1,0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

9、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193,060,962股，其中同意票188,884,47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7.84%；反对票4,173,79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弃权票2,7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公司董、监、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除外)的表决结果为20,481,113股同意，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83.06%；4,173,79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6.93%；2,7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1%。

三、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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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

过的上述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000758� � � �证券简称：中色股份 公告编号：2018-034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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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2018年5月10日收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恒丰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以下称：恒丰银行）起诉公司的两起案件（详细内容见2017年8月25日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17年半年度报告》第五节重要事项）的判决，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2017年4月10日，恒丰银行因信用证开证纠纷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公司，案号（2017）浙02民初

498号。

2017年4月3日，恒丰银行因信用证开证、追索权纠纷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公司，案号（2017）浙02

民初499号。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一）（2017）浙02民初498号基本情况

2016年11月14日、2016年11月21日公司与宁波港迪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称：港迪公司）分别签订了两份

电解铝供货合同，约定公司以商业承兑汇票作为预付款，港迪公司于上述商票到期前10天向公司交付合同约

定数量、品质的货物。 合同签订后，公司向港迪公司开具了总金额为0.6亿元的二张商业汇票；

2016年11月10日，港迪公司与恒丰银行签订了《贸易融资主协议》。 之后双方签订了《最高额质押合同》，港

迪公司将公司出具的面额均为0.3亿元的两张商业汇票质押给恒丰银行。

港迪公司未按《商票预付款合同》约定向公司交货，也未偿还恒丰银行贷款，恒丰银行于2017年3月15日

发函要求中色股份兑付0.6亿元商业汇票。 因港迪公司未向公司交货，公司拒付。 故恒丰银行向法院起诉，要

求港迪公司偿还贷款本息、公司向其兑付0.6亿元汇票并支付自汇票到期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

算至付清日的利息。

（二）（2017）浙02民初499号基本情况

2016年10月12日、2016年10月18日、2016年10月27日公司与宁波众仁宏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称：众仁宏公

司）分别签订了三份锌锭和铝锭供货合同，合同约定公司以商业承兑汇票为预付款，众仁宏公司于上述商票

到期前10天向公司交付合同约定数量、品质的货物。 合同签订后公司向众仁宏公司开具了总金额为1亿元的

三张商业汇票。

2016年10月13日，2016年10月19日、2016年10月21日和2016年10月28日，众仁宏公司分别与恒丰银行签订

《贸易融资主协议》，约定众仁宏公司向恒丰银行申请贸易融资，众仁宏公司将公司出具并承兑的共计1亿元

的汇票质押给恒丰银行，为前述《贸易融资主协议》下的债权提供担保。

众仁宏公司未按《商票预付款采购合同》向公司交货，也未偿还恒丰银行贷款，恒丰银行于2017年3月15

日发函要求公司兑付1亿元商业汇票。因众仁宏公司未按约定向其交货，公司未予回复。故恒丰银行向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众仁宏公司偿还贷款本息、公司向其兑付1亿元汇票并支付自汇票到期日按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日的利息。

三、判决或裁决情况

2018年1月24日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判决港迪公司向恒丰银行偿还信用证垫付本金、罚

息和律师费，若港迪公司未履行此付款义务，则恒丰银行有权要求公司向其支付案涉承兑汇票项下的0.6亿

元并承担从汇票到期日至实际付款日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2018年1月24日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判决众仁宏公司向恒丰银行偿还垫付的信用证本

金、买方保理担保垫款本金、罚息、律师费，若众仁宏公司未履行此付款义务，则恒丰银行有权要求公司向其

支付案涉承兑汇票项下的1亿元并承担从汇票到期日至实际付款日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企业流动资金贷

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于2018年2月9日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8年5月4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

院就两起案件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四、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目前，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其他未披露诉讼案件共52起，涉及金额约0.74亿元。

截至目前，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判决后，公司有可能支付1.6亿元及相应利息以及诉讼费合计约1.69亿元，因支付上述款项，将形成

公司应收港迪公司债权约0.63亿元，形成公司应收众仁宏公司债权约1.06亿元，公司将采取相应的措施追偿

上述债权，并在报告期末对上述应收款进行减值测试，同时根据追偿结果确认可回收额并计提坏账准备，有

可能计提坏账准备约1.69亿元、减少公司本年度净利润约1.27亿元。

六、备查文件

1、民事判决书（一）

2、民事判决书（二）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002587� � � �证券简称：奥拓电子 公告编号：2018-048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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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4月26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

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注销2017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

议案》。 鉴于原激励对象姜泽星等9名员工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同意注销其已获授的全部股

票期权共计144,500份。 由于公司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中的公司业绩考核条件未达成，所以根据

《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注销其他16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未达到第一期行权条件

的股票期权共计484,400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4月27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刊登的《关于公司注销2017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41）。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 上述628,900份股 票期权已于2018年5月11日

办理完成注销手续。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一日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调整长期停牌股票估值

方法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7]13�号）以

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关于发布中基协（AMAC）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中基协发[2013]第

13号)等有关规定，经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2018年5月

11日起，以中基协AMAC行业指数为计算依据，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所持有的金贵银业（股票代码：002716），

采用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中的"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自 "金贵银业"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恢复采用交易所当日收盘价进行估值，届时

不再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特此公告。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603601� � � �证券简称：再升科技 编号： 临2018-049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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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5月11日收到公司股东上海广岑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广岑"）关于股份解除质押的通知，上海广岑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解除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2018年5月9日， 上海广岑将原质押给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24,200,000股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解除手续， 本次质押解除的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6.27%，质押登记解除日期为2018年5月9日。

截止本公告日，上海广岑持有公司股份24,68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39%，全部为无限售流通股。

上述股份解除质押后，上海广岑不存在质押公司股份的情况。

特此公告。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