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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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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修改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有关情况， 公司已于2018年4月18日和5月11日分别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进行了公告。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3、是否提供网络投票：是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5月16日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5月15日至2018年5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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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交易时间，即上午9：30~11：30，下
午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5月15日下午3：00至2018年5月16日下午3：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5、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金牛大酒店四层第二会议厅
6、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成文先生
7、此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21人，代表股份数2,346,600,2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6.4092%（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5%以下中小投资者代表股份总数4,355,0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232%），具体如下：
（1）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6人，代表股份数2,343,560,5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6.3232%；
（2）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络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表
决的股东共15人，代表股份数3,039,7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0%。
公司部分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
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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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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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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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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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律师姓名：刘知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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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费用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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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如下：

2,346,301,057

0.0128%

表决结果如下：

3、关于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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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出席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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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关于增加经营范围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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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弃权股数
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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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于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冀中能源集团、峰峰集团 、邯矿集团和张矿集团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股数

6.8706%

153,000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弃权股数
的比例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反对股数
的比例

同意股数

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 表决结果
总数的比例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弃权股数
的比例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反对股数
的比例

99.9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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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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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弃权股数
的比例

93.1294%

同意股数

2、关于公司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反对股数
的比例

4,055,863

审议通过

0.0064%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弃权股数
的比例
146,220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反对股数
的比例

8、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反对股数
的比例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 表决结果
总数的比例

150,000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刘宁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
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
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七日

审议通过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第八项《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与提案第十一项《审议关于京山轻机2017年
度利润分配的提案》内容存在互斥情况，经投票表决，提案第八项《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被否决，提案
第十一项《审议关于京山轻机2017年度利润分配的提案》获得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5月16日（星期三）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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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11:30，13: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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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至2018年5月16日15:00；
2．召开地点：湖北省京山县经济开发区轻机工业园公司总部行政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健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理人共12名， 所持股份共计253,805,675股， 占公总司股本的
47.1552％。 其中：
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理人7人，代表股份253,704,02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7.136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101,6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89%；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共计6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10,382,823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1.9291%；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对会议
议案进行了审议，经过逐项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一）《2017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253,726,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7%；反对34,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5%； 弃权45,0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0,303,4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358%；反对3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04%；弃权45,0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38%。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二）《2017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253,726,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7%；反对34,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5%； 弃权45,0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0,303,4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358%；反对3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04%；弃权45,0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38%。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三）《2017年度报告和报告摘要》
同意253,726,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7%；反对34,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5%； 弃权45,0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0,303,4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358%；反对3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04%；弃权45,0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38%。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四）《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253,726,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7%；反对34,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5%； 弃权45,0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0,303,4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358%；反对3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04%；弃权45,0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38%。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五）《关于续聘会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253,726,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7%；反对34,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5%； 弃权45,0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0,303,4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358%；反对3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04%；弃权45,050股，占

证券代码：300206

公告编号：2018-42

证券简称：理邦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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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或“
本公司” ）于2018年4月2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股东大会将采取现场
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现将公司关于召开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届次：2017年度股东大会。
（二）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由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召集。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
次董事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以及其它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本次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8年5月18日(星期五)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5月18日9:30～11:30、13:00～15:00；
（2）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5月17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15:00～2018
年5月18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
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
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
决结果为准。
（六）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18年5月15日。 当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
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七）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南路10号院骏豪中央公园广场1号楼10层1004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会议需审议的议案符合审议条件，手续完备，程序合法。
（二）本次会议需审议的提案是：
1、《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2、《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关于2017年度不实施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提案》；
6、《2017年度独立董事述职工作报告》；
7、《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提案》；
8、《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有效性审计机构的提案》。
以上提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情请见
2018年4月27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三）其它事项
1、上述提案为普通议案。需经全体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且分
类计算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并披露。
2、本次提案不采用累积投票方式。
3、本次股东大会不安排公司股票停牌。
三、提案编码
备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1.00

《
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

2.00

《
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00

《
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00

《
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00

《
关于2017年度不实施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提案》

√

6.00

《
2017年度独立董事述职工作报告》

√

7.00

《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提案》

√

8.00

《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有效性审计机构的提
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登记方式、时间和地点
登记方式：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持股东账户、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和出席人身份
证办理登记手续；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登记时间：2018年5月15日～2018年5月17日的每个工作日9:00～17:00，2018年5月18日9:00～14:30。
登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南路10号院骏豪中央公园广场1号楼10层1003室。
（二）对受委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身份证和委托人股东账户办理登记手续。
（三）会议联系方式：
1、电话：023-88639066、023-88639062，联系人：徐虹、陈亚兰。
010-65001540，联系人：童知秋、张瑞萌。
2、传真：023-88639061、010-65001540。
（四）其他事项：
1、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的食宿费用及交通费用自理。
2、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到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投票。 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的内容和格式详见附件1。
六、备查文件
（一）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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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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六日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
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
360892” ，投票简称为“
欢瑞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均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4、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
总议案投票表决，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
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8年5月18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5月17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
日）下午3:00，结束时间为2018年5月18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
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
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
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
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人）出席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了解了公司有关审议事项及内容，表决意见如下：

0.017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0,303,4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358%；反对3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04%；弃权45,0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38%。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
上表决通过。
（十一）《审议关于京山轻机2017年度利润分配的提案》
同意253,722,5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2%；反对79,35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3%； 弃权3,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0,299,6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92%；反对79,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42%；弃权3,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6%。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会议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17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惠山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伍清平、刘桂霞
3.结论性意见：京山轻机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本
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及其所形成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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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六日

备注
提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328,172,06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8.9955%；

特别提示：

弃权3,33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1.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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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同意 6,460,3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65.9869％；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0％；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及否决提案的情况；

弃权 3,33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34.0131％。

3、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18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4、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同意328,172,06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8.9955%；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

结合的方式召开。

弃权3,33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1.0045%。

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5月16日上午9:30-1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30， 下午13: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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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 6,460,3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65.9869％；

至2018年5月16日下午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0％；

现场会议于2018年5月16日（星期三）下午15:30在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金沙社区金辉路15号理邦仪器

弃权 3,33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34.0131％。

工业园会议室召开，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浩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等

6、审议通过《关于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相关人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为585,000,000 股，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人，

同意328,172,06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8.9955%；

代表股份总数 331,502,0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6670%。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

表共 9人，代表股份331,491,661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56.665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人，代

弃权3,33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1.0045%。

表股份 10,4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1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1.00

《
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

2.00

《
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00

《
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00

《
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00

《
关于2017年度不实施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提案》

√

6.00

《
2017年度独立董事述职工作报告》

√

7.00

《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
提案》

√

1、审议通过《关于2017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328,172,06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8.9955%；

8.00

《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有效性审计
机构的提案》

√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

同意328,172,06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8.9955%；

弃权3,33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1.0045%。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弃权3,33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1.0045%。

同意 6,460,3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65.986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0％；

同意 6,460,3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65.9869％；

弃权 3,33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34.0131％。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0％；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专项说明》的议案；

弃权 3,33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34.0131％。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不含5%）股份的非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东（以下简称"中小
投资者"）共 9人，代表股份9,790,35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736%。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代理人姓名：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人签字（盖章）：
授权委托书” 复印件、报纸裁剪均有效。
注明：此“

证券代码：000892

证券简称：欢瑞世纪

公告编号：2018-43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

同意 6,460,3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65.9869％；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0％；

二、议案审议情况

弃权 3,33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34.0131％。

本次股东大会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以记名投票

7、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短期保本理财产品》的议案；

方式对本次会议的议案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2、审议通过《关于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328,172,06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8.9955%；

漏。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

重要提示：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目前正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根据《关于改革完善并严
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版）的有关规定，如
公司存在重大违法行为，公司股票可能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被暂停上市，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 2017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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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证调查字2017031号）。 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公司已于2017年7月18日在《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通知的公告》，并
于2017年8月18日、9月16日、10月17日、11月17日、12月16日、2018年1月17日、2月14日、3月16日、4月17日在《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
公司正在积极配合调查，截止目前，公司尚未收到针对上述立案调查的结论性意见，如果收到相关文件，
公司将及时予以披露。
如本公司因此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并且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被认定构成重大违法行为，或者因涉
嫌违规披露、 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被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的， 公司将因触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年修订）》第13.2.1条第（七）、（八）款规定的欺诈发行或者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情形，公司股票交易被
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实行退市风险警示三十个交易日期限届满后，公司股票将被停牌，直至深圳证券交易所
在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暂停本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在取得中国证监会对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结论性意见之前，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2014年修订）》第11.11.3条第（十）款的规定，每月至少披露一次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提示
公告。 请广大投资者持续关注公司前述被立案调查事项和相关进展，以及公司股票因此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
险，理性投资。
公司的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六日

同意328,172,06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8.9955%；

弃权3,33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1.0045%。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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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弃权3,33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1.0045%。

同意 6,460,3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65.9869％；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弃权 3,33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34.0131％。

同意 6,460,3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65.9869％；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元（深圳）律师事务所刘春城律师、钟文海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

弃权 3,33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34.0131％。
3、审议通过《关于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了法律意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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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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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328,172,06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8.9955%；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
弃权3,33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1.004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

同意 6,460,3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65.9869％；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0％；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弃权 3,33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34.0131％。

董事会

4、审议通过《关于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七日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证券代码：000756

证券简称：新华制药

编号：2017-27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2018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海南大东海旅游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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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253,726,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7%；反对34,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5%； 弃权45,0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

遗漏。

附件1：

公告编号：2018-044

漏。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十）《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二）深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特此公告。

提案编码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38%。

公告编号：2018-033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38%。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六）《2017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同意253,726,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7%；反对34,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5%； 弃权45,0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0,303,4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358%；反对3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04%；弃权45,0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38%。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七）《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京山京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京山轻机控股有限公司和孙友元先生回避表决，同意116,401,319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9%；反对3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294%；弃权45,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0,303,4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358%；反对3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04%；弃权45,0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38%。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八）《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2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8%；反对253,783,375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22,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48%；反对10,360,5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52%；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没有获得通过。
（九）《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253,726,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7%；反对34,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5%； 弃权45,0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0,303,4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358%；反对3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04%；弃权45,050股，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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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37），5月3日发布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
漏。

告编号：2018-038）。
海南大东海旅游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东海"或"公司"）于2018年1月31日收到第一大股东罗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重组相关方及独立财务顾问、审计、评估、律所等中介机构尚在积极推进本次

牛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牛山"）发来的《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通知》，筹划与公司有关的重大事项。

重组的各项工作，交易双方就交易方案等事项仍在沟通、协商。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方案尚未最终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2018年1月31日开市起停牌，并于2018年1月31日发布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

确定，交易双方尚未签署关于本次交易的正式协议，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

编号：2018-003），2月7日发布了《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10）。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十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于2月8日开市起复牌，并于2月8日发布了《关于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1），2月14日发布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有

了《关于交易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15），3月6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

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为准。 鉴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

告》（公告编号：2018-023），3月20日发布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并注意投资风险。

2018-032），3月31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33），4月2日发布

特此公告

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的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18-034），文俊先生和吴小伟先生共同

海南大东海旅游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构成标的公司广东宽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4月17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六日

1.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18年第三次临时会议记录；
2.独立非执行董事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18年第三次临时会议通知于二零一八年五月
十四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于二零一八年五月十六日以书面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8名，实际参会董事8
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通过提名卢华威先生为本公司第九届董事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的议案（简历见附件）；

卢华威先生，55岁，于一九八六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获工商管理学士学位，并于一九九二年毕业于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见同日发布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

美国新泽西科技学院（New Jersey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获管理科学硕士学位。卢先生是香港会计师公

告。
卢华威先生尚未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
证书，其承诺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本公司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进行审核无异议后， 该议案将提交本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8 票赞成本议案，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备查文件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七日
附件：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简历

会的执业会员及美国执业会计师公会的会员。 卢先生于审核及业务咨询服务方面拥有逾20年服务经验，其
中卢先生在一家国际会计师行（德勤o关黄陈方会计师行）的审核及业务咨询服务方面拥有逾7年经验，其
中两年曾于美国工作。 卢先生现为邦盟汇骏顾问有限公司董事，并兼任联交所主板上市公司重庆机电股份
有限公司（股份代号：2722）及天福（开曼）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号：6868）的独立非执行董事。
除上述情况外，卢先生并无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卢先生没有持有
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