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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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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鉴于该事项存在不

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于

2018年5月25日起停牌，敬请投资者注意。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

牌业务指引》等相关规定，公司将尽快确定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并于公司股票停牌之日起10个交易

日（含停牌当日）内公告并复牌。

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于股票停牌之日起每5个交

易日公告事项进展情况。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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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鑫泰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亚美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发布潜在要约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疆鑫泰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全资孙公司香港利明控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利明"）以部分要约的方式收购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公司亚美能源控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美能源"或"标的公司"）不超过50.5%的股权；并通过适当要约的方式

注销或收购不超过50.5%的未行使购股权及受限制股份单位（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重

大资产购买"、"本次要约收购"）。 2018年5月1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等议案，有关本次交易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新疆

鑫泰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等文件。

一、潜在要约公告主要内容

2018年5月23日，标的公司发布《根据收购守则规则3.7及上市规则第13.09条以及证券及

期货条例第XIVA部内幕消息条文作出之公告》，公告主要内容如下：

亚美能源目前正在就复星国际有限公司（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之公司，股

份代号：00656.HK） 的全资附属公司Transcendent� Resources� Limited （以下简称"Transcen-

dent"） 以现金方式收购亚美能源大部分股份的潜在要约 （以下简称"潜在要约"） 及 （倘

Transcendent作出潜在要约）其后的战略发展计划（包括Transcendent与亚美能源之间的可能

资产合并）与复星集团进行讨论。 倘若作出潜在要约，上述战略发展或资产合并不会成为潜

在要约的条件。

二、重大风险提示

2018年5月14日，标的公司前两大股东华平中国煤层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平中国"）、霸菱亚洲IV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霸菱亚洲"）与香港利明签署了《不可

撤销承诺函》，承诺将接受或促使接受部分要约，并将会以其所持有的全部股份批准部分要

约。 华平中国、霸菱亚洲合计持有标的公司1,533,647,561股，占标的公司截至2018年4月30日

已发行股份总数的45.77%。

虽然本次要约收购已取得前两大股东签署的不可撤销承诺函， 但仍不能排除潜在要约

人发出竞争性要约，对本次要约收购构成重大不利影响，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鑫泰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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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暨股票复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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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申请，公司股票自2018年5月25日（星期五）开市起复牌。

2、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属于框架性约定，不涉及具体金额，具体实施内容、进度及其

对公司未来年度业绩的影响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双方将按相关程序协商后签署正式的协议，

合作项目中具体事宜以正式协议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复牌的情况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天神娱乐"）全资子公司北京天神互动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神互动"）拟与盛大游戏境内子公司上海盛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

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天神娱乐，证券代码：

002354）自2018年5月15日（星期二）开市起继续停牌，公司于2018年5月15日、2018年5月22日

分别披露了《关于停牌事项进展暨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8-057）、《关于停牌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18-063）。

停牌期间， 天神互动与上海盛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于近日就战略合作事宜进行了充分的

商讨和交换意见，最终达成了战略合作意向，并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根据相关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8年5月25日（星期五）开市

起复牌。

二、协议签署情况

1、天神互动与上海盛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就IP合作事宜于近日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双方经友好协商达成战略合作。

2、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18年5月24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议案》。

3、本次投资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投资不

构成关联交易。

三、合作方介绍

公司名称：上海盛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MA1K3JCG27

法定代表人：谢斐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元

成立日期：2016-11-10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从事信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软硬

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的开发、设计、销售，计算机服务，数据处理服务，各类广告的设计、制

作、代理、发布。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盛大游戏是全球领先的网络游戏开发商、运营商和发行商，围绕"精品研发、全球发行、IP

管理、新文化产业生态圈"四大战略，致力于打造一个国际化的互动娱乐平台。 盛大游戏拥有

2000多名游戏研发、运维人员，先后推出《热血传奇》、《传奇世界》、《龙之谷》、《传奇永恒》

等70多款网络游戏，注册用户超过21亿。 2001年，盛大游戏开始运营《热血传奇》，开创了中国

的网络游戏时代。 近二十年间，盛大游戏一直扮演着中国游戏产业开创者和变革者的角色。

盛大游戏及上海盛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北京天神互动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盛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合作模式

双方拟就天神互动旗下《将夜》、《琅琊榜》、《遮天》等IP进行游戏、影视、动漫等方面的

联合开发；拟就盛大游戏旗下IP在影视、文学、动漫、游戏（页游、手游及端游）等领域开展全方

位业务合作；双方将进一步深化现有IP以及未来获取IP方面的授权合作。

3、协议有效期：本协议有效期五年，自协议生效之日起计算。

4、结算方式：本协议项下具体合作的结算由各方具体业务合同中另行约定。

5、协议的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并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五、本次签署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对公司的业务运营将产生积极影响，此次交易能够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综合实力，能

够进一步提升整体运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提升上市公司的竞争力，促进上市公司业绩的可

持续、稳定增长。 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属于框架性约定，不涉及具体金额，具体实施内容、进度及其对

公司未来年度业绩的影响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双方将按相关程序协商后签署正式的协议，合

作项目中具体事宜以正式协议为准。本协议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后续具体事项仍有一定的不

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上发布的公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000060� � � �证券简称：中金岭南 公告编号：2018-42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管减持股份的进展公告

公司副总裁储虎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月25日披露了

《关于高管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8-07），公司副总裁储虎先生计划自上述

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

公司股份69,000股（占减持计划披露时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0029%）。

5月16日，公司实施2017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下简称“2017年

度分红及转增方案” ）， 公司副总裁储虎先生持本公司股份数量经除权除息调整后由277,

217股相应变更至415,826股。

截至目前，储虎先生减持公司股票计划时间已过半，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

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现将储虎先生减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实

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经与储虎先生确认，截至2018年5月24日，储虎先生未减持公司股份，其持有公司股份

由实施2017年度分红及转增方案前的277,217股变更为415,826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0116%， 其中，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由实施2017年度分红及转增方案前的69,304股变更为

103,957股，高管锁定股由实施2017年度分红及转增方案前的207,913股变更为311,869股。

二、相关说明

本公司将继续关注上述减持计划后续的实施情况，并按照相关规

定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相关风险提示

1、储虎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储虎先生将依据计划进展情况按规定进行披露。

2、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储虎先生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

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

3、储虎先生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

持续经营产生影响，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8年5月25日

证券代码：000060� � � �证券简称：中金岭南 公告编号：2018-43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局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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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四十二次会议于2018年5月24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18年5月23日送达全体董事。会议由董事局主席余刚主

持，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其中独立董事周永章因公务委托独立董事李映照出席会

议并行使表决权），达法定人数。 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

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海外全资子公司佩利雅有限公司参与缅甸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股

权增发的议案》；

为实施公司资源战略，完善公司资源布局，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意公司海外全资子公司

佩利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佩利雅” ）以基于法定程序参与缅甸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缅甸金属” ）股权增发，以0.06澳元/股的价格，合计不超过1497万澳元收购缅甸金

属19.9%股权；同意佩利雅收购缅甸金属股权，佩利雅应合规使用资金，控制风险，确保资金

安全。

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全权处理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公告。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8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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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澳洲全资子公司佩利雅

参与澳交所上市公司

缅甸金属有限公司股权增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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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概述

1．2018年5月24日，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海外全资子公

司佩利雅参与缅甸金属有限公司股权增发的议案》,�同意公司澳洲全资子公司佩利雅参与

缅甸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增发， 以不超过1497万澳元收购缅甸金属股份有限公司19.9%

股权。

2．该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无需提交中金岭南股东大会审议。

3．该交易受制于中国政府相关审批；

4．该交易受制于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批准；

5．该交易受制于缅甸金属股东大会的批准。

（3-5项以下统称“各项先决条件” ）

二、佩利雅公司情况

佩利雅公司（Perilya� Ltd.）是中金岭南在澳大利亚的全资子公司。 目前佩利雅在运营

的矿业企业包括佩利雅布罗肯山有限公司和多米尼加矿业公司，主要在产矿山包括新南威

尔士布罗肯山地区(Broken� Hill)的布罗肯山南矿铅锌银矿、波多西铅锌银矿、布罗肯山北矿

铅锌银矿和多米尼加的赛罗·德·迈蒙(Cerro� de� Maimón)铜金矿，以及包括钴、镍、铜、金

等多项勘探资产。

佩利雅近两年财务状况如下表所示：

表一 佩利雅近两年主要财务指标

合并报表摘要

2017

（千澳元）

2016

（千澳元）

销售收入 450,516 347,342

税后净利润／（亏损） 88,898 13,5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164,724 63,594

总资产 928,337 888,591

所有者权益 484,102 413,205

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缅甸金属有限公司

缅甸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缅甸金属” ）是一家在澳交所上市的公众公司，目前主

要业务为开展基本金属的勘探， 总部位于西澳大利亚珀斯市。 该公司注册地为：Suite� 4,�

38� Colin� St，West� Perth,� Western� Australia� 6005� ，公司注册号ABN� 48� 124� 943� 728，交易

代码ASX:� MYL。

截至目前，缅甸金属已发行的普通股一共6.6亿股，Yandal� Investments� Pty� Ltd�是缅甸

金属的第一大股东， 持有其发行在外的股票约13.2%。 剩余约86.8%的股份为公众持有。

Yandal� Investments� Pty� Ltd�是一家专注于矿业投资的澳大利亚资产管理公司。

另外，缅甸金属还有已发行但仍未行使的股票期权1.837亿（行权价0.03澳元/股，到期

日 2019年12月31日）及管理层业绩股2800万股。

截至5月22日过去的一年，缅甸金属的股票最低的成交价格为0.033澳元/股，最高成交

价格为0.097澳元/股。 以5月22日的收盘价格0.055澳元/股计算，缅甸金属的总市值为3651

万澳元。

（二）主要资产

1.澳大利亚北领地的勘探资产

缅甸金属在澳大利亚的核心业务是北领地的Arnhem� Land基本金属勘探项目。 缅甸金

属持有两个勘探权证，EL26206和 EL30051，并在该勘探权证区域内开展勘探工作。

2.缅甸包德温项目

该公司持有一个期权协议，通过协议拥有一个唯一且排他的权利收购位于缅甸的包德

温（Bawdwin）多金属矿山51%股权。 据缅甸金属2018年5月2日公告，缅甸政府已批准其行

使该期权。

包德温位于缅甸北掸邦州，与中国边界距离约200公里，交界处为缅甸曼德勒和中国云

南省的高速。包德温矿有着很长的地下开采和露天开采的历史。1914年至2009年，在当地采

用露采和地采开采铅、锌、白银和铜。1960年代包德温被国有化，并且由No.1矿业公司，一家

缅甸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部所属的企业拥有和运营。 2009年12月，Asia� World与No.1矿业

公司签署了协议， 收购了该矿权。 目前该矿权由从Asia� World剥离出来的National�

Infrastructure� Holding� Company（中文译名：国家基建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NIHC” ）

的全资子公司 — Win� Myint� Mo� Industries� Co.,� Ltd� (以下简称“WMM” )所持有。

2017年5月，缅甸金属与WMM签署了一个期权协议，缅甸金属获得了一个唯一且排他

的期权，可在权利期内收购包德温矿山85%的股权。 2018年3月，缅甸金属与缅甸当地一家

大型公司East� Asia� Power� (Mining)� Company� Limited� (以下简称“EAP” )达成协议，由EAP

收购包德温项目24.5%的股权。 且WMM原股东NIHC与缅甸金属达成协议，保留24.5%的股

权。

缅甸金属行权后，包德温的最终股权结构将变为缅甸金属持有51%， EAP�持有24.5%，

原股东NIHC�持有24.5%。 NIHC�是缅甸的基建工程公司，投资领域包括房地产、加油站、

收费高速公路、 桥梁等基础建设工程。 EAP� 是Europe� &� Asia� Commercial� Company�

Limited� (EAC)�为原材料及矿业投资专门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EAC�在缅甸拥有十三个工

厂，雇佣超过6000名员工，是欧洲联合利华的缅甸的生产和分销商，经营22个品牌，在缅甸

的市场占有率约70%。

包德温矿权租约面积38KM2， 包括包德温矿和沿包德温断层带走向约10公里的区域；

超过750米RL（相对标高）的矿化浸染区或有经济可采的矿化，且全部位于露天矿设计边

界（Shell）以内。 根据独立第三方CSA� Global公司编制的矿产资源量及范围界定研究报告

（Scoping� Study）， 包德温矿床符合JORC（澳大利亚矿业联合会） 标准的矿产资源量为

7690万吨推断资源，品位分别为铅4.6%、锌2.3%、铜0.25%，白银119克/吨，其中包括：原生高

品位资源4140万吨，品位分别为铅7.5%、锌3.5%、铜0.33%及白银178克/吨；原生高品位矿化

外的浸染区资源量3450万吨，品位分别是：铅1.1%、锌0.9%、铜0.2%、白银48克/吨。

根据WMM与缅甸政府达成的协议， 包德温项目在现有的各项政府许可的条件下，恢

复生产无需再额外获得缅甸政府相关部门的许可。但是，根据缅甸相关法律要求，缅甸金属

在完成了项目的可行性分析及研究后，如果对矿山现有的运营进行修改、扩产、增加选矿设

施和矿浆运输管道建设等工程前，需要获得缅甸投资委员会的投资许可和环保部门基于环

境影响评估出具的环境符合证书。

根据缅甸的相关法律， 采矿权证一般有效期25年。 WMM矿业权的剩余有效期约8

年。 矿业权到期后，缅甸金属需要根据政府相关的程序延长矿业权证。 矿业权不存在质押、

查封等权利限制或者诉讼仲裁等权利争议情况。过去三年，缅甸金属不存在重大违规开采、

环保事故和安全生产事故等情形。 缅甸的企业所得税率为25%，取决于金属的种类，矿业特

许税费约3%-5%。 缅甸金属不存在欠缴国家规定缴纳的税费的情况。

（三）缅甸金属财务状况

根据缅甸金属公告的截止2017年6月30日财年年报数据和2017年12月31日的半年报数

据，该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如下表所示：

表二 缅甸金属近年主要财务数据

2016年6月30日

2016财年

2017年6月30日

2017财年

2017年12月31日

2018财年上半年度

一、经营指标（澳元）

收入（利息收入） 273,283 399,016 6,347

净利润 -2,059,540 -5,016,037 -5,847,111

每股收益（澳元/股） -0.017 -0.0169 -0.0121

二、普通股总股数 163,840,144 370,136,229 649,779,057

二、资产负债指标（澳元）

资产总额 533,686 2,069,290 10,239,537

负债总额 914,323 3,030,035 347,469

股东权益 -380,637 -960,745 9,892,104

资产负债率 171% 146% 3.4%

（经Grant� Thornton� Audit� Pty� Ltd.审计）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佩利雅参与缅甸金属的股票定向增发，以0.06澳元/股价格，认购缅甸金属本次股票增

发总数5.83亿股中的约2.49亿股，总投资金额约1497万澳元。 完成本次股票定向增发后，佩

利雅将持有缅甸金属发行在外股票的19.9%，成为其第一大股东。

除非双方同意或其他股东因不参与未来的配股融资导致佩利雅股权比例被动提升，或

有第三方发起缅甸金属控股权变更的并购， 佩利雅承诺在成为缅甸金属股东后两年内，不

增加持股比例超过25%。

佩利雅将于2018年6月1日或之前将认购资金转入双方约定的监管账户，并同意缅甸金

属使用该认购资金完成包德温项目51%控股权的行权。 待各项先决条件满足后，缅甸金属

以0.06澳元/股的价格向佩利雅发行普通股， 发行结束后， 佩利雅持有缅甸金属19.9%的股

权。 如先决条件不能满足，则缅甸金属将于3个月内归还该资金。 若缅甸金属不能全额归还

该资金，则佩利雅有权将该笔资金转为光明山资源（缅甸）公司的股权（光明山资源（缅

甸）有限公司是缅甸金属在缅甸设立的全资子公司，缅甸金属通过光明山持有WMM� 51%

的股权，WMM持有包德温项目100%的股权。 ）。

佩利雅持有缅甸金属10%以上的股权情况下，佩利雅拥有防稀释权，有权参与缅甸金

属今后的增发，以确保其保持在缅甸金属的股权比例。 佩利雅在其持有缅甸金属10%以上

股权期间，不在缅甸开展与有关自然资源的收购、投资或相关交易，并且，当缅甸金属寻求

海外合作伙伴在缅甸开展有关自然资源的收购、投资或相关交易时，佩利雅有第一优先权，

在公平基础上，成为其合作伙伴。

五、涉及收购股权的其他安排

经过双方协商，佩利雅成为缅甸金属的大股东后，将获得一个董事会席位。

根据双方的战略合作协议，缅甸金属将成立项目委员会。 佩利雅将利用中金岭南在行

业的优势安排适当的人选加入项目委员会对缅甸金属的包德温项目， 提供技术、 财务、采

购、加工及市场营销等方面支持和指导。 佩利雅向缅甸金属提供非约束性的1.5亿美元的财

务支持函，在未来佩利雅认为包德温项目经济可行的情况下，协助对方在资本市场或债务

市场获得资金支持开展项目未来的建设和生产。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情况

1、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推进公司国际化经营进程。

公司通过此次认购缅甸金属定向增发股份，成为缅甸金属的第一大股东，符合公司资

源战略，有利于提升公司价值；有利于与现有资产产生协同效应，实现资源可持续发展；有

利于进一步推进公司国际化经营，提升公司国际化运营能力，为公司未来的资源储备奠定

基础，并有利于提升公司行业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2、对公司的财务影响

公司本次投资总额约1497万澳元,将以佩利雅自有资金投资，该投资金额少，风险可

控。缅甸金属仍处于勘探和项目可研阶段，其进一步的勘探投资及可行性分析工作，需要根

据勘探的成果按阶段进行。以目前缅甸金属的盈利状况，按公司持有权益比例测算，该投资

对公司未来一年的净利润无重大影响。 公司成为缅甸金属第一大股东后，将积极运用自身

在地质、勘探、财务、采购及市场营销方面的优势，积极参与到项目委员会的工作，争取进一

步提升包德温项目的资源价值，降低缅甸金属的运营成本，实现缅甸金属的良性发展。

七、交易风险

1、法律、政策风险

本次投资项目涉及澳大利亚与缅甸两个国家的政策与法律。 我公司是中国公司，以公

司的澳大利亚全资子公司佩利雅来完成项目的投资。本次股权投资行为须符合各国关于外

资投资的法规，存在政府和相关监管机构针对本次投资出台决议、法律或调查行动的风险。

2、市场风险

缅甸金属属于澳大利亚上市公司，其股票价格受澳大利亚宏观经济、勘探发现及基础

金属价格波动的影响。 标的公司股票价格的不确定性，会给公司经营带来风险。

3、外汇风险

本次交易标的位于澳大利亚，交易各方涉及澳大利亚、缅甸、中国大陆，交易币种涉及

澳元及人民币。 伴随各项外币汇率不断变化，对本次收购带来一定的外汇风险。

4、管理、运营海外采矿企业经验不足带来的管理和经营风险

由于缅甸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制、意识形态等多个方面与中国具有较大差异，因此，

我公司对缅甸金属的运营、管理在企业文化、法律法规、商业惯例以及工会制度等经营管理

环境将需一段时间适应，我公司因而面临一定的管理和经营风险。

5、资源风险

包德温项目的资源量数据系按澳大利亚矿业联合会（ＪＯＲＣ）标准计算的，截至本

公司董事会审议此项目时，其矿产资源量为7690万吨，含铅4.6%、锌2.3%、铜0.25%，白银119

克/吨。资源处于推断资源级别。缅甸金属2018年5月22日对资源状况进行了公告，根据近期

勘探的结果， 最新资源量增加510万吨， 资源总量提升到8200万吨含铅4.7%、 锌2.4%、铜

0.2%，白银119克/吨，其中2020万吨的资源量由推断级别提升到推定级别。 虽然项目的资源

量有进一步的改善和提升，但是受制于地质项目固有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该资源量数据

的计算及编制有可能存在人为的，技术上或其他不可控的因素影响，从而导致数据与实际

总资源量不一致的情况发生。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

2．相关协议；

3．缅甸金属有限公司2017财年财报及2017年下半年财报；

4．法律意见书。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8年5月25日

证券代码：603063� � � �证券简称：禾望电气 公告编号：2018-043

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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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4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8/6/1 － 2018/6/4 2018/6/4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18年5月16日的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7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20,00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4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58,800,00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8/6/1 － 2018/6/4 2018/6/4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

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含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 和 《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

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 上述所得统一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公司在派发股息红利时，个人从

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 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14元；对于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14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

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根据上述规定，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含证券投资基金）的具体实际税

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

为 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

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

根据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

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

得税。 即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126

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

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

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

税，扣税后每股发放现金红利人民币0.126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收入需要享受任

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股东可按照《通知》的规定在取得股息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

出申请。

（4）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本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

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

的规定，由本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26元。

（5）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

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该类股东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等的相关规

定在所得发生地自行缴纳现金红利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14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禾望电气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55-86026786-846

特此公告。

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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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02� � � �证券简称：鸿达兴业 公告编号：临2018-056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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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关于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

议的通知于2018年5月23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18年5月24日在广州圆大厦

32楼会议室召开。 应亲自出席董事9名，实亲自出席董事8名，董事长周奕丰先生因公出差，委

托董事林少韩先生出席；公司3名监事会成员、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董事蔡红兵先

生主持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充分

的讨论和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延期复牌

的议案》。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周奕丰先生、王羽跃先生、蔡红兵先生对本议

案回避表决，6名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

根据目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工作的进展情况，公司原计划于2018年5�月26日前按照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

件》的要求披露相关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 鉴于标的资产涉及矿产资源，且预计交易

金额较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工作量较大，相关工作尚未全部完成。 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发布的《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4号：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的规定，公司

董事会同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18年5月28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预计停牌的

时间预计不超过1个月。

有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继续停牌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本公告日刊登的 《鸿达兴业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临2018-057）。

特此公告。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002� � � �证券简称：鸿达兴业 公告编号：临2018-057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暨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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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3月27日披露《重大资产重组停牌

公告》（临2018-021），公司筹划购买内蒙古盐湖镁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或

"盐湖镁钾公司"）100%股权，公司股票（证券简称：鸿达兴业，证券代码：002002）自2018年3

月27日开市起停牌。 此后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公司分别于2018年4月3日、4月12日、4月19

日披露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 临2018-034、 临2018-035、临

2018-038）。 因相关事项尚在推进，公司于2018年4月25日披露《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暨进

展公告》（临2018-041），分别于2018年5月4日、5月11日、5月18日披露《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分别为：临2018-047、临2018-048、临2018-055）。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相关尽职调查工作、审计、评估等工作仍在进行中，重组

方案及具体内容仍需进一步完善， 公司预计无法在2个月内， 即2018�年5月26日前披露符合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

件》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并复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

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4号：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18年5月24日召开第六

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延期复牌的议

案》，同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股票继续停牌。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股票于

2018年5月28日（星期一）开市起继续停牌，继续停牌的时间预计不超过1个月，公司承诺累计

停牌时间不超过3个月。

根据目前进展情况，现将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介绍如下：

一、公司停牌期间的相关工作及继续停牌原因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与有关各方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积极推进本次重组涉及的各项工作。 公司与交易对方就本次重组交易方案进行论证及协

商，交易各方签订了《合作意向书》。 公司组织各中介机构正在抓紧对标的资产开展尽职调

查、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 同时，公司按照《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对交易涉及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和申报。 停牌期间，公司严格按

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4号：上市公司

停复牌业务》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5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

公告。

公司原预计在2018年5月26日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但由于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涉及矿产资源， 公司及中介机构需要就矿产资源的有关情况向

相关主管部门详细核实，且预计交易金额较大，本次重组方案涉及的方案论证及尽职调查、

审计、评估等工作量较大，程序也较为复杂。 截至目前，相关工作尚未全部完成，公司预计无

法在原计划时间内复牌。 根据深交所发布的《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4号：上市

公司停复牌业务》的规定，公司于2018年5月2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延期复牌的议案》，并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申请，公司股票自2018年5月28日（星期一）开市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1个

月，公司承诺累计停牌时间不超过3个月。

二、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具体情况

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初步确定为内蒙古盐湖镁钾有限责任公司100%股

权。 盐湖镁钾公司主要从事盐湖资源开发和综合利用业务，目前主要生产销售工业盐、芒硝、

硫化碱、硫酸镁、氢氧化镁等产品，并致力于持续开发盐湖资源在环保、生物科技等方面的应

用。 标的公司现有年产70万吨氯化钠、20万吨硫酸镁、20万吨无水硫酸钠的生产能力，在建年

产10万吨硫化碱的生产线，同时可向下游延伸产业链，生产碳酸镁、氧化镁、氢氧化镁等产

品。

内蒙古哈达贺休盐湖矿区占地总面积超过400平方公里，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

济纳旗。 目前盐湖镁钾公司拥有8.07平方公里盐硝矿（固相）的采矿权、28.56平方公里芒硝、

钾镁盐矿（固相+卤水）的探矿权，并均已取得相应采矿权证或探矿权证，现开发的盐湖矿产

目前涉及盐、镁、钾、锂、硼等重要资源。 另有392平方公里（固相+卤水）探矿权目前处于申报

阶段。

公司控股股东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达兴业集团"）持有标的公司99.10%

股权、公司实际控制人周奕丰先生的配偶郑楚英女士持有标的公司0.90%股权，周奕丰先生为

标的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本次交易的具体情况

根据初步交易方案，公司拟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盐湖镁钾公司的100%股权。 本次交

易预计不会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更。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方案以公司后续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重组方案中确定的内容

为准。

3、与交易对方的沟通、协商情况

公司与鸿达兴业集团、郑楚英女士、盐湖镁钾公司签订了《合作意向书》，就本次交易达

成初步意向。 公司将积极与各方就本次重组方案进一步论证和磋商。

4、本次重组涉及的中介机构名称

本次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为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法律顾问为国浩律

师（南京）事务所，审计机构为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评估机构为中联资产评

估集团有限公司。

目前，各有关中介机构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

全力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正在对交易方案进行协商论证，并对标的资产开展

尽职调查、审计及评估工作，相关工作尚未完成。

5、本次交易涉及有权部门事前审批情况

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初步方案，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需要在披露重组预案或

报告书前取得相关部门事前审批的情形， 但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包括但不限于公

司董事会、公司股东大会、中国证监会等的批准。

三、预计复牌时间及承诺事项

公司承诺于2018年6月26日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26号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的相关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并申请

股票复牌。 如公司在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将及时按照《中小企业板信息

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4号-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的要求，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公

告，公司股票将在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公告后恢复交易。 如公司股票停牌时间累

计未超过3个月， 公司承诺自发布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公告之日起至少1个月内不再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

继续停牌期间，公司与有关各方将加快推进此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并根据进展

情况，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5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

公告。

四、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

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2、经公司盖章的股票延期复牌申请。

特此公告。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A股证券代码：601998A股 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编号：临2018-25

H股证券代码：998H股 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职的公告

本行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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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监事会于近日接到本行职工代表大会《关于

选举中信银行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决议》，本行已选举刘成先生、程普升先生、陈潘

武先生、曾玉芳女士担任本行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自2018年5月25日起，至第五

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的简历如下：

刘成先生自2018年4月起任本行党委委员。 刘先生2008年4月至2018年4月在国务院办公

厅工作，历任正处级秘书、副局级秘书、正局级秘书；2004年12月至2008年4月历任国务院办公

厅秘书二局一处正处级干部、一处一秘、一处调研员兼副处长；2003年7月至2004年12月历任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金融司财政处助理调研员、 调研员；1995年3月至2003年7月历任

国家计划委员会（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金融司主任科员、经济政策协调司主任

科员、助理调研员。刘先生1989年7月毕业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中央财经大学"）金融系，

获经济学学士学位，并留校任教至1995年3月，期间在该校获经济学硕士学位；2001年7月毕业

于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院货币银行学专业，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程普升先生自2015年5月起任本行审计部总经理。程先生2013年10月至2015年1月任本行

集中采购中心总经理；2011年3月至2013年10月任本行计划财务部副总经理兼财务管理部总

经理；2008年8月至2011年3月任本行计划财务部总经理助理兼财务管理部总经理；2005年6月

至2008年8月任本行计划财务部财务管理部总经理；2004年3月至2005年6月任本行计划财务

部预算管理部副总经理；1995年7月至2004年3月任本行计划财务管理部职员、副科长、科长、

副总经理。 此前，程先生1992年8月至1995年7月为陕西财经学院研究生部研究生，1991年7月

至1992年8月为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万荣支行职员。 程先生为高级经济师。

陈潘武先生自2014年12月起任本行工会常务副主席，2015年4月兼任本行群工保卫部总

经理；2005年6月至2014年11月任本行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总经理，期间2012年10月至2014

年11月兼任本行党委组织部部长；1994年5月至2005年6月在本行杭州分行工作， 历任计划信

贷部副科长、凤起办事处主任、人事部总经理、行长助理兼人力资源部总经理等职务。 陈先生

毕业于苏州大学，获金融学博士学位。

曾玉芳女士自2011年5月起任本行深圳分行副行长；2008年7月至2011年5月任本行深圳

分行行长助理；2003年12月至2008年7月任本行深圳分行会计部副总经理、总经理；2001年8月

至2003年11月任深圳原高飞实业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深圳市均一资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1998年12月至2001年7月任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分行财会处处长助理；1996年3月至1998

年11月就职于中国投资银行深圳分行，历任福田支行会计科副科长、财会部总经理助理。曾女

士毕业于美国东西方大学，获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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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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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证券事务代表马涵女

士的书面辞职报告，其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 公司将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尽快聘任证券事务代表。

在公司任职期间，马涵女士始终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公司及董事会对此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5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