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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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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要提示

1、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8�年4月27日、2018

年5月15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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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变更议案。

二、 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 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 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东华正街42号广电国际大厦26楼公司会议室

4、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5月18日（星期五）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5月17日-2018年5月18日，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8年5月18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5

月17日下午15：00至2018年5月18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江山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 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4名，代表公司股份数230,757,11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30.6724％。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副董事长江山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6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230,427,

21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0.6285%。

（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共8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329,900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0.0439％。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9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8,166,755

股，占公司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4%。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

四、会议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0,628,315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2％；反对128,

8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8％；弃权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8,037,955股，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4229％； 反对128,800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771％；弃权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0,628,315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2％；反对128,

8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8％；弃权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8,037,955股，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4229％； 反对128,800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771％；弃权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0,628,315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2％；反对128,

8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8％；弃权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8,037,955股，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4229％； 反对128,800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771％；弃权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0,628,315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2％；反对128,

8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8％；弃权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8,037,955股，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4229％； 反对128,800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771％；弃权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5、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0,628,315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2％；反对128,

8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8％；弃权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8,037,955股，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4229％； 反对128,800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771％；弃权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0,628,315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2％；反对128,

8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8％；弃权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8,037,955股，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4229％； 反对128,800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771％；弃权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 彭林、韩晶晶

3、结论性意见：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彭林、韩晶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

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603286� � � �证券简称：日盈电子 公告编号：2018-012

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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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横山桥镇潞横路178号常州奥阳华美达

大酒店5楼紫薇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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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6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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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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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司董事长是蓉珠女士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及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决议

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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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陆鹏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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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605,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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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605,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公司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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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605,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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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605,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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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605,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18年度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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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3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由于股东是蓉珠女士和陆鹏先生是公司带薪董事，所以需回避表决。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18年度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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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605,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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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605,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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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605,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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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605,000 100.0000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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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1,00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关于公司董事2018年度

薪酬的议案

1,00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公司监事2018年度

薪酬的议案

1,00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关于续聘2018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1,00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1,00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9审议事项为特别决议事项， 即由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

上同意方可通过；其他议案审议事项为普通决议事项，即由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即可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贾琛、季晓源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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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03589� � � �证券简称：口子窖 公告编号：2018-022

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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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淮北市人民路淮北口子国际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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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80,484,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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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4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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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董事长徐进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召

开并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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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董事黄绍刚先生、董事马勇先生、独立董事汪维云先生和

独立董事陈利民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徐钦祥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17年度工作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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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484,031 99.9999 300 0.0001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2017年度工作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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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484,33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决算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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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484,33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预算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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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352,857 99.4398 2,131,474 0.5602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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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484,33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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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481,531 99.9993 2,800 0.0007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限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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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663,74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18年度审计业务承办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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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176,663 99.9191 0 0.0000 307,668 0.0809

9、议案名称：关于《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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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484,33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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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484,33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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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384,631 99.9738 99,700 0.0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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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关于公司2017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90,748,06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关于安徽口子酒业股份

有限公司 2017年度董

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90,745,264 99.9969 2,800 0.0031 0 0.0000

7

关于公司2018年度预计

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

易限额的议案

90,748,06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关于续聘公司2018年度

审计业务承办机构的议

案

90,440,396 99.6610 0 0.0000 307,668 0.339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7，关联股东徐进、刘安省、范博、张国强、徐钦祥、朱成寅、黄绍刚回避表决。议案10为

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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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律师：鲍金桥、蔡自发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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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

（临时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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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

九次会议（临时会议)于2018年5月18日召开，全体董事以通讯方式出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上海复星医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因回购及注销共计70,150股限制性A股股票，本公司总股本由2,495,131,045股减少至2,495,

060,895股，注册资本由人民币2,495,131,045元减少至人民币2,495,060,895元。

鉴于上述股本变化，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本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201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1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以下合称"股东大会

"）的授权，董事会同意对《公司章程》作如下修订：

1、《公司章程》第二十一条：

原："公司于2012年4月5日经中国证监会2012 [444] 号文件核准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获得香港联交所批准，公司H股股份于2012年10月30日于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

在H股发行完成后（未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公司的股本结构为：内资股壹拾玖亿肆佰

三拾玖万贰仟三佰陆拾肆（1,904,392,364）股；境外上市外资股三亿三仟陆佰零柒万（336,070,

000）股。

截至2014年1月20日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限制性股票授予及登记完成，公司的股本

结构为：内资股壹拾玖亿捌佰三拾贰万柒仟三佰陆拾肆（1,908,327,364）股；境外上市外资股三

亿三仟陆佰零柒万（336,070,000）股。

截至2014年4月3日公司根据一般授权配售新H股及登记完成，公司的股本结构为：内资股

壹拾玖亿捌佰三拾贰万柒仟三佰陆拾肆（1,908,327,364）股；境外上市外资股四亿零三佰二十

八万肆仟（403,284,000）股。

截至2015年2月12日公司回购及注销231,000股限制性A股股票完成，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内资股壹拾玖亿捌佰零玖万陆仟叁佰陆拾肆（1,908,096,364）股；境外上市外资股肆亿零叁佰

贰拾捌万肆仟（403,284,000）股。

截至2015年11月27日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限制性A股股票授予及登记完成，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内资股壹拾玖亿壹仟零柒拾玖万壹仟叁佰陆拾肆（1,910,791,364）股；境外

上市外资股肆亿零叁佰贰拾捌万肆仟（403,284,000）股。

截至2016年11月8日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登记完成，公司的股本结构为：内资股贰拾亿

壹仟壹佰贰拾贰万捌仟零肆拾伍（2,011,228,045）股；境外上市外资股肆亿零叁佰贰拾捌万肆

仟（403,284,000）股。

截至2017年2月24日公司回购注销37,500股限制性A股股票完成，公司的股本结构为：内资

股贰拾亿壹仟壹佰壹拾玖万零伍佰肆拾伍（2,011,190,545）股；境外上市外资股肆亿零叁佰贰

拾捌万肆仟（403,284,000）股。

截至2017年5月24日公司根据一般授权配售新H股及登记完成，公司的股本结构为：内资

股贰拾亿壹仟壹佰壹拾玖万零伍佰肆拾伍（2,011,190,545）股；境外上市外资股肆亿捌仟叁佰

玖拾肆万零伍佰（483,940,500）股。"

现增加第十款，即修订为：

"公司于2012年4月5日经中国证监会2012[444]号文件核准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获

得香港联交所批准，公司H股股份于2012年10月30日于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

在H股发行完成后（未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公司的股本结构为：内资股壹拾玖亿肆佰

三拾玖万贰仟三佰陆拾肆（1,904,392,364）股；境外上市外资股三亿三仟陆佰零柒万（336,070,

000）股。

截至2014年1月20日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限制性股票授予及登记完成，公司的股本

结构为：内资股壹拾玖亿捌佰三拾贰万柒仟三佰陆拾肆（1,908,327,364）股；境外上市外资股三

亿三仟陆佰零柒万（336,070,000）股。

截至2014年4月3日公司根据一般授权配售新H股及登记完成，公司的股本结构为：内资股

壹拾玖亿捌佰三拾贰万柒仟三佰陆拾肆（1,908,327,364）股；境外上市外资股四亿零三佰二十

八万肆仟（403,284,000）股。

截至2015年2月12日公司回购及注销231,000股限制性A股股票完成，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内资股壹拾玖亿捌佰零玖万陆仟叁佰陆拾肆（1,908,096,364）股；境外上市外资股肆亿零叁佰

贰拾捌万肆仟（403,284,000）股。

截至2015年11月27日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限制性A股股票授予及登记完成，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内资股壹拾玖亿壹仟零柒拾玖万壹仟叁佰陆拾肆（1,910,791,364）股；境外

上市外资股肆亿零叁佰贰拾捌万肆仟（403,284,000）股。

截至2016年11月8日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登记完成，公司的股本结构为：内资股贰拾亿

壹仟壹佰贰拾贰万捌仟零肆拾伍（2,011,228,045）股；境外上市外资股肆亿零叁佰贰拾捌万肆

仟（403,284,000）股。

截至2017年2月24日公司回购注销37,500股限制性A股股票完成，公司的股本结构为：内资

股贰拾亿壹仟壹佰壹拾玖万零伍佰肆拾伍（2,011,190,545）股；境外上市外资股肆亿零叁佰贰

拾捌万肆仟（403,284,000）股。

截至2017年5月24日公司根据一般授权配售新H股及登记完成，公司的股本结构为：内资

股贰拾亿壹仟壹佰壹拾玖万零伍佰肆拾伍（2,011,190,545）股；境外上市外资股肆亿捌仟叁佰

玖拾肆万零伍佰（483,940,500）股。"

截至2018年5月18日公司回购注销70,150股限制性A股股票完成，公司的股本结构为：内资

股贰拾亿壹仟壹佰壹拾贰万零叁佰玖拾伍（2,011,120,395）股；境外上市外资股肆亿捌仟叁佰

玖拾肆万零伍佰（483,940,500）股。

2、《公司章程》第二十四条：

原："H股发行前，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壹拾玖亿肆佰三拾玖万贰仟三佰陆拾肆（1,904,

392,364）元，H股发行完成后（未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人民币贰拾贰

亿肆仟零肆拾陆万贰仟三佰陆拾肆（2,240,462,364）元。

截至2014年1月20日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限制性股票授予及登记完成，公司注册资

本增加到人民币贰拾贰亿肆仟肆佰叁拾玖万柒仟三佰陆拾肆（2,244,397,364）元。

截至2014年4月3日公司根据一般授权配售新H股及登记完成， 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人民

币贰拾叁亿壹仟壹佰陆拾壹万壹仟三佰陆拾肆（2,311,611,364）元。

截至2015年2月12日公司部分限制性A股股票回购注销完成， 公司注册资本变更至人民币

贰拾叁亿壹仟壹佰叁拾捌万零叁佰陆拾肆（2,311,380,364）元。

截至2015年11月27日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限制性A股股票授予及登记完成，

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人民币贰拾叁亿壹仟肆佰零柒万伍仟三佰陆拾肆（2,314,075,364）元。

截至2016年11月8日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登记完成， 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人民币贰拾

肆亿壹仟肆佰伍拾壹万贰仟零肆拾伍（2,414,512,045）元。

截至2017年2月24日公司部分限制性A股股票回购注销完成， 公司注册资本变更至人民币

贰拾肆亿壹仟肆佰肆拾柒万肆仟伍佰肆拾伍（2,414,474,545）元。

截至2017年5月24日公司根据一般授权配售新H股及登记完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人民

币贰拾肆亿玖仟伍佰壹拾叁万壹仟零肆拾伍（2,495,131,045）元。

公司注册资本变更需经主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

现修订为：

"H股发行前，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壹拾玖亿肆佰三拾玖万贰仟三佰陆拾肆（1,904,392,

364）元，H股发行完成后（未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人民币贰拾贰亿肆

仟零肆拾陆万贰仟三佰陆拾肆（2,240,462,364）元。

截至2014年1月20日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限制性股票授予及登记完成，公司注册资

本增加到人民币贰拾贰亿肆仟肆佰叁拾玖万柒仟三佰陆拾肆（2,244,397,364）元。

截至2014年4月3日公司根据一般授权配售新H股及登记完成， 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人民

币贰拾叁亿壹仟壹佰陆拾壹万壹仟三佰陆拾肆（2,311,611,364）元。

截至2015年2月12日公司部分限制性A股股票回购注销完成， 公司注册资本变更至人民币

贰拾叁亿壹仟壹佰叁拾捌万零叁佰陆拾肆（2,311,380,364）元。

截至2015年11月27日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限制性A股股票授予及登记完成，

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人民币贰拾叁亿壹仟肆佰零柒万伍仟三佰陆拾肆（2,314,075,364）元。

截至2016年11月8日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登记完成， 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人民币贰拾

肆亿壹仟肆佰伍拾壹万贰仟零肆拾伍（2,414,512,045）元。

截至2017年2月24日公司部分限制性A股股票回购注销完成， 公司注册资本变更至人民币

贰拾肆亿壹仟肆佰肆拾柒万肆仟伍佰肆拾伍（2,414,474,545）元。

截至2017年5月24日公司根据一般授权配售新H股及登记完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人民

币贰拾肆亿玖仟伍佰壹拾叁万壹仟零肆拾伍（2,495,131,045）元。

截至2018年5月18日公司部分限制性A股股票回购注销完成， 公司注册资本变更至人民币

贰拾肆亿玖仟伍佰零陆万零捌佰玖拾伍（2,495,060,895）元。

公司注册资本变更需经主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公司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处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本次修改《公

司章程》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注册资本变更需经主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196� � �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2018-060

债券代码：136236� � � �债券简称：16复药01

债券代码：143020� � � �债券简称：17复药01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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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2018年5月18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已

完成注销已回购共计70,150股限制性A股股票工作，本公司的注册资本、总股本发生相应变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本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201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1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以下合称"股东大会"）对董

事会的授权，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对《上海复星医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作如下修订：

1、《公司章程》第二十一条：

原："公司于2012年4月5日经中国证监会2012 [444] 号文件核准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获得香港联交所批准，公司H股股份于2012年10月30日于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

在H股发行完成后（未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公司的股本结构为：内资股壹拾玖亿肆佰

三拾玖万贰仟三佰陆拾肆（1,904,392,364）股；境外上市外资股三亿三仟陆佰零柒万（336,070,

000）股。

截至2014年1月20日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限制性股票授予及登记完成，公司的股本

结构为：内资股壹拾玖亿捌佰三拾贰万柒仟三佰陆拾肆（1,908,327,364）股；境外上市外资股三

亿三仟陆佰零柒万（336,070,000）股。

截至2014年4月3日公司根据一般授权配售新H股及登记完成，公司的股本结构为：内资股壹拾

玖亿捌佰三拾贰万柒仟三佰陆拾肆（1,908,327,364）股；境外上市外资股四亿零三佰二十八万

肆仟（403,284,000）股。

截至2015年2月12日公司回购及注销231,000股限制性A股股票完成，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内资股壹拾玖亿捌佰零玖万陆仟叁佰陆拾肆（1,908,096,364）股；境外上市外资股肆亿零叁佰

贰拾捌万肆仟（403,284,000）股。

截至2015年11月27日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限制性A股股票授予及登记完成，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内资股壹拾玖亿壹仟零柒拾玖万壹仟叁佰陆拾肆（1,910,791,364）股；境外

上市外资股肆亿零叁佰贰拾捌万肆仟（403,284,000）股。

截至2016年11月8日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登记完成，公司的股本结构为：内资股贰拾亿

壹仟壹佰贰拾贰万捌仟零肆拾伍（2,011,228,045）股；境外上市外资股肆亿零叁佰贰拾捌万肆

仟（403,284,000）股。

截至2017年2月24日公司回购注销37,500股限制性A股股票完成，公司的股本结构为：内资

股贰拾亿壹仟壹佰壹拾玖万零伍佰肆拾伍（2,011,190,545）股；境外上市外资股肆亿零叁佰贰

拾捌万肆仟（403,284,000）股。

截至2017年5月24日公司根据一般授权配售新H股及登记完成，公司的股本结构为：内资股

贰拾亿壹仟壹佰壹拾玖万零伍佰肆拾伍（2,011,190,545）股；境外上市外资股肆亿捌仟叁佰玖

拾肆万零伍佰（483,940,500）股。"

现增加第十款，即修订为：

"公司于2012年4月5日经中国证监会2012[444]号文件核准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获

得香港联交所批准，公司H股股份于2012年10月30日于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

在H股发行完成后（未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公司的股本结构为：内资股壹拾玖亿肆佰

三拾玖万贰仟三佰陆拾肆（1,904,392,364）股；境外上市外资股三亿三仟陆佰零柒万（336,070,

000）股。

截至2014年1月20日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限制性股票授予及登记完成，公司的股本

结构为：内资股壹拾玖亿捌佰三拾贰万柒仟三佰陆拾肆（1,908,327,364）股；境外上市外资股三

亿三仟陆佰零柒万（336,070,000）股。

截至2014年4月3日公司根据一般授权配售新H股及登记完成，公司的股本结构为：内资股

壹拾玖亿捌佰三拾贰万柒仟三佰陆拾肆（1,908,327,364）股；境外上市外资股四亿零三佰二十

八万肆仟（403,284,000）股。

截至2015年2月12日公司回购及注销231,000股限制性A股股票完成，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内资股壹拾玖亿捌佰零玖万陆仟叁佰陆拾肆（1,908,096,364）股；境外上市外资股肆亿零叁佰

贰拾捌万肆仟（403,284,000）股。

截至2015年11月27日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限制性A股股票授予及登记完成，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内资股壹拾玖亿壹仟零柒拾玖万壹仟叁佰陆拾肆（1,910,791,364）股；境外

上市外资股肆亿零叁佰贰拾捌万肆仟（403,284,000）股。

截至2016年11月8日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登记完成，公司的股本结构为：内资股贰拾亿

壹仟壹佰贰拾贰万捌仟零肆拾伍（2,011,228,045）股；境外上市外资股肆亿零叁佰贰拾捌万肆

仟（403,284,000）股。

截至2017年2月24日公司回购注销37,500股限制性A股股票完成，公司的股本结构为：内资

股贰拾亿壹仟壹佰壹拾玖万零伍佰肆拾伍（2,011,190,545）股；境外上市外资股肆亿零叁佰贰

拾捌万肆仟（403,284,000）股。

截至2017年5月24日公司根据一般授权配售新H股及登记完成，公司的股本结构为：内资股

贰拾亿壹仟壹佰壹拾玖万零伍佰肆拾伍（2,011,190,545）股；境外上市外资股肆亿捌仟叁佰玖

拾肆万零伍佰（483,940,500）股。"

截至2018年5月18日公司回购注销70,150股限制性A股股票完成，公司的股本结构为：内资

股贰拾亿壹仟壹佰壹拾贰万零叁佰玖拾伍（2,011,120,395）股；境外上市外资股肆亿捌仟叁佰

玖拾肆万零伍佰（483,940,500）股。

2、《公司章程》第二十四条：

原："H股发行前，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壹拾玖亿肆佰三拾玖万贰仟三佰陆拾肆（1,904,

392,364）元，H股发行完成后（未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人民币贰拾贰亿

肆仟零肆拾陆万贰仟三佰陆拾肆（2,240,462,364）元。

截至2014年1月20日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限制性股票授予及登记完成，公司注册资

本增加到人民币贰拾贰亿肆仟肆佰叁拾玖万柒仟三佰陆拾肆（2,244,397,364）元。

截至2014年4月3日公司根据一般授权配售新H股及登记完成， 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人民

币贰拾叁亿壹仟壹佰陆拾壹万壹仟三佰陆拾肆（2,311,611,364）元。

截至2015年2月12日公司部分限制性A股股票回购注销完成， 公司注册资本变更至人民币

贰拾叁亿壹仟壹佰叁拾捌万零叁佰陆拾肆（2,311,380,364）元。

截至2015年11月27日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限制性A股股票授予及登记完成，

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人民币贰拾叁亿壹仟肆佰零柒万伍仟三佰陆拾肆（2,314,075,364）元。

截至2016年11月8日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登记完成， 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人民币贰拾

肆亿壹仟肆佰伍拾壹万贰仟零肆拾伍（2,414,512,045）元。

截至2017年2月24日公司部分限制性A股股票回购注销完成， 公司注册资本变更至人民币

贰拾肆亿壹仟肆佰肆拾柒万肆仟伍佰肆拾伍（2,414,474,545）元。

截至2017年5月24日公司根据一般授权配售新H股及登记完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人民

币贰拾肆亿玖仟伍佰壹拾叁万壹仟零肆拾伍（2,495,131,045）元。

公司注册资本变更需经主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

现修订为：

"H股发行前，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壹拾玖亿肆佰三拾玖万贰仟三佰陆拾肆（1,904,392,

364）元，H股发行完成后（未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人民币贰拾贰亿肆

仟零肆拾陆万贰仟三佰陆拾肆（2,240,462,364）元。

截至2014年1月20日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限制性股票授予及登记完成，公司注册资

本增加到人民币贰拾贰亿肆仟肆佰叁拾玖万柒仟三佰陆拾肆（2,244,397,364）元。

截至2014年4月3日公司根据一般授权配售新H股及登记完成， 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人民

币贰拾叁亿壹仟壹佰陆拾壹万壹仟三佰陆拾肆（2,311,611,364）元。

截至2015年2月12日公司部分限制性A股股票回购注销完成， 公司注册资本变更至人民币

贰拾叁亿壹仟壹佰叁拾捌万零叁佰陆拾肆（2,311,380,364）元。

截至2015年11月27日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限制性A股股票授予及登记完成，

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人民币贰拾叁亿壹仟肆佰零柒万伍仟三佰陆拾肆（2,314,075,364）元。

截至2016年11月8日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登记完成， 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人民币贰拾

肆亿壹仟肆佰伍拾壹万贰仟零肆拾伍（2,414,512,045）元。

截至2017年2月24日公司部分限制性A股股票回购注销完成， 公司注册资本变更至人民币

贰拾肆亿壹仟肆佰肆拾柒万肆仟伍佰肆拾伍（2,414,474,545）元。

截至2017年5月24日公司根据一般授权配售新H股及登记完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人民

币贰拾肆亿玖仟伍佰壹拾叁万壹仟零肆拾伍（2,495,131,045）元。

截至2018年5月18日公司部分限制性A股股票回购注销完成， 公司注册资本变更至人民币

贰拾肆亿玖仟伍佰零陆万零捌佰玖拾伍（2,495,060,895）元。

公司注册资本变更需经主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

本公司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处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本次修改《公

司章程》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注册资本变更需经主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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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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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决议。

3、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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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

发[2013]110号）、《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等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就中小投资者对有

关议案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即中小股东）是指除了下列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①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时间为2018年

5月18日下午14:30；网络投票时间为2018年5月17日-2018年5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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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上午9:30至11:30和下午13:00至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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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下午15:00至2018年5月18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上江路198号A幢仁智股份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昊旻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15年5月15日；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3名，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81,

401,7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602%。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共计1名， 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81,387,01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756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名，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4,

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14,7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036％。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德

恒（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2017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81,392,0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1％；反对9,7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9％；弃权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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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81,392,0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1％；反对9,7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9％；弃权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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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81,392,0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1％；反对9,7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9％；弃权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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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81,392,0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1％；反对9,7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9％；弃权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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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81,392,0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1％；反对9,7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9％；弃权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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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4.0136％；

反对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9864％；弃权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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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2017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1,392,0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1％；反对9,7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9％；弃权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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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4.0136％；

反对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9864％；弃权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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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5亿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1,387,0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9％；反对9,7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9％；弃权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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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反对9,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9864％；弃权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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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136％。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温州）律师事务所金欢律师、张瑞平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就本

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5月19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北京德

恒（温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五、备查文件

1、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温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5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