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losure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000007

证券简称：全新好

公告编号：2018-070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相关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补充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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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北京泓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泓钧资产"）于2018年5月4日和汉富控股有限公司（"汉富控股"）就转让公司13.53%的股
份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取代了双方于2018年2月7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 随后公司
于2018年5月5日披露了分别由泓钧资产和汉富控股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根据《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2014年修订）》、《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等相关规则要求，现特对上述两份《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予以补充更正如下：
由于泓钧资产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且其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根
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2014年修
订）》第三十二条的相关规定，报告书需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未清偿的对
上市公司的负债或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等情况进行说明，故特对上述《简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第四节进行补充，主要内容如下：

目前明亚并购基金处于存续期，其投资标的明亚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亚

告书》更正为《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对明亚并购基金优先级和中间级承担份额远期转让及差额补足的连带担保责任未解除

保险经纪"） 发展情况良好，2017年度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113,869,919.76元，

汉富控股于2018年2月7日与泓钧资产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拟收购上市公司46,858,

完成了2017年度净利润不低于11,000万元的业绩承诺。 上市公司2017年审计报告显示，上市公

500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13.53%）。随后汉富控股又于2018年2月26日与深圳前海圆融通

司所持有的明亚并购基金份额2017年度通过权益法确认投资收益6,863,275.56元。 目前河南银

达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圆融通达"）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拟收购上市公司

鸽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600069）正在与明亚并购基金的普通合伙人、信息披露

25,708,327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7.42%）。 由于泓钧资产与汉富控股签署《股份转让协

义务人洽商收购明亚并购基金部分份额事宜，三方已签署《投资框架协议》，对明亚保险经纪

议》时，泓钧资产及其实际控制人唐小宏尚有对上市公司的不减持承诺以及巩固控制权承诺

公司将积极跟进相关承诺履行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估值20亿元，较并购基金投资时估值12亿元有较大增值，该交易尚在洽商过程中。

尚未得到豁免、变更，因此上市公司于2018年5月2日召开的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如上所述，上市公司对明亚并购基金的投资和担保经上市公司依法决策，且投资进展良
好，属于共同投资行为，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就上市公司承担的上述连带责任担保， 泓钧资产与汉富控股分别向公司出具承诺函，以
确保上市公司权益。

益变动报告书（2014年修订）》第三十二条规定的情况说明
本次股权转让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吴日松、陈
卓婷夫妇、上海乐铮已签署协议，同意自本次股权转让过户完成之日起解除一致行动人关系。
因此，本次股权转让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失去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在本次转让控制权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对受让人的主体资格、资信情况、受让意图等已进
行合理调查和了解。 经核查，受让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主体资格及资信情况符合《证券
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存在如下所述上市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但
该担保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未清偿的对上市
公司的负债，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2017年经上市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出席会议有权表决董事三分之二以
上票数审议通过并经公司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信息披露义务人和上市公司作为次
级有限合伙人共同投资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佳杉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明亚并购基金"）；信息披露义务人对明亚并购基金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和中间级有限合伙人承
担远期回购和差额补足义务，上市公司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前述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足担保责任的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

司的第一大股东。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的相关规定，汉富控股需对
上述收购行为再次出具相应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汉富控股有限公司，由于此前我司与全新好共同成立并购基金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佳杉资产管

补充更正后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将随本公告刊登于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留意，由此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并购基金"）收购了明亚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明亚保险经纪

特此公告

"）66.67%股权，我司和全新好共同对并购基金优先级和中间级承担份额远期转让及差额补足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义务。

董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我司对上市公司并购基金的担保责任承诺如下：
承担份额远期转让及差额补足义务的连带责任保证；

事

会

2018年5月16日

2、若在我司未解除上市公司连带责任保证期间给上市公司造成任何实际损失的，我司将

连带责任的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

京泓钧和全新好共同对并购基金优先级和中间级承担份额远期转让及差额补足义务。

（以下简称"汉富控股"）送达的《关于承担明亚并购基金份额远期转让及差额补足义务连带
目前北京泓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泓钧"）拟将其持有上市公司深圳市全新好股份

我司现就关于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上市公司对并购基金的担保责任承诺如下：
1、为保障上市公司以及全体股东权益，保障并购基金投资人权益，我司承诺，在上市公司
对明亚并购基金优先级和中间级承担份额远期转让及差额补足的连带担保责任未解除之前，
我司为并购基金优先级和中间级有限合伙人承担份额远期转让及差额补足义务连带责任；
2、 我司将督促北京泓钧在其承诺期限内解除上市公司对并购基金优先级和中间级有限

有限公司（"全新好"或"上市公司"）的全部股份转让给汉富控股，目前股权转让正在进行中，
由于此前北京泓钧与全新好共同成立并购基金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佳杉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

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立案调查进展情况暨风险提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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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案调查进展情况
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1月17日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编号：稽查总队调查通字180263
号）："因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会决定对
你公司立案调查，请予以配合。 "详见公司于2018年1月19日披露的《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
有 限 公 司 关 于 收 到 中 国 证 券 监 督 管 理 委 员 会 调 查 通 知 书 的 公 告 》（公 告 编 号 ： 临
2018-004）。
截至目前，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尚在进行中。 在调查期间，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
调查工作，并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目前，公司经营管理情况正常。
二、风险提示
如公司因前述立案调查事项被中国证监会最终认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公司股票存在
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暂停上市的风险；如公司所涉及的立案调查事项最终未被中国
证监会认定为重大违法行为，公司股票将不存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暂停上市的风
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刊登的公告内容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简称：南极电商

公告编号：2018-049

南极电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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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极电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今日接到公司股东蒋学明先生通知，
获悉蒋学明先生将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 蒋学明先生将其于2017年6月2日质押给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部分本公司股份8,
75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2.82%，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53%)提前解除了质押，并于
2018年5月1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2018年5月14日, 蒋学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68,25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17%；一
致行动人东方新民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新民"）共持有公司股份61,049,502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3.73%； 蒋学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东方新民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29,299,502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90%。
蒋学明先生累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59,496,700股， 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87.17%，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3.64%。 东方新民累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61,00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
总数99.92%，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73%。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股权融资业务提前/延期购回申请表。
特此公告。
南极电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六日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北京泓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承诺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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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额远期转让及差额补足连带担保责任的承诺函》（以下简称"《承诺函》"），文件主要内容
如下：
目前北京泓钧拟将持有全新好的股份转让给汉富控股有限公司，由于此前北京泓钧与全
新好共同成立并购基金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佳杉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并购基金"）
并购基金优先级和中间级承担份额远期转让及差额补足义务。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北京泓钧对上市公司并购基金的担保责任承诺如下：
间级承担份额远期转让及差额补足义务的连带责任保证；
2、若在北京泓钧未解除上市公司连带责任保证期间给上市公司造成任何实际损失的，北
京泓钧将向上市公司承担全额赔偿或补偿责任。
公司将积极跟进股东承诺履行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汉富控股现就关于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上市公司对并购基金的担保责任承诺如下：

2018年5月16日

1、为保障上市公司以及全体股东权益，保障并购基金投资人权益，汉富控股承诺，在上市

证券简称：科林电气

公告编号：2018-024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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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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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东类型
票数

重要内容提示：

A股

比例（
%）
63,733,347

票数
100

比例（
%）
0

票数

比例（
%）

0

0

0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8、议案名称：关于《2017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的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审议结果：通过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5月16日

表决情况：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石家庄市红旗大街南降壁路段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会

同意
票数
A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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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

弃权

股东类型

议室

比例（
%）
63,733,347

票数
100

比例（
%）
0

票数

比例（
%）

0

0

0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1

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63,733,3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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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313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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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东类型
票数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现场会议由董

A股

比例（
%）
63,733,347

票数
100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审议结果：通过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比例（
%）
0

事长张成锁先生主持，会议对提交议案进行了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 本次会议的

票数

比例（
%）

0

0

0

表决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东类型
票数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A股

3、董事会秘书宋建玲出席；全部高管列席。

比例（
%）
63,733,347

票数
100

比例（
%）
0

票数

比例（
%）

0

0

0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二、议案审议情况

审议结果：通过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表决情况：

1、议案名称：关于《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东类型

审议结果：通过

票数
A股

表决情况：

比例（
%）
63,733,347

票数
100

比例（
%）
0

票数

比例（
%）

0

0

0

12、议案名称：关于申请 2018年度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东类型
票数
A股

比例（
%）
63,733,347

票数
100

比例（
%）
0

票数
0

审议结果：通过

比例（
%）
0

0

表决情况：

2、议案名称：关于《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东类型

审议结果：通过

票数
A股

表决情况：

比例（
%）
63,733,347

票数
100

比例（
%）
0

票数

比例（
%）

0

0

0

13、议案名称：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申请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东类型
票数
A股

比例（
%）
63,733,347

票数
100

比例（
%）
0

票数
0

审议结果：通过

比例（
%）
0

0

表决情况：

3、议案名称：关于《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东类型

审议结果：通过

票数
A股

表决情况：

比例（
%）
63,733,347

票数
100

比例（
%）
0

票数

比例（
%）

0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东类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4、议案名称：关于《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3

关于《
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
案

7,886,087

100

0

0

0

0

审议结果：通过

13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申
请的议案

7,886,087

100

0

0

0

0

A股

63,733,347

100

0

0

0

0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同意

证券代码：002127

公告编号：2018-071

权，北京泓钧和全新好共同对并购基金优先级和中间级承担份额远期转让及差额补足义务。

证券代码：603050

2、用途：由借款人岭南香市用于支付寮步PPP项目建安工程施工款；
3、担保措施：
（1）由公司对该笔借款提供阶段性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保证合同签订之日
起至寮步PPP项目合格验收之日止；
（2）寮步PPP项目应收账款质押；
4、账户监管：借款人根据合同约定开立监管账户，接受贷款人对该账户的监管，项目全
部工程款需回笼到该账户。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2018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相关事宜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及子公司的日常经营及长远业务发展。 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
子公司，经营稳定，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偿还能力，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同意公司（含控
股子公司）拟在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及日常经营需要时为其提供对外担保，担保金额上限为
17亿元人民币。 对外担保额度有效期为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18年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尹洪卫先生负责具体组织
实施并签署相关合同及转授权文件， 并授权董事长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在总对外担保额度范
围内适度调整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间的担保额度。 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及控股
子公司，因而本次担保事宜未采取反担保措施。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本次担保总额为不超过人民币9,000万元， 占公司2017年12 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2.48%。 截止本公告出具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不超过人民币442,807万元，占公司2017
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122.25%（均为公司的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其中对东莞
市寮步镇香市科技产业园（市政基础设施）建设PPP项目累计担保35,000万元。 公司及子公司
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形。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简称：全新好

限合伙）（"明亚并购基金"）收购了明亚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明亚保险经纪"）66.67%股

合伙人承担份额远期转让及差额补足义务连带责任。

股，弃权0股。
表决结果：通过。
4、《关于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95,707,63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49%；反对
178,7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1%；弃权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5,166,5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944%；反对178,7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56%；弃权0股。
表决结果：通过。
5、《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395,886,34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弃权0股。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续聘公司2018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95,886,34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弃权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5,345,2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公司2018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95,886,34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弃权0股。
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8 年-2020 年）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95,886,34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弃权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5,345,2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表决结果：通过。
四、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独立董事进行了述职， 并向股东大会提交了 《2017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 该报告对2017年度公司独立董事出席会议、发表独立意见、日常工作及保护投资者权益
等履职情况进行了报告，《2017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全文于2018年4月26日刊载在公司信
息披露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上(www.cninfo.com.cn)。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宗爱华、 孙雨林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007

1、北京泓钧承诺，在本次股权转让交割后半年内，解除上市公司对并购基金优先级和中

责任的承诺函》（以下简称"《承诺函》"），文件主要内容如下：

公告编号：2018-096

编号：临2018-049

会

收购了明亚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明亚保险经纪"）66.67%股权，北京泓钧和全新好共同对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全新好"）近日收到汉富控股有限公司

反对

议案3、13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参加表决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弃权

股东类型
票数
A股

比例（
%）
63,733,347

票数
100

比例（
%）
0

票数
0

比例（
%）
0

0

的 2/3 以上同意后通过。

5、议案名称：关于《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审议结果：通过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雅楠、朱思萌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弃权

股东类型
票数
A股

比例（
%）
63,733,347

票数
100

比例（
%）
0

票数
0

比例（
%）
0

0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6、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四、备查文件目录

审议结果：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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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弃权

股东类型
票数
A股

比例（
%）
63,733,347

票数
100

比例（
%）
0

票数
0

比例（
%）
0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0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7、议案名称：关于《2017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2018年5月16日

审议结果：通过
股票简称：国风塑业

股票代码：000859

编号：2018-016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展期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2018年5月16日召开的董事会六届二十四次

任担保。 目前该委托贷款存续正常。
截至目前，公司未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且最近十二个月内未将募集资金
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未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公司承诺在提供上述委托贷款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不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不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
还银行贷款。
四、备查文件
国风塑业董事会六届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展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通过徽商银行合

2018年5月17日

肥花园街支行向控股子公司宁夏佳晶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宁夏佳晶"）提供的2,000万元委托
贷款展期12个月。 具体情况如下：
一、概述

证券简称：*ST富控

事

北京泓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泓钧"）送达的《关于解除全新好明亚并购基金

陈述或重大遗漏。

此前北京泓钧与全新好共同成立并购基金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佳杉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明亚并购基金"）收购了明亚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明亚保险经纪"）66.67%股权，北

公告编号：2018-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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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北京泓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泓钧"）拟将其持有上市公司深圳市全新好股份
有限公司（"全新好"或"上市公司"）的全部股份转让给我司，目前股权转让正在进行中，由于

证券简称：全新好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到汉富控股有限公司承诺函的公告

（二）汉富控股向上市公司出具《关于承担明亚并购基金份额远期转让及差额补足义务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申请信托借款及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证券代码：600634

董

2018年5月16日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全新好"或"上市公司"）近日收到股东
证券代码：000007

向上市公司承担全额赔偿或补偿责任。

公告编号：HBP2018-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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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借款及担保情况概述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1月22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申请信托借款及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
全资子公司岭南香市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岭南香市"）向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信托"）申请信托借款不超过2.6亿元，同意公司为该笔信托借款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现因岭南香市的项目资金需求及融资需求， 岭南香市拟再次向渤海信托申请信托借款
不超过9,000万元，并由公司为该笔信托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保证合同签
订之日起至公司东莞市寮步镇香市科技产业园（市政基础设施）建设PPP项目（以下简称"寮
步PPP项目"）合格验收之日止，用途为支付寮步PPP项目建安工程施工款。
岭南香市系公司承接的寮步PPP项目的项目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信托借款及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及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2018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本次信托借款担保金额在上述审议通过的额度范围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注册名称：岭南香市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住所：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缪边村沿河中路15-16号；
4、法定代表人：刘国康；
5、注册资本：9852.8万元；
6、成立日期：2016年10月13日；
7、经营范围：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建筑工程施工，市政公用工程施工，科技产业园的投
资、设计与开发，物业管理，实业投资，物业投资，股权投资，创业投资，园林绿化；
8、与本公司关系：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95%的股权，其余5%由公司全资子公
司岭南园林设计有限公司持有；
9、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2018年3月31日，岭南香市总资产457,415,492.00元，总负
债359,261,416.10元，净资产98,154,075.90元，利润总额及净利润-4,324.37元，暂未实现收入。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1、信托贷款金额与期限：总额不超过人民币9,000万元，单笔支用期限10年；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完成后，汉富控股将持有上市公司72,566,827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0.95%），为上市公

（一）泓钧资产向上市公司出具《关于解除全新好明亚并购基金份额远期转让及差额补

表决情况：
证券简称：岭南股份

2、 汉富控股将督促北京泓钧在其承诺期限内解除上市公司对并购基金优先级和中间级
有限合伙人承担份额远期转让及差额补足义务连带责任。

让的依据。 根据汉富控股与泓钧资产、圆融通达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在相关权益变动均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证券代码:002717

带责任；

一致，双方同意终止此前的《股份转让协议》，并重新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作为双方股份转

二、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对汉富控股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及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4、6、8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2、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的通知：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4月26日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网刊登了《关于召开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3、表决方式：采取现场书面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会议召开时间和日期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5月16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5月15日-2018年5月16日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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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上午9:30至
11:30，下午13:00至15:0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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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下午15:00
至5月16日下午15:00。
5、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马甸东路17号金澳国际大厦写字楼12层会议室。
6、主持人：黄松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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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参加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17人，代表股份395,886,348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1,070,810,000股的36.9707%。 其中：
1、现场会议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9人， 代表股份372,022,43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1,070,810,000股的34.7422%；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出席会议的股东共8人， 代表股份23,
863,91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1,070,810,000股的2.2286%；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11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35,345,
28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1,070,810,000股的3.3008%。
现场会议由董事长黄松先生主持，公司董事和监事亲自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
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与网络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1、《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395,871,34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2%；反对
15,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弃权0股。
表决结果：通过。
2、《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395,886,34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弃权0股。
表决结果：通过。
3、《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395,886,34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之前，汉富控股为并购基金优先级和中间级有限合伙人承担份额远期转让及差额补足义务连

通过了前述相关承诺的豁免履行及变更的相关议案，2018年5月4日泓钧资产与汉富控股协商

1、我司承诺，在本次股权转让交割后半年内，解除上市公司对并购基金优先级和中间级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

证券简称：惠博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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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司拟将持有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全新好"或"上市公司"）的股份转让给

一、对由泓钧资产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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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5 月 17 日 星期四

根据公司董事会六届七次会议和董事会六届十五次会议决议， 经公司控股子公司宁夏佳
晶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宁夏佳晶"）申请，为支持宁夏佳晶发展，公司于2016年5月20日通过徽
商银行合肥花园街支行向宁夏佳晶提供2,000万元委托贷款，期限12个月，并在到期后展期12个
月，贷款利率为同期银行基准贷款利率。 宁夏佳晶在该委托贷款到期前向公司提出了委托贷款
再次展期12个月的申请。 经公司董事会六届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同意将向宁夏佳晶提
供的委托贷款再次展期12个月，展期后贷款利率不变。 宁夏佳晶以其90台长晶设备及有关厂务
工程为委托贷款提供抵押担保，该抵押设备资产2018年4月30日的账面净值为11,445.67万元。
宁夏佳晶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51.02%股权。 本次委托贷款资金来源为公司自
有资金。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事项在董事会审批
范围内，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股票简称：国风塑业

股票代码：000859

编号：2018-015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六届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六届二十四次会议于2018年5月16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8年5月7日发出。 会议应参与投票董事9人，实际参与投票董
事9人。 会议由董事长黄琼宜主持。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及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展期的议案》：根据公司董事会六届七次

二、委托贷款展期对公司的影响

会议和董事会六届十五次会议决议，经公司控股子公司宁夏佳晶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宁夏佳

宁夏佳晶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51.02%股权。 公司支持宁夏佳晶发展，利用自有

晶"）申请，为支持宁夏佳晶发展，公司于2016年5月20日通过徽商银行合肥花园街支行向宁夏

资金为宁夏佳晶提供委托贷款，提高其资金周转能力。 本次委托贷款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

佳晶提供2,000万元委托贷款，期限12个月，并在到期后展期12个月，贷款利率为同期银行基准

率收取利息，对公司生产经营不会产生影响。

贷款利率。 宁夏佳晶在该委托贷款到期前向公司提出了委托贷款再次展期12个月的申请。 经公

公司已对本次委托贷款作了充足的风险评估，并获得宁夏佳晶所属资产提供抵押担保，抵

司董事会六届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同意将向宁夏佳晶提供的委托贷款再次展期12个

押资产价值相对应公司此次委托贷款金额，其资产足值。 针对本次委托贷款可能存在不能按期

月，展期后贷款利率不变，宁夏佳晶以其90台长晶设备及有关厂务工程为委托贷款提供抵押担

或者无法收回全部本金和利息的风险，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有关内部控制制度的规定，对委托贷

保，该抵押设备资产2018年4月30日的账面净值为11,445.67万元。

款做好风险识别和预防，遇异常情况将及时采取措施，保证公司资金安全。
三、公司累计委托贷款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六届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于2018年1月委托徽商银行合肥花园街支行
向庐江县海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海鸿投资"）提供了3,000万元的委托贷款，期限12个
月，年化利率为12.9%。 海鸿投资以其名下位于合肥市庐江县海鸿安居园的建筑面积为6,248.38
㎡商业房产、位于庐江县经济开发区移湖西路建筑面积为90.88㎡的商业房产，何江海及其配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事项在董事会审批范围
内，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获得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情况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国风塑业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委
托贷款展期的公告》。
特此公告

偶名下庐城镇汤池路1号福地名都建筑面积208.09㎡的住宅房产为委托贷款提供抵押担保,同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时由海鸿投资全资子公司郓城县海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何江海及其配偶提供无限连带责

2018年5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