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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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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靖江市江平路51号公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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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0,28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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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75.1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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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主持。 现

场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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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朱世民、武兵书因公务未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褚金华因公务未出席；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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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67,600 99.9852 16,300 0.0135 1,500 0.0013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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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67,600 99.9852 16,300 0.0135 1,500 0.0013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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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77,600 99.9935 6,300 0.0052 1,500 0.001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7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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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67,600 99.9852 16,300 0.0135 1,500 0.0013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和2018年度预算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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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77,600 99.9935 6,300 0.0052 1,500 0.0013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考核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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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67,600 99.9852 16,300 0.0135 1,500 0.0013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及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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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85,800 99.9521 6,300 0.0386 1,500 0.0093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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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73,900 99.9904 10,000 0.0083 1,500 0.0013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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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77,600 99.9935 6,300 0.0052 1,500 0.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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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7

关于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执行及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274,200 97.2340 6,300 2.2340 1,500 0.5320

8

关于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

案的议案

270,500 95.9219 10,000 3.5460 1,500 0.5321

9

关于公司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为

2018

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274,200 97.2340 6,300 2.2340 1,500 0.532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7《关于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及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股东陈竞宏

先生和葛江宏先生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振华、朱骁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认为，华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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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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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2460� � � � �证券简称：赣锋锂业 编号：临2018-054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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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情况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3月30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和2018年5月2日召开的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详见公司2018年4月2日临2018-033赣锋锂业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和2018年5月3日临

2018-050赣锋锂业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发生了变化。 公司因实施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

部分的授予登记，公司总股本由741,139,361股增至743,262,441股，详见公司2018年5月17日临2018-052赣锋

锂业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一致。

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距离2017年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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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公司2017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实施年度利润分配时股权登记日当天的总股本743,262,441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4.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

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3.6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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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按每10股派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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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非股改、非首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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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

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

股转增5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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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4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

款。 】

本次利润分配实施前公司总股本为743,262,441股，利润分配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增至1,114,893,661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为：2018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18年5月29日，新增股份上市日为：2018

年5月29日。

四、利润分配对象

本次利润分配对象为：截止2018年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利润分配方法

1、公司本次转增股份将于2018年5月29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1股的部

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

派发），直至实际转股总数与本次转股总数一致。

2、公司本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8年5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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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

4、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099

李良彬

2 00*****135

王晓申

3 01*****217

沈海博

4 01*****487

曹志昂

5 01*****435

黄闻

在利润分配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18年5月18日至登记日：2018年5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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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自行

承担。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公积金转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218,982,193 29.46% 109,491,096 328,473,289 29.46%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524,280,248 70.54% 262,140,124 786,420,372 70.54%

三、股份总数

743,262,441 100.00% 371,631,220 1,114,893,661 100.00%

七、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实施转股后，按新股本1,114,893,661股摊薄计算，公司2017年度每股收益为1.32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江西省新余市高新区南源路 608�号

咨询联系人：谭茜

咨询电话：0790-6415606

传 真：0790-6860528

九、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2460� � � �证券简称：赣锋锂业 编号：临2018-055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价调整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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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前“赣锋转债”转股价格：71.82元/股

调整后“赣锋转债”转股价格：47.61元/股

转股价格调整起始日期：2018年5月29日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2月21日公开发行了92,800万元可转换公

司债券（债券简称：赣锋转债；债券代码：128028），初始转股价格为71.89元/股；公司因实施2017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的授予登记，转股价格调整为71.82元/股，详见公司2018年5月17日临2018-053赣锋

锂业可转债转股价调整公告。

根据《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赣锋转债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

或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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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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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

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公司将实施2017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实施年度利润分配时股权登记日当天的总股本743,262,441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4.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股

权登记日为：2018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18年5月29日，详见公司2018年5月22日临2018-054赣锋锂业

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公司实施上述利润分配后，根据可转债相关规定，赣锋转债的转股价格将于2018年5月29日起由原来的

71.82元/股调整为47.61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18年5月29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2906� � � �证券简称：华阳集团 公告编号：2018-026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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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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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5月22日（星期二）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5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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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为2018年5月21日15:00至2018年5月22日15:00的任意

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惠州市东江高新科技产业园上霞北路1号华阳工业园A区集团办公大

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邹淦荣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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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人，代表股份400,007,9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84.5504%。其中，现

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人，代表股份400,000,1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84.5487%；通过网络投票

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7,8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016%。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代表股份7,

9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01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现场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持续督导机构瑞银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代表列席了本次现场会议。

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到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

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每项议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1、《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400,007,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50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709%，反对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29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2、《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400,007,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50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709%，反对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29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3、《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400,007,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50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709%，反对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29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4、《关于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00,007,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50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709%，反对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29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5、《关于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00,007,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50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709%，反对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29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6、《关于公司董事津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00,007,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50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709%，反对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29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7、《关于公司监事津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00,007,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50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709%，反对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29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8、《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00,007,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50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709%，反对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29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9、《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00,007,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50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709%，反对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29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李常青先生、余庆兵先生和朱永德先生分别向董事会提交了《2017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余庆兵先生代表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进行了述职。 各独立董事《2017年度独

立董事述职报告》详见2018年4月26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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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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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止减持计划公告披露日（即2017年12月15日）苏州蓝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贰创投” ）

持有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股份总数为13,740,188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5.50%；苏州蓝壹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壹创投” ）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为8,759,813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3.50%。 苏州蓝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和苏州蓝壹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委托苏州蔚蓝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进行管理，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为一致行动人。 蓝贰创投和蓝壹创投合计持有本

公司股份总数为22,500,00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9.00%。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一）前次披露的减持计划进展情况

自2018年1月9日（公告减持计划之日起 15�个交易日）至2018年4月4日期间，（1）蓝贰创投通过集中竞

价交易累计减持本公司1,529,999股，通过大宗交易减持1,336,000股，合计减持本公司2,865,999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为1.11%。 （2）蓝壹创投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累计减持本公司969,993股，通过大宗交易减持856,000

股，合计减持本公司1,825,993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71%。 （3）蓝贰创投和蓝壹创投合计减持本公司4,

691,992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82%。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合计减持2,499,992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97%；通过大宗交易合计减持股2,192,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85%。

上述事项详见本公司2018年4月5日发布的股东减持计划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13）。

（二）本次披露的减持计划进展情况

自2018年1月9日（公告减持计划之日起 15�个交易日）至2018年5月21日期间，（1）蓝贰创投通过集中

竞价交易累计减持本公司3,050,299股，通过大宗交易减持2,817,000股，合计减持本公司5,867,299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为2.2952%。 （2）蓝壹创投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累计减持本公司1,939,893股，通过大宗交易减持1,

815,000股，合计减持本公司3,754,893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4693%。（3）蓝贰创投和蓝壹创投合计减持本

公司9,622,192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3.7645%。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合计减持4,990,192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为1.9534%；通过大宗交易合计减持4,632,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8111%。

●减持期间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引起的总股本变化说明

在蓝贰创投和蓝壹创投减持期间，公司推出了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于2018年1月31日完成限

制性股票登记。 公司股份总数由25,000.00万股增加至25,739.93万股（详见公司于2018年2月2日披露的《限制

性股票授予结果公告》）。 根据2017年12月15日披露的《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计划

的公告》：“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

的，减持主体可以根据股本变动对减持计划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减持计划进展情况公告中计算的股份变动

比例以本公告披露前一日总股本25,739.93万股为基数进行计算。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来源

苏州蓝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

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13,740,188 5.50% IPO

前取得：

13,740,188

股

苏州蓝壹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

以下股东

8,759,813 3.50% IPO

前取得：

8,759,813

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苏州蓝贰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13,740,188 5.50%

共同委托苏州蔚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统一管

理

苏州蓝壹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8,759,813 3.50%

共同委托苏州蔚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统一管

理

合计

22,500,001 9.00%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其他原因：合计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

间（元

/

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苏州蓝贰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3,050,299 1.19% 2018/1/9 ～2018/5/21

集中竞价

交易

32.58 -38.90 108,871,379 7,872,889 3.06%

苏州蓝壹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1,939,893 0.76% 2018/1/9 ～2018/5/21

集中竞价

交易

32.73 -38.88 69,283,289 5,004,920 1.94%

蓝壹创投和蓝贰创投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

间（元

/

股）

减持总金额（元）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前持股

比例

苏州蓝贰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2,817,000 1.10%

2018/1/9～2018/5/

21

大宗交易

30.1 -33.74 90,330,910 7,872,889 3.06%

苏州蓝壹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1,815,000 0.71%

2018/1/9～2018/5/

21

大宗交易

30.1 -33.74 58,260,050 5,004,920 1.94%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 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

的具体情形等

公司已于 2017�年 12月 15�日，披露了减持计划公告，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苏州科达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2017-037号）。 在减持期间内，蓝贰创投和蓝壹创投将根据市

场情况、公司股价等情况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以及本次减持计划实施的具体时间，减持的数量和

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未来蓝贰创投和蓝壹创投的减持的数

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

在减持期间，减持主体将严格按照相关减持规定实施减持计划，同时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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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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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合计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系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科达” 或“公司” ）股东苏州蓝贰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贰创投” ）和苏州蓝壹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壹创投” ）作为苏州科达

合计持股5%以上的股东， 持股数量合计减少9,622,192股， 持股比例合计下降3.9973%， 合计持股比例达到

5.0030%。 具体情况如下：

1、蓝贰创投和蓝壹创投的一致行动关系

蓝贰创投和蓝壹创投为多家公司及自然人共同出资成立的投资基金， 同受苏州蔚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 两家公司法人代表由同1名自然人担任， 且有4名自然人同时担任蓝壹创投和蓝贰创投的管理团队成

员，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2、截至本报告书披露日，自苏州科达上市之日起至今，蓝贰创投和蓝壹创投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变动日期 变动方式 变动

变动均价

（元

/

股）

变动数量（股）

变动比例（注）

(%)

蓝贰创

投

2018-01-09

竞价交易 减少

34.27 70,000 0.0280%

2018-01-11

竞价交易 减少

33.84 154,233 0.0617%

2018-01-15

竞价交易 减少

32.86 65,900 0.0264%

2018-01-16

竞价交易 减少

32.58 10,000 0.0040%

2018-01-19

竞价交易 减少

33.56 16,900 0.0068%

2018-01-22

竞价交易 减少

33.99 296,966 0.1188%

2018-01-23

竞价交易 减少

34.14 27,700 0.0111%

2018-01-24

大宗交易 减少

30.44 100,000 0.0400%

2018-01-25

大宗交易 减少

30.10 500,000 0.2000%

2018-01-29

竞价交易 减少

33.04 116,200 0.0465%

2018-01-31

竞价交易 减少

34.49 322,400 0.1253%

2018-01-31

大宗交易 减少

30.61 190,000 0.0738%

2018-02-01

竞价交易 减少

34.09 400,000 0.1554%

2018-02-02

竞价交易 减少

34.57 40,000 0.0155%

2018-03-01

大宗交易 减少

33.63 546,000 0.2121%

2018-03-12

竞价交易 减少

38.55 9,700 0.0038%

2018-04-16

竞价交易 减少

38.70 110,000 0.0427%

2018-04-18

竞价交易 减少

37.43 150,000 0.0583%

2018-04-24

竞价交易 减少

36.90 100,000 0.0389%

2018-04-25

竞价交易 减少

37.19 150,000 0.0583%

2018-04-27

竞价交易 减少

36.41 15,000 0.0058%

2018-05-02

竞价交易 减少

36.92 130,000 0.0505%

2018-05-03

竞价交易 减少

36.54 135,000 0.0524%

2018-05-04

竞价交易 减少

36.86 41,500 0.0161%

2018-05-07

竞价交易 减少

37.25 295,000 0.1146%

2018-05-08

竞价交易 减少

37.78 90,000 0.0350%

2018-05-09

竞价交易 减少

37.76 303,800 0.1180%

2018-05-15

大宗交易 减少

33.74 184,000 0.0715%

2018-05-17

大宗交易 减少

32.31 922,000 0.3582%

2018-05-18

大宗交易 减少

32.23 305,000 0.1185%

2018-05-21

大宗交易 减少

31.87 70,000 0.0272%

蓝贰创投的权益变动合计

5,867,299 2.2952%

蓝壹创

投

2018-01-09

竞价交易 减少

34.30 50,000 0.0200%

2018-01-10

竞价交易 减少

33.96 30,000 0.0120%

2018-01-11

竞价交易 减少

33.71 100,000 0.0400%

2018-01-15

竞价交易 减少

33.02 40,000 0.0160%

2018-01-16

竞价交易 减少

32.73 19,493 0.0078%

2018-01-18

竞价交易 减少

33.08 5,000 0.0020%

2018-01-19

竞价交易 减少

33.52 25,000 0.0100%

2018-01-22

竞价交易 减少

34.06 232,100 0.0928%

2018-01-24

大宗交易 减少

30.44 330,000 0.1320%

2018-01-25

大宗交易 减少

30.10 70,000 0.0280%

2018-01-31

竞价交易 减少

34.44 216,100 0.0840%

2018-01-31

大宗交易 减少

30.61 110,000 0.0427%

2018-02-01

竞价交易 减少

34.16 212,300 0.0825%

2018-02-02

竞价交易 减少

34.49 40,000 0.0155%

2018-03-01

大宗交易 减少

33.63 346,000 0.1344%

2018-04-16

竞价交易 减少

38.79 110,000 0.0427%

2018-04-18

竞价交易 减少

37.45 90,000 0.0350%

2018-04-19

竞价交易 减少

38.39 35,000 0.0136%

2018-04-23

竞价交易 减少

36.49 20,000 0.0078%

2018-04-24

竞价交易 减少

36.63 150,000 0.0583%

2018-04-25

竞价交易 减少

37.08 50,000 0.0194%

2018-05-02

竞价交易 减少

37.08 80,000 0.0311%

2018-05-03

竞价交易 减少

36.52 90,000 0.0350%

2018-05-04

竞价交易 减少

36.80 50,000 0.0194%

2018-05-07

竞价交易 减少

37.40 150,000 0.0583%

2018-05-08

竞价交易 减少

37.76 144,900 0.0563%

2018-05-15

大宗交易 减少

33.74 116,000 0.0451%

2018-05-17

大宗交易 减少

32.31 578,000 0.2246%

2018-05-18

大宗交易 减少

32.23 195,000 0.0758%

2018-05-21

大宗交易 减少

31.87 70,000 0.0272%

蓝壹创投的权益变动合计

3,754,893 1.4693%

蓝壹创投和蓝贰创投权益变动合计

9,622,192 3.7645%

注：以上表格中，2018年1月31日（不含当日）之前的权益变动比例按照公司总股本25,000万股计算，2018

年1月31日（含当日）之后的权益变动比例按照公司总股本25,739.93万股计算。

蓝贰创投和蓝壹创投通过二级市场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合计减持公司股份9,622,192股， 合计权益变动

比例为下降3.7645%；

3、2018年1月31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因苏州科达实施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向激励对象授予739.93

万股限制性股票，导致蓝贰创投持有的权益比例被稀释而下降0.1424%，蓝壹创投持有的权益比例被稀释而

下降0.0904%，蓝壹创投和蓝贰创投持有的苏州科达权益比例合计下降0.2328%。

综上所述，信息披露义务人蓝壹创投和蓝贰创投合计权益变动比例为下降3.9973%。 上述权益变动发生

后，蓝贰创投和蓝贰创投持有公司股份12,877,809股，拥有苏州科达的权益比例为5.0030%。

4、蓝贰创投和蓝壹创投在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的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蓝贰创投 无限售流通股

13,740,188 5.4961% 7,872,889 3.0586%

蓝壹创投 无限售流通股

8,759,813 3.5039% 5,004,920 1.9444%

合计

22,500,001 9.0000% 12,877,809 5.0030%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1、上述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2、 上述股东权益变动事项需要信息披露义务人蓝贰创投和蓝壹创投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苏州

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请见公司2018-035号公告，该公告已于2018年5月21日签署，并

将于2018年5月22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

特此公告。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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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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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5月22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5月21日-5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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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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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下午15:00�至2018年5月22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国家级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三环北路与谐园路交汇处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杨振先生。

6.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9人，代表股份数490,067,616

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5406%；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和中小股东授权代表共5

人，代表股份数2,870,763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92%。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5人，代表股份数488,286,116股，占公司股

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3859%。

2）网络投票出席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4人，代表股份数1,781,500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546%。

7.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监事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邀请的其他嘉宾

列席会议。

8.本次股东大会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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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赞成489,924,116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99.9707%；

反对143,50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0293%；弃权0股，占到参加本次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赞成2,727,263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比例为95.0013%；反对143,50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4.9987%；弃

权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

该普通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赞成489,924,116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99.9707%；

反对143,50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0293%；弃权0股，占到参加本次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赞成2,727,263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比例为95.0013%；反对143,50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4.9987%；弃

权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

该普通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年报摘要>的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 赞成488,834,853股， 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99.7485�

%；反对1,232,763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2515%；弃权0股，占到参加

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赞成1,638,00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比例为57.0580%；反对1,232,763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42.9420%；

弃权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

该普通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 赞成488,834,853股， 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99.7485�

%；反对1,232,763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2515%；弃权0股，占到参加

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赞成1,638,00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比例为57.0580%；反对1,232,763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42.9420%；

弃权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

该普通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度分配政策>的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赞成489,924,116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99.9707%；

反对143,50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0293%；弃权0股，占到参加本次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赞成2,727,263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比例为95.0013%；反对143,50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4.9987%；弃

权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

该普通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赞成489,924,116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99.9707%；

反对143,50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0293%；弃权0股，占到参加本次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赞成2,727,263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比例为95.0013%；反对143,50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4.9987%；弃

权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

该普通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度关联交易、对外担保、资金占用情况专项报告>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赞成2,727,263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95.0013%；反

对143,50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4.9987%；弃权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赞成2,727,263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

为95.0013%；反对143,50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4.9987%；弃权0股，占

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

该普通议案获得通过。 （关联股东湖南卓越投资有限公司、杨振、肖赛平、杨子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487,196,853股，回避表决）。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续聘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赞成489,924,116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99.9707%；

反对143,50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0293%；弃权0股，占到参加本次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赞成2,727,263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比例为95.0013%；反对143,50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4.9987%；弃

权0股，占到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0%。

该普通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胡峰律师、周晓玲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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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5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