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273� � � �证券简称：水晶光电 公告编号：（2018）026号

债券代码：128020� � � �债券简称：水晶转债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水晶转债开始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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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股票代码：002273� �股票简称：水晶光电

债券代码：128020� �债券简称：水晶转债

转股价格：人民币22.90元/股

转股时间：2018年5月23日至2023年11月16日

一、可转债上市发行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752号）核准，公司于2017年11月17日公开发行了1,18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1.80亿元。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全额

向公司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A股普通股股东实行优先配售，优先配售后余额部

分（含原A股普通股股东放弃优先配售的部分）采用网上向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交所

交易系统发售的方式进行。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11.80亿元的部分由主承销商包销。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17]793号"文同意，公司118,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已于2017年12月

12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债券中文简称"水晶转债"， 债券英文简称"ZQ-

COT-CB"，债券代码"128020"。

（三）可转债转股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和《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规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自2018年5月23日起可转换为公

司股份。

二、可转债转股的相关条款

（一）发行数量：1,180万张

（二）发行规模：11.80亿元人民币

（三）票面金额：100元/张

（四）票面利率：第一年0.3%、第二年0.5%、第三年0.8%、第四年1.0%、第五年1.3%、第六年

1.8%

（五）债券期限：自可转债发行之日起六年（即自2017年11月17日至2023年11月16日止）

（六）转股起止日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

到期日止（即自2018年5月23日至2023年11月16日止）

（七）转股价格：人民币22.90元/股

三、可转债转股申报的有关事项

（一）转股申报程序

1、转股申报应按照深交所有关规定，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以报盘方式进行。

2、持有人可以将自己账户内的水晶转债全部或部分申请转为公司股票。

3、可转债转股申报单位为张，最小申报单位为10张（1,000元面额），转换成股份的最小

单位为1股；同一交易日内多次申报转股的，将合并计算转股数量。转股时不足转换1股的可

转债部分，公司将按照深交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当日后的5个交易日

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债的票面金额及利息。

4、可转债转股申报价格为100元，具体转股操作建议可转债持有人在申报前咨询开户证

券公司。

5、可转债买卖申报优先于转股申报。对于超出当日清算后可转债余额的申报，按实际可

转债数量（即当日余额）计算转换股份。

（二）转股申报时间

持有人可在转股期内（即自2018年5月23日至2023年11月16日止）深交所交易日的正常

交易时间申报转股，但下述时间除外：

1、可转债停止交易前的停牌时间；

2、公司股票停牌时间；

3、按有关规定，公司申请停止转股的期间。

（三）可转债的冻结及注销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对转股申请确认有效后，将记减（冻结并注

销）可转债持有人的可转债余额，同时记增可转债持有人相应的股份数额，完成变更登记。

（四）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的上市交易日和所享有的权益

当日买进的可转债当日可申请转股。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可于转股申报后次一个交易

日上市流通。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享有与原股份同等的权益。

（五）转股过程中的有关税费

可转债转股过程中如发生有关税费，由纳税义务人自行负担。

（六）转换年度利息的归属

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可转债发行首日（即2017年11月17

日）。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可转债，公司不再

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的调整及修正情况

（一）初始转股价格和最新转股价格

1、初始转股价格：公司发行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29.90元/股，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

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发行人A股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发行人A股股票交易均价。

2、最新转股价格：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水晶转债的最新转股价格为22.90元/股。

3、转股价格调整的原因：系公司完成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的授予及2017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所致。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8年2月28日、2018年5月17日在信息披露

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可转

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5号、（2018）025号）。

（二）转股价格的调整方法及计算公式

当公司因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

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

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1为调整后转股价，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

配股价，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并于公告中

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时期（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

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

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

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

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

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

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三）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款

1、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

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

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

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本次

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均价之间的较高者。同

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

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

和收盘价计算。

2、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

登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等。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

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若转股价格修

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四）转股股数确定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转股期内申请转股时，转股数量=可转换公司债券

持有人申请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申请转股当日有效的转股价格， 并以去尾法

取一股的整数倍。

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整数股。转股时不足转换为一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余额，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当日后

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票面余额及其所对应的当期应计利息。

五、可转债赎回条款及回售条款

（一）赎回条款

1、到期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以本次可转债票面面值的108.0%（含

最后一期利息）的价格向投资者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

2、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董事会有权决

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1）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如果公司A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2）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其中：IA为当期应计利息；B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票面总金额；i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t为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

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

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二）回售条款

1、有条件回售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30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的70%时，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公司。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

格因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

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

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如果出现转

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情况，则上述"连续30个交易日"须从转股价格调整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

重新计算。

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按上述约定条

件行使回售权一次，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未在公司届时公告的回

售申报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的，该计息年度不能再行使回售权，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不能

多次行使部分回售权。

2、附加回售条款

若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在募集说明书

中的承诺情况相比出现重大变化，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被视作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被

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享有一次回售的权利。可转

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

息价格回售给公司。持有人在附加回售条件满足后，可以在公司公告后的附加回售申报期内

进行回售，该次附加回售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不能再行使附加回售权。

六、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公司A股股票享有与原A股股票同等的权

益，在股利发放的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享有当期股利。

七、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水晶转债的相关条款，请查阅2017年11月15日披露于深圳证券交易所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和《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的全文。

联系部门：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0576-89811900、89811901

传真：（0576）8981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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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

证券代码：000983� � � �证券简称：西山煤电 公告编号：2018-015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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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公司董事会于2018年4月24日和 2018年5月15日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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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关于召

开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和 《关于召开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详见公告

2018-013、2018-014）。

2、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5月18日（星期五）下午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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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时间为2018年5

月18日上午9:30至11:30， 下午1:00至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8年5月17日下午3:00至2018年5月18日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召开地点：太原市西矿街318号西山大厦九层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6、主 持 人：董事长王玉宝先生

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大会总体情况:

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33人，代表股份 1,903,135,504股，占上市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的 60.3940％，其中：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7人，

代表股份1,750,419,58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5.5477％；（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6人，代表股

份152,715,92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4.8463%。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2人， 代表股份188,920,396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9952%，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 代表股份36,204,473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148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6人， 代表股份152,715,923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8463％。

3、公司董事、监事、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议案1.00：《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895,696,1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091％；

反对9,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弃权7,429,633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904％。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81,481,0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0622％；

反对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1％；

弃权7,429,633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9327％。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2：《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895,696,1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091％；

反对9,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弃权7,429,633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904％。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81,481,0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0622％；

反对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1％；

弃权7,429,633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9327％。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3.00：《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1,895,696,1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091％；

反对9,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弃权7,429,633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904％。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81,481,0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0622％；

反对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1％；

弃权7,429,633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9327％。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4.00：《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895,696,1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091％；

反对9,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弃权7,429,633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904％。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81,481,0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0622％；

反对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1％；

弃权7,429,633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9327％。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5.00：《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71,921,9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3.1054％；

反对394,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7％；

弃权130,819,271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6.8739％。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57,706,8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0.5456％；

反对394,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087％；

弃权130,819,271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69.2457％。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6.00：《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算执行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4,832,9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5.9748％；

反对20,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2％；

弃权7,312,033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014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74,832,9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5.9748％；

反对20,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2％；

弃权7,312,033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0140％。

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西山煤电建筑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共持股1,720,970,168股回避表决。

议案7.00：《关于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算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4,828,9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5.9727％；

反对10,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7％；

弃权7,326,033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021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74,828,9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5.9727％；

反对10,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7％；

弃权7,326,033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0216％。

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西山煤电建筑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共持股1,720,970,168股回避表决。

议案8.00：《关于与山西焦煤集团财务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1,166,9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3.9713％；

反对3,659,1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0089％；

弃权7,322,033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0198％。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71,166,9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3.9713％；

反对3,659,1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0089％；

弃权7,322,033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0198％。

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西山煤电建筑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共持股1,720,970,168股回避表决。

议案9.00：《关于为武乡西山发电公司融资租赁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1,184,1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3.9719％；

反对3,659,1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0087％；

弃权7,322,033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0194％。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71,184,1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3.9719％；

反对3,659,1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0087％；

弃权7,322,033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0194％。

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西山煤电建筑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共持股1,720,970,168股回避表决。

议案10.00：《关于为临汾西山能源公司贷款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895,792,0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141％；

反对31,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6％；

弃权7,312,033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842％。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81,576,9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6.1129％；

反对31,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6％；

弃权7,312,033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8704％。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11.00：《听取2017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765,319,8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592％；

反对9,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弃权7,805,933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402％。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51,104,7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6.7353％；

反对9,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5％；

弃权7,805,933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3.2483％。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12.00：《关于聘任2018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895,806,1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149％；

反对19,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弃权7,309,633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84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81,591,0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6.1204％；

反对19,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4％；

弃权7,309,633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8692％。

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陈爱珍、王半牧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的

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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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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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发生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5月18日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5月17日－2018年5月18日

其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5月18日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5月17日15:00－5月18日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三期B座61层海航投资会议

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 于波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6人，代表股份317,275,73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2.1835％。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304,070,25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1.260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3人，代表股份13,205,48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9233％。

中小股东（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4人，代表股份13,405,48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937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200,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140％。通过网络

投票的股东83人，代表股份13,205,48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923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王涵盈、张霞律

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议案1、《关于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1,411,5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1517％；反对4,856,97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5308％；弃权1,007,19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4,3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1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41,3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2555％；反对4,856,97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2312％；弃权1,007,19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4,3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5133％。

表决结果：股东大会通过。

议案2、《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0,318,3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8072％；反对4,856,97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5308％；弃权2,100,39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7,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6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448,1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1006％；反对4,856,97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2312％；弃权2,100,39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7,5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6682％。

表决结果：股东大会通过。

议案3、《关于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0,315,3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8062％；反对4,859,97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5318％；弃权2,100,39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7,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6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445,1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0782％；反对4,859,97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2536％；弃权2,100,39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7,5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6682％。

表决结果：股东大会通过。

议案4、《关于2017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0,315,3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8062％；反对4,856,97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5308％；弃权2,103,39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7,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6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445,1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0782％；反对4,856,97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2312％；弃权2,103,39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7,5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6906％。

表决结果：股东大会通过。

议案5、《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0,260,9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7891％；反对4,914,37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5489％；弃权2,100,39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7,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6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90,7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6724％；反对4,914,37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6594％；弃权2,100,39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7,5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6682％。

表决结果：股东大会通过。

议案6、《关于申请融资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0,318,3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8072％；反对5,069,817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5979％；弃权1,887,54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7,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9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448,1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1006％；反对5,069,817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8190％；弃权1,887,54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7,5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0804％。

表决结果：股东大会通过。

议案7、《关于申请与控股子公司互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0,318,3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8072％；反对5,069,817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5979％；弃权1,887,54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7,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9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448,1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1006％；反对5,069,817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8190％；弃权1,887,54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7,5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0804％。

表决结果：股东大会通过。

议案8、《公司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0,318,3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8072％；反对4,856,97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5308％；弃权2,100,39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7,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6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448,1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1006％；反对4,856,97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2312％；弃权2,100,39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7,5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6682％。

表决结果：股东大会通过。

议案9、《公司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0,318,3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8072％；反对4,856,97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5308％；弃权2,100,39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7,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6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448,1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1006％；反对4,856,97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2312％；弃权2,100,39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7,5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6682％。

表决结果：股东大会通过。

议案10、《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0,318,3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8072％；反对4,856,97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5308％；弃权2,100,39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7,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6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448,1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1006％；反对4,856,97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2312％；弃权2,100,39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7,5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6682％。

表决结果：股东大会通过。

议案11、《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0,315,3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8062％；反对4,856,97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5308％；弃权2,103,39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7,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6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445,1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0782％；反对4,856,97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2312％；弃权2,103,39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7,5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6906％。

表决结果：股东大会通过。

议案12、《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1）增补刘军春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5,590,8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31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20,5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8349%。

表决结果：股东大会通过。

（2）增补杨毅明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5,590,8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31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20,5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8349%。

表决结果：股东大会通过。

（3）增补主春杰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5,590,8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31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20,5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8349%。

表决结果：股东大会通过。

（4）增补丁巍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5,590,8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31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20,5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8349%。

表决结果：股东大会通过。

（5）增补蒙永涛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5,236,8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20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66,6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1945%。

表决结果：股东大会通过。

议案13、《关于补选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0,318,3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8072％；反对4,856,97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5308％；弃权2,100,39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7,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6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448,1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1006％；反对4,856,97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2312％；弃权2,100,39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7,5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6682％。

表决结果：股东大会通过。

议案14、《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海航投资集团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权及债权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0,241,9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7831％；反对5,915,266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8644％；弃权1,11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93,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5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71,7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5307％；反对5,915,266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4.1257％；弃权1,11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93,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436％。

表决结果：股东大会通过。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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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律师姓名：张霞、王涵盈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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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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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于2018年5

月18日以现场及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8年5月11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的方式通

知各位董事。会议应到董事9人，亲自出席9人，委托他人出席0人，缺席0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刘军春先生、杨毅明先生、丁巍先生分别以9票当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三、备查文件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五月十九日

附件：

刘军春先生简历

1963�年出生，法学硕士，曾经于青岛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国家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条

约法律司、外经贸部中国海南贸易中心、外经贸部国际贸易 EDI�中心工作，2000�年加入海航

集团，历任海航集团总裁助理、执行总裁高级助理、执行副总裁、常务执行副总裁，海航集团西

北总部有限公司董事长，天津市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

董事长，上海海航工程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海航云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海航物流集团有

限公司副董事长、首席执行官，香港国际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海航集团（国际）

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海航实业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运营总裁。现任香港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会副主席，香港国际建设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副主席，东西方文教交流基金会

理事，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刘军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权，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非失信被执行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章

程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的任职资格的条件。

杨毅明先生简历

1968�年出生，医学博士，1987�年至 1993�年就读于北京协和医学院，1996�年获美国哥伦

比亚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先后于美国哥伦比亚长老会医学中心，纽约雷诺丘医院，以及

康奈尔大学医学中心从事临床医疗和研究工作。2016�年加入海航集团，历任海南海航健康医

疗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海航健康医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裁，现任

海航教育医疗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海南全球教育医疗产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董事长，海南慈航国际医院有限公司董事长，海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海航投资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杨毅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权，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非失信被执行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章

程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的任职资格的条件。

丁巍先生简历

1966�年出生，硕士学历，历任金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北京金州福怡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总经理、董事长；海航集团投资银行部丝路办公室主任；海航创新金融集团有限公司丝路

办公室主任、丝路事业部总经理；海航创新金融海航丝路投资公司筹备组总经理。现任海航投

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一带一路办公室主任。

丁巍先生未持有公司股权，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非失信被执行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章

程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的任职资格的条件。

证券代码：300289� � � �证券简称：利德曼 公告编号：2018-042

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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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第七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必须经参加本次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通

知于2018年4月25日以公告形式发出。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5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00时。

(2)网络投票时间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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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

上午9:30到11:30，下午13:00到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5月17

日15:00至2018年5月18日15:00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兴海路5号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

司二层会议室。

5、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3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26,378,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4156%。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及股东代表共5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26,048,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3378%。

(3)网络投票情况

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29,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778%。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JIN� ZHAO� SHEN先生主持。会议的

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26,296,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40%；

反对81,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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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中小股东（以下简称"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4,733,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072%；

反对81,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28%；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26,296,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40%；

反对81,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4,733,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072%；

反对81,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28%；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26,296,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40%；

反对81,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4,733,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072%；

反对81,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28%；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26,296,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40%；

反对81,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4,733,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072%；

反对81,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28%；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26,296,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40%；

反对81,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4,733,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072%；

反对81,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28%；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请2018年审计机构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报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26,296,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40%；

反对81,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4,733,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072%；

反对81,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28%；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七）审议通过《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增加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26,296,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40%；

反对81,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4,733,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072%；

反对81,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28%；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

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律师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

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5月18日

2018年 5 月 19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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