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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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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天津北控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高

学刚、高学强、高作宾、高作明、杨春丽、北京杨树蓝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杨树嘉业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京蓝控股有限公司、半丁（厦门）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融通资本（固安）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张家港保税区京蓝智享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上述议案的关联人，已回避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召开时间：2018年5月17日14时30分

2、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5月16日至2018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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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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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5月16日15：00至2018年5月17日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4、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董事郭绍全先生主持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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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情况如下：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股） 730,545,885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12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27,004,783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8.4501%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8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26,876,983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8.4326%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4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7,80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0.017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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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会议作出的

决议合法有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过合并现场投票结果，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1.00�《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

出席表决权股份数（股） 427,004,783

同意（股） 比例 反对（股） 比例 弃权（股） 比例

现场投票结果 426,876,983 99.9701% 0 0.0000% 0 0.0000%

网络投票结果 27,500 0.0064% 100,300 0.0235% 0 0.0000%

累计投票结果 426,904,483 99.9765% 100,300 0.0235% 0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投票股份（股） 57,807,212

同意（股） 比例 反对（股） 比例 弃权（股） 比例

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 57,706,912 99.8265% 100,300 0.1735% 0 0.0000%

是否通过 是

议案2.00�《公司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出席表决权股份数（股） 427,004,783

同意（股） 比例 反对（股） 比例 弃权（股） 比例

现场投票结果 426,876,983 99.9701% 0 0.0000% 0 0.0000%

网络投票结果 13,500 0.0032% 114,300 0.0268% 0 0.0000%

累计投票结果 426,890,483 99.9732% 114,300 0.0268% 0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投票股份（股） 57,807,212

同意（股） 比例 反对（股） 比例 弃权（股） 比例

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 57,692,912 99.8023% 114,300 0.1977% 0 0.0000%

是否通过 是

议案3.00�《公司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出席表决权股份数（股） 427,004,783

同意（股） 比例 反对（股） 比例 弃权（股） 比例

现场投票结果 426,876,983 99.9701% 0 0.0000% 0 0.0000%

网络投票结果 13,500 0.0032% 100,300 0.0235% 14,000 0.0033%

累计投票结果 426,890,483 99.9732% 100,300 0.0235% 14,000 0.0033%

其中：

中小投资者投票股份（股） 57,807,212

同意（股） 比例 反对（股） 比例 弃权（股） 比例

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 57,692,912 99.8023% 100,300 0.1735% 14,000 0.0242%

是否通过 是

议案4.00�《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出席表决权股份数（股） 427,004,783

同意（股） 比例 反对（股） 比例 弃权（股） 比例

现场投票结果 426,876,983 99.9701% 0 0.0000% 0 0.0000%

网络投票结果 13,500 0.0032% 114,300 0.0268% 0 0.0000%

累计投票结果 426,890,483 99.9732% 114,300 0.0268% 0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投票股份（股） 57,807,212

同意（股） 比例 反对（股） 比例 弃权（股） 比例

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 57,692,912 99.8023% 114,300 0.1977% 0 0.0000%

是否通过 是

议案5.00�《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表决结果：

出席表决权股份数（股） 427,004,783

同意（股） 比例 反对（股） 比例 弃权（股） 比例

现场投票结果 426,876,983 99.9701% 0 0.0000% 0 0.0000%

网络投票结果 27,500 0.0064% 100,300 0.0235% 0 0.0000%

累计投票结果 426,904,483 99.9765% 100,300 0.0235% 0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投票股份（股） 57,807,212

同意（股） 比例 反对（股） 比例 弃权（股） 比例

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 57,706,912 99.8265% 100,300 0.1735% 0 0.0000%

是否通过 是

议案6.00�《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出席表决权股份数（股） 72,490,568

同意（股） 比例 反对（股） 比例 弃权（股） 比例

现场投票结果 72,362,768 99.8273% 0 0.0000% 0 0.0000%

网络投票结果 13,500 0.0186% 114,300 0.1577% 0 0.0000%

累计投票结果 72,376,268 99.8423% 114,300 0.1577% 0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投票股份（股） 24,311,596

同意（股） 比例 反对（股） 比例 弃权（股） 比例

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 24,197,296 99.5299% 114,300 0.4701% 0 0.0000%

是否通过 是

议案7.00�《关于注销甘肃京蓝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

出席表决权股份数（股） 427,004,783

同意（股） 比例 反对（股） 比例 弃权（股） 比例

现场投票结果 426,876,983 99.9701% 0 0.0000% 0 0.0000%

网络投票结果 13,500 0.0032% 100,300 0.0235% 14,000 0.0033%

累计投票结果 426,890,483 99.9732% 100,300 0.0235% 14,000 0.0033%

其中：

中小投资者投票股份（股） 57,807,212

同意（股） 比例 反对（股） 比例 弃权（股） 比例

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 57,692,912 99.8023% 100,300 0.1735% 14,000 0.0242%

是否通过 是

议案8.00�《关于续聘公司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出席表决权股份数（股） 427,004,783

同意（股） 比例 反对（股） 比例 弃权（股） 比例

现场投票结果 426,876,983 99.9701% 0 0.0000% 0 0.0000%

网络投票结果 13,500 0.0032% 114,300 0.0268% 0 0.0000%

累计投票结果 426,890,483 99.9732% 114,300 0.0268% 0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投票股份（股） 57,807,212

同意（股） 比例 反对（股） 比例 弃权（股） 比例

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 57,692,912 99.8023% 114,300 0.1977% 0 0.0000%

是否通过 是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华城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齐波、韦金莹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本次会议的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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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711� � � �证券简称：京蓝科技 公告编号：2018-053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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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

司股票（证券简称：京蓝科技，证券代码：000711）自2018年3月26日上午开市起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年3月27日披露的《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8-027），于2018年4月25日披露

的《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8）。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停

牌期间，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了一次进展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有关各方正积极推进相关工作，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相关尽职调查、

审计、评估等工作正在有序开展，交易方案涉及的相关问题仍在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因该事项存在重大不

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公司股票自2018年5月18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待相关事项确定并披露后再行复牌。

停牌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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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

次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留意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

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000418� � 200418� � � �股票简称：小天鹅A�小天鹅B� � � �公告编号：2018-20

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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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本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2018年4月11日召开的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7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32,487,76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0元人民币现

金（含税），派发现金共计632,487,764.00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2、自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632,487,76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A股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9元；

A股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a，先按每10

股派10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A股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

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

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a；B股非居民企业、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扣税后每10

股派现金9元，持有无限售流通股的境内个人股东的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a，先按每10股派10元，

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

股补缴税款2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1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向B股股东派发的现金红利，按本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日后第一个工作日即2018�年4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

公布的人民币兑港币的中间价（港币：人民币=1：0.8005）折合港币兑付，未来代扣B股个人股东需补缴的税

款参照前述汇率折算。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权益分派A�股股权登记日为：2018年5月25日，除权除息日为：2018年5月28日。

本次权益分派B�股最后交易日为：2018年5月25日，股权登记日为：2018年5月30日，除权除息日为：2018

年5月28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8年5月2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A股股东；截止2018年5月30日（最

后交易日为2018年5月2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B

股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18年5月28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

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B股股东的现金红利于2018年5月30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托管银行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如果B股

股东于2018年5月30日办理股份转托管的，其现金红利仍在原托管证券公司或托管银行处领取。

2、以下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前限售股。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203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18年5月4日至登记日：2018年5月25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

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

担。

六、其他事项说明

B股股东中如果存在不属于境内个人股东或非居民企业但所持红利被扣所得税的情况， 请于2018年6月

10日前（含当日）与公司联系，并提供相关材料以便进行甄别，确认情况属实后公司将协助返还所扣税款。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无锡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长江南路18号

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咨询联系人：赵玉林

咨询电话：0510-81082377�或81082320

传 真：0510-83720879

八、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八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182� � � �证券简称：S佳通 公告编号：2018-016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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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莆田悦华酒店有限公司（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北路延寿溪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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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4,672,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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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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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长李怀靖先生主持

会议。会议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等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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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出席4人，董事陈应毅先生、彭伟轩先生、吴知珉先生、黄文龙先生、孙晓屏女士因公

务在身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寿惠多女士、王以末女士因公务在身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徐健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公司总经理钱倍奋女士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董事会2017年度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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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677,389 95.9950 6,493,271 3.7173 502,300 0.2877

2、议案名称：监事会2017年度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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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674,989 95.9936 6,502,271 3.7225 495,700 0.2839

3、议案名称：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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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675,989 95.9942 6,508,871 3.7263 488,100 0.2795

4、议案名称：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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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708,689 96.0129 6,488,571 3.7146 475,700 0.2725

5、议案名称：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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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878,705 96.6827 5,410,555 3.0975 383,700 0.2198

6、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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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93,289 70.3017 6,533,971 27.6828 475,700 2.0155

7、议案名称：2017年度审计费用及续聘公司2018年度审计会计师事务所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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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741,190 96.0315 6,410,870 3.6702 520,900 0.2983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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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832,489 96.0838 6,331,971 3.6250 508,500 0.2912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9.01 李怀靖 168,451,981 96.4384 是

9.02 陈应毅 167,676,385 95.9944 是

9.03 彭伟轩 167,674,490 95.9933 是

9.04 吴知珉 167,694,691 96.0049 是

9.05 廖玄文 167,707,697 96.0123 是

9.06 黄文龙 167,735,949 96.0285 是

2、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01 肖红英 168,060,784 96.2145 是

10.02 孙晓屏 167,698,384 96.0070 是

10.03 杜宝财 167,728,901 96.0245 是

3、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1.01 寿惠多 167,947,190 96.1495 是

11.02 王以末 167,714,706 96.0164 是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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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

17,808,705 75.4511 5,410,555 22.9232 383,700 1.6257

6

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事项

16,593,289 70.3017 6,533,971 27.6828 475,700 2.0155

7

2017年度审计费用及续

聘公司2018年度审计会

计师事务所事宜

16,671,190 70.6317 6,410,870 27.1612 520,900 2.2071

8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事宜 16,762,489 71.0185 6,331,971 26.8270 508,500 2.1545

9.01 李怀靖 17,381,981 73.6432

9.02 陈应毅 16,606,385 70.3572

9.03 彭伟轩 16,604,490 70.3491

9.04 吴知珉 16,624,691 70.4347

9.05 廖玄文 16,637,697 70.4898

9.06 黄文龙 16,665,949 70.6095

10.01 肖红英 16,990,784 71.9858

10.02 孙晓屏 16,628,384 70.4504

10.03 杜宝财 16,658,901 70.5797

11.01 寿惠多 16,877,190 71.5045

11.02 王以末 16,644,706 70.5195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6属于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佳通轮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持股151,070,000�股，为关联股东，

已回避该项议案的表决。

2、议案8属于特别决议，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垦、杨阳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

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结果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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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8日

2018年 5 月 18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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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12� � � �证券简称：华测检测 公告编号：2018-023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为特别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5月17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5月16日至2018年5月17日。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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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星期四）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5月16日15:00�至 2018�年 5�月17日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留仙三路4号华测检测大楼一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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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 万峰先生。

6、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7、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8、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本次会议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出席现场会议、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共

计33名，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521,911,31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1.4873%。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8名，代表股份数332,281,220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20.046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5名，代表股份数189,630,09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1.440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本公告中小股东是指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且非本公司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与的中小股东29名，代表股份数189,630,49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1.4405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参与的中小股东4名，代表股份数4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00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5名，代表股份数189,630,09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1.44054%。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本议案详细内容详见公司2018年4月27日在巨潮网上披露的《2017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结果：

同意票为521,911,3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票为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 ；弃权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同意票为189,630,4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反对票为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弃权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本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详细内容详见公司2018年4月27日在巨潮网上披露的《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结果：

同意票为521,911,3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票为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 ；弃权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同意票为189,630,4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反对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弃权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本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为521,911,3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 ；弃权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同意票为189,630,4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反对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弃权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本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票为521,911,3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 ；弃权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同意票为189,630,4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反对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弃权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本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 母公司2017年度实现净利润 288,270,910.96元，按

2017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的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28,827,091.10元，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354,538,363.87

元，减2016年度内实际派发的现金股利人民币共计41,864,013.55元（含税），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母公

司可供分配利润为572,118,170.18元。

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2017年12月31日总股本1,657,530,714股为基数，按资本公积金每10股

转增0股，并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25元（含税），共计 41,438,267.85�元。

本议案详细内容详见公司2018年4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

告》。

总表决结果：

同意票为521,891,4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2%� ；反对票为19,9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8%；弃权票为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同意票为189,610,5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5%� ；反对票为19,9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5%；弃权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本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本议案详细内容详见公司2018年4月27日在巨潮网上披露的《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

总表决结果：

同意票为521,759,4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9%；反对票为151,7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906%；弃权票为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同意票为189,478,5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99%� ；反对票为151,7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0%；弃权票为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本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8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本议案详细内容详见公司2018年4月27日在巨潮网上披露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同意票为521,911,3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 ；弃权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同意票为189,630,4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反对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弃权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本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详细内容详见公司2018年4月27日在巨潮网上披露的《公司章程修正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票为521,911,3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 ；弃权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同意票为189,630,4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反对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弃权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本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8-2020年）》

详细内容详见公司2018年4月27日在巨潮网上披露的《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8年-2020年）》。

总表决结果：

同意票为521,891,4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2%；反对票为1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8%；弃权票为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同意票为189,610,5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5%� ；反对票为19,9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5%；弃权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本议案获得通过。

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与会股东未对独立董事述职提出异议，《独立董事 2017年度

的述职报告》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指派的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会议出席人员的资格合法、有

效；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600� � � �证券简称：青岛啤酒 编号：临2018-010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

董事长及变更总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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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以下简称"会议"）于2018年5月17日

下午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董事8人。其中，公司独立董事贲圣林先生通过电话

连线方式参与表决。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一致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根据公司控股股东推荐，公司董事会选举黄克兴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董事会通过选

举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同时，黄克兴先生不再担任公司总裁职务。公司董事会聘任樊伟先生

为公司总裁，并兼任公司制造总裁、总酿酒师职务，其任期自董事会通过聘任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为止，同时樊伟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裁职务。黄克兴先生及樊伟先生之简历资料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1、樊伟先生符合适用法律和公司章程中关于上市公司高管任职资格和/或条件的有关规定；

2、聘任总裁的相关程序符合适用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董事会认为，公司的经营发展战略不会因人事变动而发生变化，目前公司的治理结构完善，新任董事长

黄克兴先生具有丰富的啤酒行业战略发展、投资管理及市场营销的经验，长期从事企业发展工作，对啤酒行

业发展有深入研究，具有很强的创新能力、经营管理能力、市场拓展能力、品牌建设能力和市场营销能力。公

司新任总裁樊伟先生具有丰富的质量管理、生产运营和产品研发经验，为第一届中国酿酒大师，长期从事生

产制造工作，具有很强的产品研发能力、质量提升能力和生产运营能力。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在新任董事长

和总裁的率领下，有信心带领管理团队和广大员工努力拼搏，继续实施有质量的发展战略，积极推动公司新

旧动能转换，奋进新时代，开创新未来，实现更高质量的增长，并给广大投资者更高的回报。

上述议案的赞成票数均为8票，没有反对票和弃权票。

附件：黄克兴先生和樊伟先生之简历资料如下：

黄克兴先生，现年55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EMBA毕业，硕士研究生学位，高级工程师。现任公司董

事长、青岛啤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曾任青岛啤酒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公司总裁助理兼战略投资管理总

部部长、公司副总裁、总裁兼营销总裁、青岛啤酒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具有丰富的啤酒行业战略规划、投资

管理、经营管理及营销管理经验，山东省第十一届政协委员，山东省第十三届人大代表。

樊伟先生，现年58岁，江南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第一届中国酿酒大师，工程系列应用研究员，现任公司

执行董事、总裁、制造总裁兼总酿酒师，青岛啤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曾任青岛啤酒二厂副厂长、总工程师，公

司总酿酒师，公司副总裁。具有丰富的质量管理、生产运营及产品研发经验，青岛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国务

院特殊津贴专家。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00600� � � �证券简称：青岛啤酒 编号：临2018-009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法定代表人辞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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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孙明波先生因已届法定退休年龄，向公

司董事会提出不再继续担任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职务的书面申请，前述申请自公司于2018年5月17日召

开的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选举产生新的董事长后生效。 孙明波先生已经确认与公司董事会并无任何意见

分歧，亦无任何有关辞任之其他事项须提呈公司股东注意。

董事会认为公司在孙明波先生先后担任公司总裁和董事长期间， 以建设拥有全球影响力品牌的国际化

大公司为愿景，通过管理创新、知识创新和组织变革，使公司的组织、系统、管理能力建设有了长足发展，青岛

啤酒品牌竞争力有了明显提升。同时，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断完善，建立了规范、透明、诚信、高效的董事会运

作机制。 董事会对孙明波先生在先后担任公司总裁和董事长的十年时间内为青岛啤酒发展壮大所做的卓有

成效的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00485� � � �证券简称：信威集团 公告编号：临2018-043

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投资者说明会的预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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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5月24日 下午14:00-15:00

会议召开地点：投资者可以直接登录上证e互动平台（sns.sseinfo.com）"上证e访谈"栏目在线直接参加

本次说明会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在线互动

一、说明会类型

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2018年5月10日公告了《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董事会决议公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了解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最新进

展以及延期复牌的原因，公司决定以网络互动的方式召开投资者说明会。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本次说明会将于2018年5月24日下午14:00-15:00在上证e互动平台 （sns.sseinfo.com）"上证e访谈"栏目

以网络在线互动的形式召开，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兼总裁、财务总监和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在2018年5月23日9:00-17:00时通过传真方式，向公司提出所关注的问题，公司将在说明会

上选择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2、投资者可在2018年5月24日下午14:00-15:00登录上证e互动平台（sns.sseinfo.com）"上证e访谈"栏目

直接参与本次说明会。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电话：010-62802618

传真：010-62802688

联系人：王 铮 李宏洋

本公司将于说明会召开后，通过《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全面如实地向投资者披露说明会的召开情况。

特此公告。

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18日

股票简称：瀚蓝环境 股票代码：600323� � � � �编号：临2018-026

债券简称：16瀚蓝01� � � �债券代码：136797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

获广东省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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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经于2018年4月26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公司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议案。 内容详见2018年4月27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相关内容。

公司于2018年5月17日收到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的复函》（粤国资函【2018】550号），原则同意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和中国证监会核准。 公司将根据该

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002101� � � �证券简称：广东鸿图 公告编号：2018-27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通过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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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广东宝龙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

龙汽车"）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并于近日收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国家税务

局、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其中本公司为证书有效期满后的重新认定，宝龙汽车

为初次认定。本公司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为GR201744010089，发证时间：2017年12月11日，有效期：三年；

宝龙汽车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为GR201744006159，发证时间：2017年12月11日，有效期：三年。

根据相关规定，本公司及宝龙汽车在有效期内将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按15％的税率征收

企业所得税。以上税收优惠政策不影响已披露的公司2017年度经营业绩。

特此公告。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