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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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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上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上没有新议案提交表决；

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议案二、议案三、议案七已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 5�月 18�日下午 14：30-15：30；

2、网络投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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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上午9：30-11：

30，下午13：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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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日 15：

00�至 2018�年 5�月 18�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金穗路62号侨鑫国际金融中心37楼A会

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蔡晓东先生；

(六)股权登记日：2018年5月14日（星期一）；

(七) 本次相关议案的公告全文和会议通知详见公司于2018年4月27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8-038）、《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公告编号：2018-039）、《关于2017年不

进行利润分配的专项说明》（公告编号：2018-040）、《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公告编号：

2018-043）、《2017年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18-044）、《关于召开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

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8-048）、《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公告编号：2018-050）、《未

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8年-2020年）》。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参加会议的股东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并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9人，代表股份数744,067,525股，占公

司股本总数1,357,159,525股的54.8254%，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100%；其中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及代理人15人，代表股份数19,644,090股，占公司股本总数1,357,159,525股

的1.4474%，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2.6401%。具体情况如下：

1、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表决并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9人， 代表股份数725,260,136股，

占公司股本总数1,357,159,525股的53.4396%。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 代表股份18,807,389股， 占公司股本总数1,357,159,525股的

1.385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其中赞成票744,049,92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6%；反对票

17,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2、审议通过《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其中赞成票744,049,92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6%；反对票

17,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共计19,644,090股。赞成票19,626,

49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04%； 反对票17,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6%；弃权票 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其中赞成票744,049,92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6%；反对票

17,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共计19,644,090股。赞成票19,626,

49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04%； 反对票17,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6%；弃权票 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4、审议通过《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其中赞成票744,049,92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6%；反对票

17,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5、审议通过《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其中赞成票744,049,92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6%；反对票

17,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6、审议通过《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其中赞成票744,049,92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6%；反对票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票 17,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24%。

7、审议通过《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8年-2020年）》

表决结果：其中赞成票744,067,42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票

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共计19,644,090股。赞成票19,643,

9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5%；反对票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五、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申林平、于一

(三)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其他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七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397� � � �证券简称：梦洁股份 公告编号：2018-030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5月18日（星期五）下午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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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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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5月17日（星期四）下午3:00至2018年5月18日（星期五）下午3:00期间的

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麓谷产业基地谷苑路168号五

楼会议室。

3、会议投票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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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长姜天武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强、吴江涛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2人，代表股份336,780,268股，占本次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的44.1236%。

1、现场会议的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9人，所持股份总数336,745,

268�股，占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的44.1191%。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3人，共计持有公司35,

0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的0.0046%。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股份公司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36,764,268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2%；反对票为2,000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弃权票为14,000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42%。

2、审议通过《股份公司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36,764,268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2%；反对票为2,000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弃权票为14,000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42%。

3、审议通过《股份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336,764,268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2%；反对票为2,000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弃权票为14,000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42%。

4、审议通过《股份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36,764,268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2%；反对票为2,000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弃权票为14,000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42%。

5、审议通过《股份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336,764,268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2%；反对票为2,000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弃权票为14,000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4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485,383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

的99.3604%；反对2,00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0800%；弃权14,000票，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5597%。

6、审议通过《股份公司2018年度申请银行贷款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36,764,268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2%；反对票为2,000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弃权票为14,000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4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485,383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

的99.3604%；反对2,00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0800%；弃权14,000票，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5597%。

7、审议通过《股份公司关于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36,764,268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2%；反对票为2,000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弃权票为14,000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4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485,383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

的99.3604%；反对2,00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0800%；弃权14,000票，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5597%。

8、审议通过《股份公司2018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336,764,268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2%；反对票为16,

000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8%；弃权票为0票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485,383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

的99.3604%；反对16,00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6396%；弃权0票，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0000%。

9、审议通过《股份公司2018年度监事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336,764,268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2%；反对票为16,

000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8%；弃权票为0票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485,383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

的99.3604%；反对16,00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6396%；弃权0票，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0000%。

10、审议通过《股份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8-2020年）》

表决结果：同意336,764,268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2%；反对票为2,000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弃权票为14,000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4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485,383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

的99.3604%；反对2,00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0800%；弃权14,000票，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5597%。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强、吴江涛。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八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356� � � �证券简称：赫美集团 公告编号：2018-044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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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者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18年5月18日下午15:00在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11号

NEO大厦A栋34楼的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王磊先生主持，通

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5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09,388,552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7.4415%。其中：

1、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3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09,379,552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7.4386%。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2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9,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

3、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

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2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9,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名， 代表有表决股份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中小股东2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9,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聘请的见证律师等出席或列席了本次

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网络投票实施细则》、《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 会议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记名投票表决，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具体投票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 同意209,385,55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6%；反对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6667%；反对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3.3333%；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具体投票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 同意209,385,55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6%；反对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6667%；反对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3.3333%；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7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具体投票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09,385,5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6%；

反对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6667%；反对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3.3333%；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7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具体投票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 同意209,385,55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6%；反对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6667%；反对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3.3333%；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具体投票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09,388,5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具体投票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09,388,5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具体投票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 同意209,385,55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6%；反对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6667%；反对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3.3333%；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三、 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的殷长龙律师和祝迎彦律师认为，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123� � � �证券简称：梦网集团 公告编号：2018-041

梦网荣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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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5月18日下午14:3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中四道30号龙泰利科技大厦2层，深圳市梦网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余文胜先生。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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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11:30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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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15:00至2018年5月18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7、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3人， 代表公司股份

189,285,03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2.8374%。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7人，代表公司股份189,239,43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2.8319%。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

议。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6人，代表公司股份45,600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0.0055%。

4、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共7人， 代表公司股份482,6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582%。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经过认真审议， 以现场书面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 对以下议案进行表

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为189,285,03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00.0000%；反对票为0股，占参

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0%；弃权票为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加会

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48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100.0000%；反对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弃权票

为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为189,285,03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00.0000%；反对票为0股，占参加会

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0%；弃权票为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的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48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100.0000%；反对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弃权票

为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票为189,285,03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00.0000%；反对票为0股，占参

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0%；弃权票为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加会

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48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100.0000%；反对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弃权票

为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同意票为189,239,43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9759%；反对票为45,600股，

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241%；弃权票为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

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437,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90.5512%；反对票为4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4488%；弃权

票为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票为189,285,03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00.0000%；反对票为0股，占参

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0%；弃权票为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加会

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48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100.0000%；反对票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弃权票

为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票为189,284,23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96%；反对票为800股，占

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4%；弃权票为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加

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481,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99.8342%；反对票为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1658%；弃权票

为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会议听取了独立董事2017年度述职报告。《独立董事2017年度述职报告》 全文已于2018

年4月27日刊登于公司信息披露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指派钟晓敏律师、李威律师进行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梦网荣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国枫（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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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网荣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2927� � � �证券简称：泰永长征 公告编号：2018-034

贵州泰永长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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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贵州泰永长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23号）核准，贵州泰永长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3,450,000.00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14.7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46,591,000.00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36,041,962.00元，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10,549,

038.00元。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华” ）已于 2018�年 2�月 13�日

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大华验字[2018]000092号验资报告。公司对

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贵州泰永长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以下项目的建设：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

投入总额

备案文号

1

配电电器生产线项目

37,033.63 18,016.1038

汇发改备【

2016

】

14

号

2

市场营销品牌建设项目

5,012.80 5,012.8000

汇发改备【

2016

】

15

号

3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8,026.00 8,026.0000

深南山发改备案【

2016

】

0192

号

合计

50,072.43 31,054.9038

—

若实际募集资金不足以按上述计划投资以上项目， 资金缺口将由公司通过自有资金或银

行贷款等方式自筹解决。募集资金到位前，为及时把握行业发展机遇以及使募集资金项目尽快

产生效益，公司将视市场环境适当使用自有资金和银行借款先行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募集

资金到位后将根据实际情况置换前期投入的资金。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已由泰永长征公司利用自筹资金先行投入。 截至

2018年2月27日，自筹资金实际投资额38,765,029.91元。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金额

截止

2

月

27

日自有资金

已投入金额

拟置换金额

配电电器生产线项目

370,336,300.00 180,161,038.00 5,816,233.36 5,816,233.36

市场营销品牌建设项目

50,128,000.00 50,128,000.00 18,259,861.54 18,259,861.54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80,260,000.00 80,260,000.00 14,688,935.01 14,688,935.01

合计

500,724,300.00 310,549,038.00 38,765,029.91 38,765,029.91

大华对公司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情况进行了审核， 并出具了

《贵州泰永长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大

华核字[2018]003127号）。

四、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已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38,765,029.91元置换预先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事项进行了

核查，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6�

个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的相关规

定，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大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

出具大华核字[2018]003127号《贵州泰永长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符合中国证监会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

并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综上所述，我们同意使用募集资金38,765,029.91元置换预先投入

的自筹资金。

3、监事会意见

公司召开了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38,765,029.91元置换预先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事项，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本次置换事项不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同

意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4、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贵州泰永长征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经核查，保荐机

构认为：

（1）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已经大华出

具了专项鉴证报告，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履行了必

要的程序。

（2）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募投项目预先投入自筹资金未违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有关承诺，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形。

（3）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六个月，符 合《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资金中的38,765,029.91元置换预

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宜无异议。

5.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大华已就泰永长征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事项出具了《贵州

泰永长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认为：公司编制的截

止2018年2月27日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专项说明》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泰永长征公司

截止 2018�年 2�月 27�日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独立意见；

4、保荐机构出具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贵州泰永长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5、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贵州泰永长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

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特此公告。

贵州泰永长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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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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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枫湾路798号新长岭大酒店1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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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33,47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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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51.1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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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董

事长蔡全根先生因出差未能出席会议，会议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谢晶先生主持。会

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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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董事蔡全根、王霖、田传钊、厉群南、忻展红、刘杰因工作

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王俊勇、邬海波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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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422,222 99.9790 49,000 0.0210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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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422,222 99.9790 49,000 0.0210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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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422,222 99.9790 49,000 0.0210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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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422,222 99.9790 49,000 0.0210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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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422,222 99.9790 49,000 0.0210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18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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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422,222 99.9790 49,000 0.0210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8-2020）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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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422,222 99.9790 49,000 0.0210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2017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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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422,222 99.9790 49,000 0.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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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1,804 98.9232 49,000 1.0768 0 0.0000

6

关于续聘公司

2018

年

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

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

案

4,501,804 98.9232 49,000 1.0768 0 0.0000

7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

（

2018-2020

）股东回报

规划的议案

4,501,804 98.9232 49,000 1.0768 0 0.0000

8

关于

2017

年度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

案

4,501,804 98.9232 49,000 1.0768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詹程、张晓枫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

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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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