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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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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6月19日（星期二）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6月18日—2018年6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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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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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15:00至2018

年6月19日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曹娥街道越爱路66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苗通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人，代表股份

总数736,364,10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4628％。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8名，代表股份总

数736,150,86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4482％。

中小股东出席的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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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股东）7人， 代表有股份总数17,

908,77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227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7,695,536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1.212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213,24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146％。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提案采用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王苗通先生、王一锋先生、邵恒先生、王佶先生、胡辉先生、赵骐先生担

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01�选举王苗通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736,290,1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00％；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7,834,8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871％。

王苗通先生当选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2�选举王一锋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736,290,1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00％。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7,834,8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871％。

王一锋先生当选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3�选举邵恒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736,290,1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00％。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7,834,8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871％。

邵恒先生当选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4�选举王佶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736,290,1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00％。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7,834,8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871％。

王佶先生当选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5�选举胡辉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736,290,1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00％。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7,834,8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871％。

胡辉先生当选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6�选举赵骐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736,290,1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00％。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7,834,8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871％。

赵骐先生当选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王迁先生、梁飞媛女士、陈卫东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2.01�选举王迁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736,293,5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04％。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7,838,2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061％。

王迁先生当选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选举梁飞媛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736,293,5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04％。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7,838,2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061％。

梁飞媛女士当选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3�选举陈卫东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736,293,5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04％。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7,838,2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061％。

陈卫东先生当选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黄伟锋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36,354,1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6％；反对10,0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17,898,77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42％；反对1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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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浙江华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王苗通、王娟珍、绍兴市上虞鼎

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邵恒、王佶在表决时应予以回避。

表决结果：同意117,801,17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82％；反对120,1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17,788,67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294％；反对12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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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36,354,1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6％；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36,364,1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17,908,77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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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7、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36,364,1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736,364,1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9、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36,364,1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0、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736,364,1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17,908,77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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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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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6,364,1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17,908,77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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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2、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36,364,1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五、律师见证情况

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春辉、任穗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

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6月19日

证券代码：002602� � � �证券简称：世纪华通 公告编号：2018-047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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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8年6月19日在浙

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曹娥街道越爱路66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经与会董事一致提议，

于提议当日召开董事会，故本次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以口头、书面文件等方式发出。会议应参加董事9人，实

际参加董事9人，非独立董事邵恒、王佶、赵骐及独立董事陈卫东、王迁通过通讯表决方式与会。会议由公司

半数以上董事推举公司董事王苗通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王苗通先生任公司董事长，任期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王一锋先生任公司副董事长，任期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第四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决策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各

委员会具体人员组成如下：

（1）战略决策委员会：王苗通、王佶、陈卫东，王苗通任召集人 ；

（2）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王苗通、梁飞媛、陈卫东，陈卫东任召集人；

（3）提名委员会：王苗通、王迁、梁飞媛，王迁任召集人；

（4）审计委员会：王苗通、梁飞媛、王迁，梁飞媛任召集人 ；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CEO的议案》；

同意聘任王一锋为公司总裁，聘任王佶为公司CEO，任期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首席运营官的议案》；

同意聘任邵恒、陈琦为公司副总裁，聘任严正山为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聘任赏国良为公司财务总

监，聘任张向东为公司首席运营官，任期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秘书严正山先生的通讯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0575-82148872

传真：0575-82208079

电子邮箱：zhengshan_yan@sjhuatong.com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公司结合实际情况，为更加客观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提供更加可靠、相关及可比的会计

信息，公司依照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拟对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方法等部分会计估计进行变更；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开始执行。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该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及

独立意见， 关于该事项的具体内容， 请见于同日登载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49）；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3、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6月19日

附件：

简 历

严正山，男，1959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具备董事会秘

书任职资格，浙江省高级经济师协会会员，绍兴市社科联理事。曾担任绍兴市机床厂企管办、全质办副主任、

主任；绍兴市机电工业总公司（局）任企管处副处长、办公室主任；浙江灯塔蓄电池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总经理；浙江京东方显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等职。2007年8月至2008年9

月任浙江世纪华通车业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2008年9月至2011年10月任公司董事会秘书，2011年10月至今

任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截至目前，严正山先生持有公司股东绍兴上虞盛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5.56%的股份，未直接持

有上市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严正山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

任公司高管的其他情形。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严正山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赏国良，男，1969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曾

任职于上虞市供销合作总社东关供销社，2000年至2008年4月，担任上虞市正大税务师事务所综合业务部主

任，2008年5月至2008年9月任浙江世纪华通车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08年9月至今任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目前，赏国良先生持有公司股东绍兴上虞盛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5.56%的股份，未直接持

有上市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赏国良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

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管的其

他情形。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赏国良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张向东，男，1975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在盛大游戏公

司身兼《热血传奇》、《冒险岛》、《彩虹岛》、《泡泡堂》等多款游戏制作人。具有十多年网络游戏产品管理

与运营丰富经验。自2001年《传奇》引进之初加入传奇团队，一起参与了《传奇》在中国大陆的十年的发行

和运营。曾荣获2012年度和2013年度“中国游戏产业十大影响人物” 、“首届浦东经济人物二十强（行业开

拓奖）” 、“2013年度优秀软件企业家” 及“上海IT青年新锐” 奖等。受聘于上海软件行业协会，任第六届理

事会理事。曾就职于深圳金智塔电脑软件公司、中华网；2008年4月任盛大游戏有限公司首席制作人；2010年

任盛大游戏首席运营官和盛大集团高级副总裁；2012年8月至2014年10月担任盛大游戏CEO。2017年3月至

今任公司首席运营官。

截至目前，张向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张向东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受到

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

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管的其他情形。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张向东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陈琦，男，1978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曾就职于中央电视台和自然保

护组织保护国际基金会；2006年创办了社交网络360圈，2010年起在SpilGames� Asia担任COO， 后来担任

CEO,负责Spilgames整个亚洲的游戏业务，是中国HTML5早期的布道者之一；2012年加入点点互动，负责社

交游戏的开发和运营工作，多款社交游戏产品在Facebook和移动平台获得成功，现任点点互动CEO。

截至目前，陈琦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陈琦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受到中国

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

合担任公司高管的其他情形。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陈琦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其他人员简历详见《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2018-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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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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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8年6月19日在浙

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曹娥街道越爱路66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经与会监事一致提议，于

提议当日召开监事会，故本次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以口头、书面文件等方式发出。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3人，

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人，其中监事黄伟锋先生以通讯方式参与表决。会议由公司半数以上监事推举公司监事

王浙峰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以下议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保证监事会工作的正常开展，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王浙峰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

席，任期至本届监事会届满。（简历详见附件）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结合实际情况，为更加客观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提供更加可靠、相关及可比的会计

信息，公司依照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方法等部分会计估计进行变更；变更后的会

计估计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体现了审慎性原则，能够更加客观地反映公司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开始执行。 关于该事项的具体内容， 请见于同日登载于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8-049）；

三、备查文件

1、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6月19日

附件：

简 历

王浙峰,中国国籍，男，1986年出生，无境外留居权，大学专科学历。曾任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分公司项目部项目经理、制造部部长、六分公司总经理，现任浙江世纪华通车业有限公司商务中心副总

监。

截至目前，王浙峰先生持有上市公司股份2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0.0017%，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王浙峰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

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

评，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监事的其他情形。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

王浙峰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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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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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开始执行。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对以前年度

财务报表没有影响。

一、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情况概述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结合实际情况，为更加客观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提供更加可靠、相关及可比的会计信息，公司依照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拟对应收款项坏账

准备计提方法等部分会计估计进行变更。

2018年6月19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相关会计估计变更的具体情况

如下：

（一）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日期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开始执行。

（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原因

随着公司游戏版块业务规模不断扩大，公司应收账款也相应增加，公司在游戏版块的应收账款主要来

自于国内主流游戏运营商，此类客户普遍为境内外上市公司，信用优良，账款回收难度小，坏账风险低。为了

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匹配公司业务发展规模及业务特性，为投资者提供更

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准确反映公司价值，参考行业同业上市公司情况，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并结合公

司目前的实际情况，公司对应收款项会计估计进行变更。

1、本次变更前采用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会计估计

（1）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额标准 金额500万元以上（含）且占应收款项账面余额10%以上的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 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

计提坏账准备

（2）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组合名称 坏账准备计提方法

账龄组合 账龄分析法

组合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年以内（含1年） 6.00% 6.00%

1－2年 20.00% 20.00%

2－3年 40.00% 40.00%

3年以上 100.00% 100.00%

（3）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理由

应收账款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与以账龄为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组合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存

在显著差异。

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2、本次变更后采用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会计估计

（1）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额标准 金额500万元以上（含）且占应收款项账面余额10%以上的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 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

计提坏账准备

（2）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组合名称 坏账准备计提方法

账龄组合 账龄分析法

组合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

互联网游戏业务：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0-6个月（含，下同） 1.00% 1.00%

7-12个月 5.00% 5.00%

1－2年 20.00% 20.00%

2－3年 50.00% 50.00%

3年以上 100.00% 100.00%

汽车零部件制造业务：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年以内（含，下同） 6.00% 6.00%

1－2年 20.00% 20.00%

2－3年 40.00% 40.00%

3年以上 100.00% 100.00%

（3）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理由

应收账款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与以账龄为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组合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存

在显著差异。

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公司对会计估计变更采

用未来适用法处理，无需对以前年度进行追溯调整，对公司以往各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

如以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数据进行测算，此项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2017年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及净资产的影响未超过50%，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由于目前无法预计合并范围内各主体2018年12月31日往来债权的金额，故无法准确确定本次会计估计

变更对合并范围内各主体2018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具体影响。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公司结合实际情况，为更加客观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提供更加可靠、相关

及可比的会计信息，依照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方法等部分会计估计进行变更是

合理的，变更后的会计估计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体现了审慎性原则，能够更

加客观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

四、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经认真审核，基于独立判断立场，我们认为：公司对会计估计的变更事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

公司实际情况，是为了能更加谨慎、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适应公司的发展需要，符

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对上述事宜表示事前认可，

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我们对本次议案进行了审核后认为：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匹配公

司业务发展规模和业务特性。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更客观的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实

际情况。董事会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变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权益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关于

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结合实际情况，为更加客观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提供更加可靠、相关

及可比的会计信息，公司依照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方法等部分会计估计进行变

更。变更后的会计估计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体现了审慎性原则，能够更加客

观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公司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董事意见；

2、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6月19日

证券代码:002602� � � �证券简称：世纪华通 公告编号：2018-050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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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

票（证券简称：世纪华通，证券代码：002602）已于2018年6月12日（星期二）开市起停牌，并于2018年6月12日

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

牌公告》（公告编号：2018-044）。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涉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工作。鉴于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公司盛跃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的审计、评估、尽职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且重

组方案的相关内容仍需进一步商讨和论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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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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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将在2018年6月19日（星期二）开市时起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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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为准。鉴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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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全资子公司上海天马所持

天马有机发光4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优化管理架构，提高管理效率，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18年6月19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收购全资子公司上海

天马所持天马有机发光40%股权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以人民币367,965,019.48元收购全

资子公司上海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天马” ）所持有的上海天马有机发光显

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马有机发光” ）40%的股权，本次收购完成后，天马有机发光

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本次收购以天马有机发光2017年审计报告确定的资产净值为基础， 根据天马有机发光

2017年审计报告，截止2017年12月31日，天马有机发光经审计净资产金额为：919,912,548.70元

人民币。经与上海天马协商确定，天马有机发光4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人民币367,965,019.4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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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重组。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上海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成立日期：2006年04月07日

4、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汇庆路888、889号

5、法定代表人：成为

6、注册资本：103,000万元人民币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787803068D

8、经营范围：从事液晶显示器及相关材料、设备、产品的设计、制造、销售，并提供相关的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和技术转让，自有设备的融物租赁，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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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与本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10、上海天马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上海天马有机发光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成立日期：2013年04月25日

4、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凌空北路3809号

5、法定代表人：成为

6、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0677523625

8、经营范围：有机发光显示器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有机发光技术、从事信息科技领

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自有设备租赁，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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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天马有机发光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0、本次收购前后股东变化

收购前股东情况：

序号 名称 类别 持股比例

1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 60%

2 上海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 法人 40%

收购后股东情况：

序号 名称 类别 持股比例

1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 100%

11、天马有机发光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17年9月30日

（经审计）

2017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人民币元） 3,228,694,006.71 3,313,748,719.17

总负债（人民币元） 2,282,028,917.24 2,393,836,170.47

净资产（人民币元） 946,665,089.47 919,912,548.70

财务指标

2017年1-9月

（经审计）

2017年1-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人民币元） — 105,315,135.62

营业利润（人民币元） -18,100,834.92 -56,365,137.94

净利润（人民币元） -13,288,688.87 -40,041,229.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人民币元） -3,182,457.15 -114,025,927.05

四、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1、协议各方

转让方：上海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

受让方：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 交易形式： 转让方以股权转让的形式向受让方转让其所持有的天马有机发光40%股

权。

3、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股权转让价款的确定以天马有机发光2017年审计报告中确定的净资产为参考依据，天马

有机发光净资产金额为人民币 919,912,548.70元。

各方同意，作为受让股权的对价，公司应向上海天马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为天马有机发

光2017年审计报告中确定的净资产*40%（即上海天马对天马有机发光持股比例），合计人民

币367,965,019.48元。

4、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人员安置问题；不涉及债权债务的转移问题。

5、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各自公章之日成立。

本协议及其任何补充协议在下列条件全部成就后生效：

（1）由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各自公章；

（2）按照协议各方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已通过双方内部审批机构（如股东会或董

事会）批准；

（3）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获得上级单位或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如有）。

五、本次收购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有利于进一步优化管理架构、提高管理效率，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天马有机

发光在收购前作为公司的子公司，其财务报表已纳入合并报表范围，预计本次收购不会对公

司正常生产经营和业绩带来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未来发展

的需要。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六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050� � � �证券简称：深天马A� � � �公告编号：2018-055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6月14日 （星期

四）以书面或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18年6月19日（星期二）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公司

董事会成员7人，实际行使表决权的董事7人，分别为：陈宏良先生、朱军先生、汪名川先生、付

德斌先生、陈泽桐先生、王苏生先生、陈菡女士。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本次会议讨论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收购全资子公司上海天马所持天马有机发光40%股权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为进一步优化管理架构，提高管理效率，董事会同意公司以人民币367,965,019.48元收购

全资子公司上海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所持有的上海天马有机发光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天马有机发光” ）40%的股权，本次收购完成后，天马有机发光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收购全资子公司上

海天马所持天马有机发光40%股权的公告》。

特此公告。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日

2018年 6 月 20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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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24� � � �证券简称：天邦股份 公告编号：2018-050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情况以及公司经营情况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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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期通过投资者互动平台等一些对外互动渠道

了解到投资者比较关注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张邦辉先生股权质押风险等问题。为避免广大投

资者对公司经营情况产生误解，维护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对张邦辉先生质押情

况和公司经营情况进行了认真核查，说明如下：

一、张邦辉先生质押情况说明

截止公告日， 张邦辉先生质押公司股份270,045,000股， 占其所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94.11%，占公司总股本的23.29%。

股权质押主要用途：

1、参与认购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2、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票；

3、为公司参股公司中国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控股股东王彦刚先生、李春花

女士夫妇个人借款质押。

王彦刚先生、李春花女士正在积极安排还款，届时张邦辉先生为其提供的质

押担保也将相应解除，张邦辉先生所持股票的质押率有望在7月底前降至60%以内，风险可

控。

二、公司经营情况说明

公司现金流周转正常，各业务板块生产经营正常开展；公司生猪养殖事业部（汉世伟食品

集团有限公司）养殖成本同比往年持续下降，已达国内先进水平；公司饲料事业部和生物制品

事业部的市场销售也稳步增长。

此外，公司生猪养殖事业部于2018年3月和6月分批从美国CG公司引进2400头世界先进水

平的原种猪入驻贵港汉世伟核心育种场。由此，公司可进一步提升育种效率，提高生产性能，降

低养殖成本。同时避免了后期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可能带来的进口成本上升，甚至于在美国

可能禁止种猪出口中国的情况下，规避了更大潜在风险。

公司管理层对公司发展充满信心，高管及核心员工于2018年6月19日合计增持公司股票28

万股左右。

三、其他提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决策、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699� � � �证券简称：美盛文化 公告编号：2018-069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盛文化"或"公司"）因筹划重大投资事项，经

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本公司股票于2018年2月5日开市起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发布了

进展情况， 具体情况请详见：《关于重大投资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8-003）、《重大

投资事项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8-008）。

2018年2月23日，经公司与有关各方论证和协商，并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的相关规定，确定筹划中的重大投资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为避免股价波动，切实维护

投资者利益，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美盛文化，证券代码：

002699）自2018年2月26日起继续停牌，具体情况请详见：《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

告编号：2018-010）。

公司于2018年3月5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继续停牌，并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

牌期满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5）。2018年4月4日，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申请继续停牌，并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继续停牌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4）。2018年4月17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

2018年5月3日经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申请继续停牌，并披露了《关

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2）。2018年6月5日公司向深

圳证券交易所申请继续停牌，并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继续停牌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8-065）。 同时公司于停牌期间披露了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8-016、2018-017、2018-020、2018-022、2018-025、2018-029、2018-031、2018-53、

2018-055、2018-057、2018-059和2018-067）。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以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工作正在进行中，仍存在不确定性，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广大

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

况。

鉴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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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施分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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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对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常州光洋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洋控股"）的通知，根据光洋控股战略发展需要，光洋控股以存续式分立

的方式，分立为常州光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存续公司，以下简称"存续光洋控股"）和常州

程生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程生控股"）。

本次分立前，光洋控股的注册资本为5540万元，本次分立后，存续光洋控股的注册资本变

更为500万元，程生控股的注册资本为5040万元。存续光洋控股和程生控股的股东和股权比例

均与光洋控股一致，均为：程上楠持有90%股权、程上柏持有5%股权、朱雪英持有5%股权。

鉴于光洋控股的分立， 分立后的存续光洋控股旗下子公司数量不符合相关集团公司的登

记规范，经常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同意解散光洋控股集团，将存续光洋控股的公司名称变

更为 "常州光洋控股有限公司"�（以下仍简称"存续光洋控股"）

本次分立后， 光洋控股自开办以来所产生的一切现有的及至正式分立为止新发生的一切

债权债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切损害赔偿的义务和经营结果（盈亏状况）都将由程生控股承

继（在分立前与债权人就债务清偿达成书面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存续光洋控股承担连带责

任；光洋控股的所有职工由程生控股全部接收，工资及福利待遇不变，如发生劳资纠纷由存续

光洋控股负责解决。

存续光洋控股及新设公司程生控股已全部经常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 完成了相关登

记手续，并领取了《营业执照》，具体情况如下：

1、存续公司：

公司名称：常州光洋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天宁区晋陵北路18号

法定代表人：程上楠

股东：程上楠，占有90%的股权；程上柏，占有5%的股权；朱雪英，占有5%的股权

注册资本：500万元整

经营范围：实业项目的投资；机械、汽车配件制造加工；百货、纺织品、服装、日用品、文体用

品及器械、工艺品、玩具、劳保用品、花卉树木、五金交电、机械设备及配件、电子产品及配件、金

属材料、矿产品、建材、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品）的销售；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

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口的

商品除外）；自营出口本企业自产的各类机械及汽车配件（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出口的商

品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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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新设公司：

公司名称：常州程生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常州市天宁区晋陵北路18号

法定代表人：程上楠

股东：程上楠，占有90%的股权；程上柏，占有5%的股权；朱雪英，占有5%的股权

注册资本：5040万元整

经营范围：实业项目的投资；机械设备及零配件、汽车配件制造加工；百货、纺织品、服装、

日用品、文体用品及器械、工艺品、玩具、劳保用品、花卉树木、五金交电、机械设备及配件、电子

产品及配件、金属材料、矿产品、建材、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品）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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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洋控股实施存续式分立前，持有公司138,833,877股股份，占公司总股份的29.61%。光洋

控股实施存续式分立后，存续光洋控股持有公司138,833,877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9.61%，

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变。本次控股股东存续分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全部完成。

特此公告。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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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费收入公告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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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子公司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期间累计原保险业务收入分别为人民币1,104.68亿元、 人民币

505.40亿元注。

上述累计原保险业务收入数据未经审计，提请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6月20日

注： 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合并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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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筹划重大事项的

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日前接到公司子公司江苏森萱医药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森萱医药，证券代码：830946）的通知，森萱医药因筹划重大事项向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申请于2018年6月20日起停牌，预计股票恢复转让日

期不晚于2018年9月19日。

公司将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状况，及时发布进展公告。

特此公告。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6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