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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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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票（股票简称：中南文化，股票代码：002445）自2018年6月20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2、本次拟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并注

意投资风险。

一、前次停牌情况

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6月12日收到控股股东江阴中南重工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南重工集团"）的告知函，因近日公司股价连续下跌，中南重工集团持有的公司部分

股票已触及平仓线。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

中南文化，证券代码：002445）自2018年6月13日开市时起停牌。 具体详见公司于2018年6月13日披露的《关

于控股股东质押股票触及平仓线暨公司股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44）。

二、本次停牌事由及工作安排

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预计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资产，拟收购标的公司100%

股权，标的公司为文化行业，本次收购的估值不低于10.8亿元。 鉴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信息披

露公平、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中小板信

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4�号-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中南

文化，证券代码：002445）自2018年6月20日开市时起继续停牌。

本公司承诺争取停牌时间不超过1个月。即争取在2018年7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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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公司将根据重组推进情况确定是否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延期复牌申请未获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的，公

司股票将于2018年7月13日开市起复牌，同时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是否继续推进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及相关原因。如本公司在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相关公告。 如公司股票停牌时间累计未超过3个月的，公司承诺自公告之日起至少1个月内不再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如公司股票停牌时间累计超过3个月的，公司承诺自公告之日起至少2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

三、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主要情况

（一）标的资产

1、公司名称：华商智汇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0723193367

3、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4、法定代表人：项华

5、注册资本：14565.620000万

6、成立日期：2013年07月03日

7、住所：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扎西路西藏人力资源管理有限责任公司21号工位

8、经营范围：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外广告；企业形象策划；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计算机网

络技术服务；会展服务【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营该项目】

（二）交易对方

项华、冯建国、谷斌和刘小凤

（三）与交易对方沟通、协商情况

公司与项华、冯建国、谷斌和刘小凤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签订了《合作协议书》主要内容如下：

1、交易各方

甲方：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1：项华

乙方2：冯建国

乙方3：谷斌

乙方4：刘小凤

2、交易方式

甲方向包括乙方在内的标的公司股东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该等股东所持有的标的公司的

全部股权。

3、标的资产及作价

标的资产为华商智汇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按照标的公司2019年预计利润不低于9000万元的12倍PE，即

不低于10.8亿元对价收购标的公司100%股权，其中部分对价采用发行股份支付，部分对价采用现金支付，各

自部分对价比例尚在商讨过程中。 具体价格及对价比例待尽调结束后确定。

双方积极推进本次收购，尽快就本次收购的价格、收购的方式、价款支付方式、支付时间、业绩承诺及

利润补偿等事宜达成一致，并签署正式的资产收购协议。

4、关于业绩补偿及股份锁定安排

关于具体的业绩补偿方案及股份锁定方案，将在签署的正式协议中进行约定。

四、中介机构聘请情况

公司拟聘请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国枫律师事

务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中介机构，开展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

五、停牌期间安排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5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进展公告，并严格做好信息保密工作，及时进行内幕

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 同时，公司将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报批和审议程序，督促相关中介机构加

快工作，尽快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并披露符合规定的相关文件。

六、风险提示

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司

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

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相关公告。

七、备查文件

1、《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申请表》；

2、《合作协议书》；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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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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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宇顺电子” ）于2018年6月19日收到控股股东中

植融云（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植融云” ）的一致行动人中植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植产投” ）的通知，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以及看好中国资本市场长期投资的价值，中植产投

于2018年6月14日至2018年6月15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本次增持前持股情况

本次增持前，公司控股股东中植融云及其全资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丰瑞嘉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丰瑞嘉华” ）、公司控股股东中植融云的一致行动人中植产投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3,072,856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18.94%，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中植融云

23,592,492 8.42%

丰瑞嘉华

9,789,708 3.49%

中植产投

19,690,656 7.03%

合计

53,072,856 18.94%

公司控股股东中植融云及其一致行动人除持有上述公司股份53,072,856股外，公司股东魏连速先生将

其持有的公司股份7,861,635股的表决权全权委托给控股股东中植融云。 公司控股股东中植融云及其一致

行动人在公司拥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合计为60,934,49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74%。

二、本次增持情况

1、增持主体：中植产投，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相关规

定，其为公司的关联法人，系控股股东中植融云的一致行动人。

2、增持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以及看好中国资本市场长期投资的价值。

3、增持资金：自筹资金。

4、增持情况：中植产投根据市场情况，于2018年6月14日至2018年6月15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了公司股份，具体如下：

增持主体 增持日期 增持方式

增持数量

（股）

增持价格区间

（元

/

股）

增持数量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中植产投

2018-6-14

竞价交易

652,000 8.66-9.13 0.23%

2018-6-15

竞价交易

3,385,600 8.58-9.07 1.21%

合计

4,037,600 -- 1.44%

三、本次增持后持股情况

本次增持后，公司控股股东中植融云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7,110,456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20.38%，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增持前持股数量及比例 本次增持

股份数量

（股）

增持后持股数量及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中植融云

23,592,492 8.42% - 23,592,492 8.42%

丰瑞嘉华

9,789,708 3.49% - 9,789,708 3.49%

中植产投

19,690,656 7.03% 4,037,600 23,728,256 8.47%

合计

53,072,856 18.94% 4,037,600 57,110,456 20.38%

公司控股股东中植融云及其一致行动人除持有上述股份57,110,456股外，公司股东魏连速先生将其持

有的公司股份7,861,635股的表决权全权委托给控股股东中植融云。 公司控股股东中植融云及其一致行动

人在公司拥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合计为64,972,09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18%。

四、后续增持计划

中植产投及其一致行动人于2017年6月16日在《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披露，基于对宇顺电子未来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国内资本市场长期投资的看好，后续中植产投及其一致

行动人将根据宇顺电子的运营和发展状况以及市场情况，在宇顺电子股票价格不超过28元/股（如发生权

益分派，股价将相应进行调整）时，择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允许的方式继续增持宇顺电子股份，继续增持

股份总数不超过宇顺电子总股本的10%。 2018年6月13日至2018年6月15日，中植产投已合计增持公司股份8,

921,3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18%。

本次增持后，中植产投及其一致行动人计划自2018年6月19日起12个月内，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择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允许的方式增持宇顺电子股份，计划增持股份

数量占宇顺电子总股本的6.5%；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宇顺电子股票如因筹划重大事项等情形出现连续停牌

10个交易日以上的，增持期限将相应顺延。

五、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增持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2、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中植产投及其一致行动人中植融云、丰瑞嘉华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

3、中植产投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在本次增持完成后，在法律法规规定的锁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

4、本次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

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5、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持续关注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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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2018年度在江西银行开展

存贷业务的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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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否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公司在江西银行开展存贷款业务符合公司资金管理需要，有利于公司提高融资效

率，满足公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 相关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述

关联交易对公司的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不会对江西银行形成依赖。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满足公司的流动资金周转的需求，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公司及子公司拟向江西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银行” ）申请开展存款、贷款综合业务。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预计

2018年度在江西银行贷款业务（包括申请贷款综合授信、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等）规模不高于人民币5亿

元，存款业务（活期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等各种存款业务）日最高存款余额不超过 2亿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方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晓明

注册资本：46.78亿元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金融大街699号

成立日期：1998年2月18日

经营范围：人民币业务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外汇业务；办理票据贴

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从事同业拆借；提供担保；代理收付款

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业务；办理地方财政信用周转使用资金的委托存贷款业务；经中国银行业监

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以上项目凭金融许可证经营）。

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截至2017年12月31日，江西银行总资产3,700.05亿元，所有者权益232.72亿元；

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94.62亿元，利润总额37.41亿元，净利润29.15亿元。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控股股东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省高速集团” ） 持有江西银行

20.04%的股份，为江西银行第一大股东，省高速集团高级管理人员阙泳先生、李占荣先生在江西银行担任董

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规定，江西银行为公司的关

联方。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公司在江西银行开展存贷款业务遵循市场定价原则，相关存款利率不低于同期存款基准利率，相关贷款

利率不高于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或同等条件下市场化利率水平。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江西银行开展存贷款业务符合公司资金管理需要，有利于公司提高融资效率，满足公司生产经营

资金需求。 相关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的独立

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不会对江西银行形成依赖。

五、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2018年6月19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 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预计2018年度在江西银行开展存贷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谢泓女士、陶毅先生、蒋晓密先生回

避了表决。

（二）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预计2018年度在江西银行开展存贷业务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

发表了以下独立意见：

1、本次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公司在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的日常存贷款行为，符合相关法规、规则的

规定；

2、公司在江西银行开展存贷款业务符合公司资金管理需要，有利于公司提高融资效率，满足公司生产经

营资金需求。 相关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3、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审议关联交易议案的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在本次

董事会会议上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特此公告。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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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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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8年6月19日在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朝

阳洲中路367号赣粤大厦八楼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5人，实到监事5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会议由监事余祖勤先生主持，经过与会人员充分审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主席的议案》，一致同意选举余祖勤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附件：公司监事会主席简历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6月20日

附件：

公司监事会主席简历

余祖勤：男，1969年出生，本科学历，现任公司纪委书记、监事会主席。历任温沙高速公路管理处纪委副书

记、监察室主任、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江西省高速集团抚州管理中心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2017年4月起

任公司纪委书记，2017年8月起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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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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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8年6月19日在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朝

阳洲中路367号赣粤大厦八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 会

议由董事王国强先生主持，与会人员经过充分研究和讨论，表决通过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董事王国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会议决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下设战略与投资决策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各专门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公司战略与投资决策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

任委员、委员、秘书组组长及各办公室主任、成员由以下人员组成：

（一）战略与投资决策委员会

主任委员：王国强

委员：李柏殿、任晓剑、李红玲、陶毅

秘书组组长：梁志爱

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研究发展部。 成员如下：

主任：熊长水

副主任：梁志爱

成员：由公司研究发展部、董事会办公室、财务部、资产管理部、纪检监察室等部门负责人组成。

（二）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黎毅

委员：李柏殿、任晓剑、李红玲、蒋晓密

秘书组组长：龚春芳

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审计内控部。 成员如下：

主任：邹龙赣

成员：由公司审计内控部、董事会办公室、财务部、资产管理部、工程管理中心等部门负责人组成。

（三）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红玲

委员：王国强、任晓剑、黎毅、李小松

秘书组组长：付艳

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董事会办公室。 成员如下：

主任：熊长水

成员：由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人力资源部、纪检监察室等部门负责人组成。

（四）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任晓剑

委员：李红玲、黎毅、谢泓、蒋晓密

秘书组组长：付丽

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人力资源部。 成员如下：

主任：李小松

成员：由公司人力资源部、财务部、资产管理部等部门负责人组成。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党委会同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审议表决，会议决定聘任董事李柏殿先

生为公司总经理。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党委会同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审议表决，会议决定聘任熊长水先生为

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级）。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党委会同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审议表决，会议决定聘任王德山先生、

漆志平先生、吴革森先生、饶美生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邹龙赣先生为公司总经济师（副总经理级）；梁志爱

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助理。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会议决定聘任付艳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18年度在江西银行开展存贷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的流动资金周转的需求，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公司及子公司拟向江西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银行” ）申请开展存款、贷款综合业务。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预计

2018年度在江西银行贷款业务规模不高于人民币5亿元，存款业务日最高存款余额不超过2亿元。

本公司控股股东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省高速集团” ） 持有江西银行

20.04%的股份，为江西银行第一大股东，省高速集团高级管理人员阙泳先生、李占荣先生在江西银行担任董

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规定，江西银行为公司的关

联方。 鉴于该事项为关联事项，关联董事谢泓女士、陶毅先生、蒋晓密先生均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附件：1、公司董事长简历；

2、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3、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6月20日

附件1：

公司董事长简历

王国强：男，1965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会计师，现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历任江

西省公路局筑路机械厂团委书记、财务科科长，江西省公路机械工程局服务中心副主任、主任、第三工程处处

长、第二工程处处长、安全生产部部长兼事业拓展部部长、副局长，江西省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江

西省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8年3月起任公司党委书记，2018年6月起任公司董事长。

附件2：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李柏殿：男，1975年出生，公共管理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历任江

西省高等级公路管理局工程队副队长，赣州管理处养护中心副主任（主持工作），泰井管理处主任工程师、副

处长，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泰和管理中心副总经理、正处级干部、总经理，新疆克州交通运

输局副局长(援疆)。 2017年11月起任公司党委副书记，2018年1月起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王德山：男，1960年出生，本科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历任江西德兴公路段助理工

程师，江西省公路管理局上饶公路分局（现上饶市公路管理局）副科长、科长，上饶市公路管理局总工程师、

局长，江西省交通厅梨温高速公路项目办A段管理处常务副处长，上饶二上战备公路建设指挥部指挥长，江

西省交通厅乐温高速公路项目办常务副主任兼总工程师，本公司董事。2010年4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2010年

12月起任公司党委委员。 现兼任江西省交通运输厅昌铜高速公路项目办常务副主任。

漆志平：男，1965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政工师，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历任江西省高等级公路管理局沙

河、共青管理所副书记、副所长（主持工作），本公司银三角甲站站长、庐岛收费所所长、总经理助理，江西省

交通运输厅彭泽至湖口高速公路项目办公室副主任，江西方兴科技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本公司董事。 2009

年1月起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现兼任江西高速实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

吴革森：男，1967年出生，高级工商管理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历任江西都昌公路

段副段长，江西省都昌公路分局局长，江西省高等级公路管理局工程养护管理处副处长，九江长江公路大桥

项目前期办工程处长，江西省高等级公路管理局工程养护管理处党总支书记，江西赣粤高速公路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2015年8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

饶美生：男，1967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历任江西省公路物资储运总站副站

长、江西省公路管理局交通工程公司经理、江西省公路管理局后勤中心副主任（正科级）、江西省公路局县乡

公路管理处处长（副处级）、江西省公路管理局后勤服务中心主任、江西畅行高速公路服务区开发经营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 2018年6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

熊长水：男，1967年出生，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第二届董秘委员会常务委员，江西

省上市公司协会理事，中国公路学会投融资分会理事，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级）。历任江西省高等

级公路管理局经济师，本公司筹备办工作人员、公司董事。 1998年3月起任公司董事会秘书，2011年4月因蝉联

五届《新财富》金牌董秘而入选“金牌董秘名人堂” ，2012年获《证券时报》“中国董秘勋章” ，2014年4月被

《新财富》评为“十年中国好董秘” ，2014年11月获《董事会》“杰出董秘奖” ，2016年12月和2018年1月分别获

《董事会》“功勋董秘”称号。 经中国保监会保监许可〔2016〕1302号核准，2016年12月起担任恒邦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邹龙赣：男，1965年出生，本科学历，正高级会计师，现任公司总经济师（副总经理级）。 历任江西省高等

级公路管理局审计科副科长（主持工作），本公司筹备办综合组负责人、综合部经理、总会计师，上海嘉融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监事、董事、江西赣粤高速公路养护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2009年6月起任公司总经济师。

现兼任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梁志爱：男，1973年出生，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现任公司总经理助理。 历任昌泰公司人力资源部经

理、本公司研究发展部经理、江西嘉圆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2012年4

月起任公司总经理助理。现兼任上海嘉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江

西公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附件3：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付艳：女，1977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现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证券事务代表，机关第

一党支部书记。 历任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上海嘉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现兼任江西昌铜高速

公路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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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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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西省南昌市朝阳洲中路367号赣粤大厦一楼会议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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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70,653,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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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54.4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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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总经理李柏殿先生主持。 会议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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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吴克海先生、董事陈毓书先生、阙泳先生、钟家毅先生因公未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陈志庭先生因公未出席；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4名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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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7,682,545 96.6182 41,940,256 3.3006 1,030,700 0.0812

2、议案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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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7,568,945 96.6092 42,000,256 3.3054 1,084,300 0.0854

3、议案名称：《2017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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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7,449,145 96.5998 42,085,056 3.3120 1,119,300 0.0882

4、议案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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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7,718,045 96.6209 42,039,056 3.3084 896,400 0.0707

5、议案名称：《2017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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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7,296,545 96.5878 42,528,356 3.3469 828,600 0.0653

6、议案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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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8,956,455 96.7184 41,631,846 3.2764 65,200 0.0052

公司决定以2017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2,335,407,01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7元（含

税）。 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397,019,192.38元。 剩余可分配利润留待以后年度分配。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债务融资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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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7,195,700 96.5798 43,177,701 3.3980 280,100 0.0222

公司决定2018年度公司通过债务方式融资总额不超过50亿元人民币， 其中新增融资净额不超过30亿元

人民币。

为提高公司债务融资效率和灵活性，授权公司董事长在董事会闭会期间，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根

据金融市场情况全权决定债务融资有关事宜。

决议有效期：自决议通过之日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之日为止。

8、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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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7,155,645 96.5767 42,483,156 3.3434 1,014,700 0.0799

公司决定聘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18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负

责本公司及所属子公司2018年度的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费用总额不超过140万元（其中：财务审计

费用90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50万元）。

9、议案名称：《赣粤高速分红回报规划（2018年-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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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8,039,245 96.6462 42,378,756 3.3351 235,500 0.0187

10、议案名称：《赣粤高速2016年度业绩奖励基金计提和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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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7,411,200 96.5968 43,148,301 3.3957 94,000 0.0075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

）

是否当选

11.01

王国强

1,227,457,295 96.6004

是

11.02

李柏殿

1,226,638,185 96.5360

是

11.03

李小松

1,227,134,549 96.5750

是

11.04

谢泓

1,227,135,744 96.5751

是

11.05

陶毅

1,227,139,766 96.5754

是

11.06

蒋晓密

1,227,644,566 96.6152

是

经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投票表决，会议选举王国强先生、李柏殿先生、李小松女士、谢泓女士、陶毅

先生和蒋晓密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董事任期自2018年6月19日起计算，任期三年。

2、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

）

是否当选

12.01

任晓剑

1,226,767,667 96.5461

是

12.02

李红玲

1,226,653,204 96.5371

是

12.03

黎毅

1,227,122,844 96.5741

是

经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投票表决，会议选举任晓剑先生、李红玲女士和黎毅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任期自2018年6月19日起计算，任期三年。

3、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

）

是否当选

13.01

余祖勤

1,227,066,666 96.5697

是

13.02

刘详扬

1,226,622,861 96.5348

是

13.03

罗慧俐

1,226,806,646 96.5492

是

经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投票表决，会议选举余祖勤先生、刘详扬先生和罗慧俐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

事会监事。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以上三位同志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监事朱首校先生

和龚春芳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监事任期自2018年6月19日起计算，任期三年。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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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6

《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5,100,133 26.5860 41,631,846 73.2991 65,200 0.1149

8

《关于聘请公司

2018

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13,299,323 23.4154 42,483,156 74.7980 1,014,700 1.7866

9

《赣粤高速分红回报规划

（

2018

年

-2020

年）》

14,182,923 24.9711 42,378,756 74.6141 235,500 0.4148

11.01

王国强

13,600,973 23.9465

11.02

李柏殿

12,781,863 22.5043

11.03

李小松

13,278,227 23.3783

11.04

谢泓

13,279,422 23.3804

11.05

陶毅

13,283,444 23.3875

11.06

蒋晓密

13,788,244 24.2762

12.01

任晓剑

12,911,345 22.7323

12.02

李红玲

12,796,882 22.5308

12.03

黎毅

13,266,522 23.3577

13.01

余祖勤

13,210,344 23.2588

13.02

刘详扬

12,766,539 22.4774

13.03

罗慧俐

12,950,324 22.8009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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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攀峰、孙矜如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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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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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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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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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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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18年6月15日以书面传真、电子邮

件等方式发出。 会议于2018年6月1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到董事8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8名，会议由董事

长王久芳提议召开，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有效成立。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表决结果： 8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议案相关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0）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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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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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一）财务资助事项情况概述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与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开发位

于重庆市巴南区李家沱组团S分区S42-4/04号宗地，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市康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康瀚置业” ）持有项目公司重庆南锦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锦联房地产” ）10%股份。

现因合作项目开发需要，为支持房地产合作项目开展，满足参股公司项目合作开发的资金需求，经双

方共同协商，公司控股子公司“康瀚置业”拟向“南锦联房地产”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的财务

资助。 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也按出资比例以同等条件向“南锦联房地产”提供股东借款。

（二）审议情况

2018年6月19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

案》，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分别于2018年2月9日、2018年2月28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

和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进行授权管理的议案》。 详见分别于2018年2月12日、2018年3月1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

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进行授权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0）和《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25）。

根据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在授权范围内，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每一笔财务资助的

具体事项。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康瀚置业”拟向“南锦联房地产”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的财

务资助，属于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由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二、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财务资助对象：重庆南锦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财务资助金额：10,000万元

（三）资金用途：用于房地产项目投资资金及运营费用

（四）本次财务资助的期限：在“南锦联房地产” 扣除项目发展资金及运营费用后有结余资金归还借

款时

（五）财务资助利率：无息

（六）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三、资助对象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重庆南锦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三）注册地点：重庆市巴南区智云大道1580号5幢3单元2楼1号

（四） 成立日期：2018年2月28日

（五）法定代表人：喻林强

（六）注册资本：壹亿元整

（七）实际控制人：黄红云

（八）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

（九）股权结构：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90%股份，重庆市康瀚置业有限公司持有该

公司10%股份。

（十）关联情况：“南锦联房地产”为公司参股公司，与上市公司无其他关联关系，且“南锦联房地产”

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

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十一）最近一期的财务指标：截止2018年3月31日总资产0元，总负债0元，净资产0元。 2018年3月实现

营业收入0元，利润总额0元，净利润0元。

（十二）信用等级状况：信用状况良好。

（十三）公司上一会计年度对该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金额：无。

（十四）项目概况：“南锦联房地产”所开发项目重庆巴南区李家沱组团S分区S42-4/04号宗地面积42,

511平方米，容积率≤2.8，建筑密度≤35%，绿地率≥35%。 该区域位于重庆市主城区，周边配套设施齐全，预

计能取得较好的投资收益。

四、风险防控措施

本次财务资助为公司与合作方按权益比例以同等条件向参股公司提供股东借款， 符合房地产项目开

发惯例。 参股公司重大事项需经其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共同商议后决策，同时公司将委派相关人员至“南锦

联房地产” ，进行财务、经营方面的有效管控，保证资金安全。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资助主要用于“南锦联房地产” 开发项目的投资资金及运营费用，以满足项目开发的资金需要，

也有利于加快项目的开发进程，使项目顺利完工并销售。“南锦联房地产”所开发项目位于重庆市主城区，

周边配套设施齐全，预计能取得较好的投资收益，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

“南锦联房地产”的其它股东也按出资比例以同等条件对该公司进行资助。 因此，本次资助行为有助

于项目的顺利推进，且不会损害公司与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的财务资助事项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合作项目开发、营销的需求，有利于加快项目的开发进程，

且项目本身预计盈利能力较强，具有较好的偿付能力。 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和

公司的有关规定履行了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未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

中小股东的利益。 董事会审议该事项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因此，同意本次财务资助事项。

七、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包括本次对外提供的财务资助）累计对外提供的财务资助余额

为163,797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38.83%。

公司无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逾期的情况。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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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股东部分股票解除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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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荣安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荣安集团” ）函告，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解除的手续，

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票质押式回购解除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股数

（万股）

初始交易日 购回交易日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比例

荣安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是

14,350 2017/08/11 2018/06/14

招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9.40%

合计

- 14,350 - 9.4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荣安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1,525,939,995�股，占公司总股本 （3,183,922,485�股）的

47.93%� ； 荣安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470,939,995� 股， 占公司总股本（3,183,922,485�

股）的 77.61%。

本次部分股票质押式回购解除后， 荣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本公司股权累计质押股数为104,287万

股，占该公司所持本公司股份的68.34%，占本公司总股份的32.75%。

二、备查文件

1、相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六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