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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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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于2018年5月3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 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6月21日 （星期四）14：0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6月20日

-2018年6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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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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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6月

20日15:00-2018年6月21日15:00。

（三）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褚浚。

（四）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南昌县小蓝经济开发区小蓝中大道 66�号公司综合大楼三

楼会议室。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一）会议出席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8名，代表股份320,797,172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1697%。 其中：

1、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8名，代表股份320,672,06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1399%。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名，代表股份125,1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0％。

（二）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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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同）共11名，代表股份396,012�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792%。 以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

统提供机构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验证其身份。

（三）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吴洪平先生和樊

翔先生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会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20,675,96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2%；反对120,81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7%；弃权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7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3918%；反对120,8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5072%；弃权4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0%。

本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吴洪平先生和樊翔先生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

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均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盈科（南昌）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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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锁定股份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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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回购注销锁定股份共涉及46名股东，回购注销的锁定股份数量共计99,071,875股，均

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合计占本次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5.539%。

2.本次99,071,875股锁定股份由公司以总价人民币1元回购注销。

3.本次回购的股票已于2018年6月2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

注销手续，公司股份总数由1,788,579,717股减少至1,689,507,842股。

一、本次锁定股份回购注销的背景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北新建材）于2016年10月19日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向泰安市国泰民安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364号），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6

年10月20日披露的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的公

告》。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泰安市国泰民安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泰安市和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10个有限合伙企业及贾同春等35名自

然人（以下合称原泰山石膏少数股东）合计持有的泰山石膏有限公司（原名泰山石膏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山石膏）35%股权，股份发行价格为11.20元/股（经除权除息调整），股份发

行数量合计为374,598,125股，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原泰山石膏少数股东 发行股份数量（股)

1 泰安市国泰民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71,244,857

2 贾同春 121,616,516

3 泰安市和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881,390

4 任绪连 7,565,034

5 薛玉利 4,814,113

6 曹志强 4,607,793

7 朱腾高 4,126,382

8 吕文洋 2,750,921

9 张彦修 2,750,921

10 万广进 2,750,921

11 任雪 2,750,921

12 泰安市新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255,756

13 泰安市万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214,492

14 泰安市鸿潮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180,105

15 泰安市浩展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138,841

16 泰安市昌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118,210

17 泰安市锦绣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104,455

18 泰安市兴和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097,578

19 米为民 2,097,578

20 张建春 2,097,578

21 泰安市顺昌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083,823

22 泰安市凡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063,191

23 朱经华 2,063,191

24 李作义 2,063,191

25 杨正波 2,063,191

26 钱凯 1,375,461

27 付廷环 1,375,461

28 孟兆远 1,375,461

29 秦庆文 1,031,596

30 郝奎燕 1,031,596

31 段振涛 687,730

32 孟繁荣 550,184

33 毕忠 481,411

34 康志国 405,761

35 王力峰 343,865

36 岳荣亮 343,865

37 黄荣泉 343,865

38 袁传秋 343,865

39 徐福银 343,865

40 张广淼 343,865

41 徐国刚 302,601

42 陈歆阳 302,601

43 李秀华 295,724

44 刘美 288,847

45 张纪俊 275,092

46 房冬华 254,460

合计 374,598,125

上表中，泰安市和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10个有限合伙企业及贾同春等35名自然人于

2016年7月22日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约定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共同行使北新建材的股东

权利，在北新建材的股东大会中采取一致行动，为一致行动人。

本次交易发行的新增股份374,598,125股已于2016年全部完成发行上市， 股份性质均为有

限售条件流通股， 股份锁定期为自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发行上市之日起36个月。 本次交易完成

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788,579,717股。 原泰山石膏少数股东同意就标的资产的或有风险进行

补偿，对其获得的99,071,875股北新建材股份进行锁定，以保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或有风险指

泰山石膏因诉讼、仲裁和行政处罚事项以及未来产业政策及税收政策变化、经济调控、行业变

化而可能发生的经济损失风险。

2.对锁定股份回购注销的依据

（1）协议约定的回购注销条件

根据北新建材与原泰山石膏少数股东签署的《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原泰山石膏少数股东应对

标的资产的或有风险进行补偿，并将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合计99,071,875股北新建材股份

进行锁定。自本次交易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若北新建材年报审计机构确认或有风险

发生或实际发生损失，则由北新建材以1元的价格对该部分锁定的股份进行回购并注销，并承

担或有风险损失。 若自本次交易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满36个月，或有风险未发生，则亦由北新

建材以1元的价格对该部分锁定的股份进行回购并注销。

（2）或有风险发生

美国佛罗里达州房屋开发商Lennar� Homes, � LLC和U.S. � Home� Corporation （以下合称

Lennar）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戴德县第十一巡回法院针对包括北新建材、泰山石膏等多

家中国公司在内的多家企业提起诉讼，其中，针对北新建材、泰山石膏，Lennar就其宣称的在其

建造的房屋中因安装北新建材或泰山石膏生产的石膏板而造成的所谓损害及其他损害提出损

害赔偿请求。

2017年6月泰山石膏与Lennar达成和解协议， 泰山石膏将支付600万美元以达成全面和解。

2017年7月泰山石膏支付了前述全部和解费用。

（3）锁定股份已符合回购注销条件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出具《关于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回购

锁定股份事项的专项说明的审计报告》（天职业字[2017]17498号），确认前述诉讼事项已触及

或有风险的发生并已实际发生损失。

原泰山石膏少数股东已分别出具确认函， 确认就标的资产或有风险进行补偿而锁定的股

份已符合回购注销条件，并同意按相关约定履行或有风险补偿义务。

二、锁定股份回购注销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根据《框架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的约定，公司应以总价1元的价格对原泰山石膏少数股

东合计持有的并已锁定的99,071,875股公司股份进行回购并注销。

公司于2017年12月2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 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回购注销国泰民安投资、和达投资等10个有限合伙企业及贾同春等35

名自然人锁定股份的议案》。 本次锁定股份回购注销事项构成关联交易，独立董事已就此发表

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公司于2018年1月8日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上述事项。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7年12月23日、2018年1月9日刊登在 《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站（网址：http://www.cninfo.com.

cn）的公告。

三、锁定股份回购注销完成情况

1.本次回购注销锁定股份的价格及数量

公司本次以总价1元的价格对原泰山石膏少数股东合计持有的、 已锁定的99,071,875股公

司股份进行回购并注销。 回购注销的原泰山石膏少数股东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原泰山石膏少数股东 回购注销股份数量（股）

1 泰安市国泰民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5,290,000

2 贾同春 32,164,540

3 泰安市和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084,431

4 任绪连 2,000,763

5 薛玉利 1,273,213

6 曹志强 1,218,647

7 朱腾高 1,091,325

8 吕文洋 727,550

9 张彦修 727,550

10 万广进 727,550

11 任雪 727,550

12 泰安市新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96,591

13 泰安市万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85,678

14 泰安市鸿潮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76,583

15 泰安市浩展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65,670

16 泰安市昌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60,214

17 泰安市锦绣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56,576

18 泰安市兴和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54,757

19 米为民 554,757

20 张建春 554,757

21 泰安市顺昌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51,119

22 泰安市凡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45,663

23 朱经华 545,663

24 李作义 545,663

25 杨正波 545,663

26 钱凯 363,775

27 付廷环 363,775

28 孟兆远 363,775

29 秦庆文 272,831

30 郝奎燕 272,831

31 段振涛 181,888

32 孟繁荣 145,510

33 毕忠 127,321

34 康志国 107,314

35 王力峰 90,944

36 岳荣亮 90,944

37 黄荣泉 90,944

38 袁传秋 90,944

39 徐福银 90,944

40 张广淼 90,944

41 徐国刚 80,030

42 陈歆阳 80,030

43 李秀华 78,212

44 刘美 76,393

45 张纪俊 72,755

46 房冬华 67,298

合计 99,071,875

2.锁定股份回购注销完成情况

由于本次股份回购注销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的减少， 公司于2018年1月9日在 《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站（网址：http://www.cninfo.

com.cn）发布了《关于回购注销国泰民安投资、和达投资等10个有限合伙企业及贾同春等35名

自然人锁定股份的债权人通知暨减资公告》。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自2018年1月9日至

2018年2月22日），公司未收到债权人提出的由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的要求。

公司已向原泰山石膏少数股东支付了本次股份回购注销的对价人民币1元，并已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本次股份回购注销手续。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锁定股份的回购注销手续已完成。

四、本次锁定股份回购注销前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股份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788,579,717股减少至1,689,507,842股。

1.公司股权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股份回购注销完成前后（以2018年5月31日股权结构测算），公司股权结构变化情况

见下表：

股东名称

本次股份回购注销前 本次股份回购注销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639,065,870 35.73% 639,065,870 37.83%

泰安市国泰民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71,244,857 9.57% 125,954,857 7.46%

贾同春 121,616,516 6.80% 89,451,976 5.29%

其他股东 856,652,474 47.90% 835,035,139 49.42%

合计 1,788,579,717 100.00% 1,689,507,842 100.00%

2.贾同春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限售股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股份回购注销完成前后，贾同春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限售股数量变化情况见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股份回购注销前持有限售股

数量（股）

本次股份回购注销后持有限售股

数量(股）

1 贾同春 121,616,516 89,451,976

2 泰安市和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881,390 5,796,959

3 任绪连 7,565,034 5,564,271

4 薛玉利 4,814,113 3,540,900

5 曹志强 4,607,793 3,389,146

6 朱腾高 4,126,382 3,035,057

7 吕文洋 2,750,921 2,023,371

8 张彦修 2,750,921 2,023,371

9 万广进 2,750,921 2,023,371

10 任雪 2,750,921 2,023,371

11 泰安市新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255,756 1,659,165

12 泰安市万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214,492 1,628,814

13 泰安市鸿潮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180,105 1,603,522

14 泰安市浩展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138,841 1,573,171

15 泰安市昌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118,210 1,557,996

16 泰安市锦绣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104,455 1,547,879

17 泰安市兴和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097,578 1,542,821

18 米为民 2,097,578 1,542,821

19 张建春 2,097,578 1,542,821

20 泰安市顺昌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083,823 1,532,704

21 泰安市凡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063,191 1,517,528

22 朱经华 2,063,191 1,517,528

23 李作义 2,063,191 1,517,528

24 杨正波 2,063,191 1,517,528

25 钱凯 1,375,461 1,011,686

26 付廷环 1,375,461 1,011,686

27 孟兆远 1,375,461 1,011,686

28 秦庆文 1,031,596 758,765

29 郝奎燕 1,031,596 758,765

30 段振涛 687,730 505,842

31 孟繁荣 550,184 404,674

32 毕忠 481,411 354,090

33 康志国 405,761 298,447

34 王力峰 343,865 252,921

35 岳荣亮 343,865 252,921

36 黄荣泉 343,865 252,921

37 袁传秋 343,865 252,921

38 徐福银 343,865 252,921

39 张广淼 343,865 252,921

40 徐国刚 302,601 222,571

41 陈歆阳 302,601 222,571

42 李秀华 295,724 217,512

43 刘美 288,847 212,454

44 张纪俊 275,092 202,337

45 房冬华 254,460 187,162

合计 203,353,268 149,571,393

五、锁定股份回购注销对公司每股收益的影响

单位：元/股

项目 2017年度

按本次回购注销前公司股本总额计算的基本每股收益 1.311

按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本总额计算的基本每股收益 1.387

六、风险提示

触发本次股份回购注销的具体案件为Lennar案（详见公司于2017年6月23日发布的《关于

美国石膏板诉讼中Lennar案和解的公告》）。 而Lennar案是美国石膏板多区合并诉讼

（Multidistrict� Litigation，以下简称MDL案）之外的一个独立案件，MDL案目前仍在进行中。 本

次股份回购注销并不代表美国石膏板诉讼案件的终结。 北新建材和泰山石膏已经分别聘请律

师就美国石膏板诉讼案件的应诉策略以及对北新建材和泰山石膏的影响进行研究和评估。 目

前北新建材和泰山石膏难以准确预测美国石膏板诉讼的案件数量及最终结果， 也无法准确预

估美国石膏板诉讼可能对北新建材和泰山石膏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对公司损益的影响。

北新建材及泰山石膏将继续本着对投资者、消费者和行业负责任的态度，对美国石膏板诉

讼持续高度重视，并审慎应对和处理。北新建材将密切关注案件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002438� � � �证券简称：江苏神通 公告编号：2018-051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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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8年5月8日召开的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和通过。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载于2018年

5月9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公告编号：2018-037）。

2018年5月1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激励对象黄怡先生、黄美双女士已离职，陈

伟正先生已退休，陈林先生因个人原因退出第三个解锁期股权激励，公司决定对上述4名员工已

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共计10.6万股进行回购注销处理，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本次部分限制性股票回

购注销事宜已于2018年5月25日办理完成,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5月26日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8-045）。 此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导致公司2017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后至实施

期间公司股本总额由485,878,156股变更为485,772,156股。公司总股本因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因素

影响而有所变动，公司将保持每 10�股利润分配的额度不变，相应变动利润分配总额。

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是一致的； 本次权益分

派实施时间距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85,772,15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0.250000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 扣税后， 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

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225000元； 持有首发后限售股、

股权激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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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

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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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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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25000元；

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为：2018年6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18年6月2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8年6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8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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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536 湖州风林火山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 00*****281 吴建新

3 01*****564 张逸芳

4 01*****927 黄高杨

5 01*****466 郁正涛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18年6月19日至登记日2018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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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江苏省启东市南阳镇，神通阀门3号基地

咨询联系人：章其强、陈鸣迪

咨询电话：0513-83335899、83333645

传真电话：0513-83335998

七、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本次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6月22日

证券代码：600182� � � �证券简称：S佳通 公告编号：2018-022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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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税前的每股现金红利0.108元

扣税后的每股现金红利如下：

其中流通股如下：

（1）持有公司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在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

所得税，待实际转让股票时根据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2）持有公司流通股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按10%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

每股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972元；

（3）持有公司流通股的机构投资者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申报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

税前每股人民币0.108元。

其中非流通股如下：

（1）持有公司非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

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972元；

（2）持有公司非流通股的机构投资者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申报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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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6/28 － 2018/6/29 2018/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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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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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31日的公司总股本340,000,0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股派

发现金红利0.108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6,7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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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6/28 － 2018/6/29 2018/6/29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A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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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非流通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A股非流通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派发。

3.扣税说明

（1）持有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与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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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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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

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08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

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08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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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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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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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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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

（2）持有流通股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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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972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

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持有流通股的机构投资者

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申报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108元。

（4）持有非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

对于持有公司非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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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股息红利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0972元。

（5）持有非流通股的机构投资者

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申报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108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22073132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临虹路280-2号

传真：021-22073002

特此公告。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6月22日

证券代码：002266� � � �证券简称：浙富控股 公告编号：2018-029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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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

公司管理部下发的 《关于对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 【2018】第

484号）。 公司对问询函中所列示的各项问询进行了认真核实和分析，现回复如下：

问题1、 请你公司以列表的形式详细披露标的房产的基本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房产位置、面

积、用途、权属情况、取得方式、取得时间、折旧情况、账面价值、是否存在权利限制等事项。

回复：

幢号

房产位

置

面积

（㎡）/个

用途 权属情况

取得方

式

产证取得时

间

原值

（万元）

折旧

（万元）

净值

（万元）

是否存

在权利

限制

1幢

杭 州 市

仓 前 街

道 绿 汀

路21-28

号

28,257.17 办公 浙富科技 自建 2018-6-11

67,067.38 1,382.29 65,685.08

是

2幢 21,729.44 办公 浙富科技 自建 2018-6-11 是

3幢 5,698.44 办公 浙富科技 自建 2018-6-11 是

4幢 5,039.86 办公 浙富科技 自建 2018-6-11 是

5幢 6,064.90 办公 浙富科技 自建 2018-6-11 是

6幢 6,064.90 办公 浙富科技 自建 2018-6-11 是

7幢 6,064.90 办公 浙富科技 自建 2018-6-11 是

8幢 5881.70 办公 浙富科技 自建 2018-6-11 是

商业 8,583.13 商业 浙富科技 自建 2018-6-11 是

地下1F 752个

地 下 车

位

浙富科技 自建 ——— 不适用

合计 67,067.38 1,382.29 65,685.08

问题2、请结合上述房产的用途，详细说明本次拟大量出售房产的具体原因，对公司后续生产

经营和管理活动的具体影响以及公司的应对措施。

回复：

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浙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富科技” ）拟将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

杭区仓前街道绿汀路21号的西溪堂商务中心的房产（以下简称“标的资产” ）出售，涉及的房产

包括办公用途、商业用途及地下车位，地上共8幢建筑，设计有60至430平方米多种面积的写字间

户型。 项目配有底层商铺等相关配套，地下停车位达700余个。

浙富科技的主业是从事电力设备技术的研发等，标的资产建成后，除浙富科技自用部分房产

外，其余均处于闲置状态，目前有少量的房产暂时用于出租；为有效盘活公司存量资产，实现公司

利益最大化，公司决定拟出售标的资产；该标的资产由于设计有60至430平方米多种面积的写字

间户型，因此，采用市场化方式、以零散销售为主向不特定交易对手出售房产；并且由于房地产市

场情况变化较快，可能会使得该标的资产的出售涉及的时间较长。

该标的资产如能顺利出售， 出售资产所得款项将用于偿还银行借款、 补充公司经营所需资

金，可以积极改善公司现金流，符合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 预计房产的交易能够给公司的年度收

益及生产经营带来积极影响。

如果标的资产受市场影响较大而销量下降的情况出现， 浙富科技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适时

调整销售策略，最大程度地减少暂时闲置资产的资金占压，以回收现金。

问题3、请补充披露标的房产评估的主要过程，包括不同评估方法下主要评估参数选取及测

算过程，同时说明评估结果的合理性及其依据，评估程序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请评估

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核查并发表意见如下：

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杭州浙富科技有限公司委托，对其拟出售的部分房地产

进行评估。评估人员进驻现场对评估对象涉及的相关资产进行了必要的清查核实。清查核实过程

主要包括了：

●协助企业填报资产评估申报表；

●收集评估所需资料及了相关权属文件等；

●对委估房地产每一幢楼进行实地勘察、拍照记录；

●对周边在售类似物业的走访了解市场价格。

委估房地产主要为商业、办公用房，评估对象所在的未来科技城板块类似房地产可以找到交

易、出租案例，评估目的为资产出售，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法和收益法评估。

1、市场法评估测算过程如下：

根据物业形态的差异将委估房地产分为办公、SOHO办公及商业三种类型。

委估办公房产主要为毛坯状态， 评估人员选取了委估房产周边办公精装修二手房可比挂牌

案例（案例单价20,918元/㎡、20,484元/㎡、21,000元/㎡、21,458元/㎡、22,356元/㎡、23,023元/㎡），

结合委估办公房产的实际具体位置、装修状况、楼层、面积等因素对案例的价格类型、装修及楼层

进行了比较、修正，确定委估办公房产的平均单价为18,424.31元/㎡。

委估商业房产为毛坯状态、主要为1层及2层。商铺特点整体开间小，长进深；其中部分一拖二

商铺，一楼面积小，二楼面积大；部分商铺单套面积较大且不能从事餐饮经营。根据商业房产较多

的特点， 评估人员选取了周边类似的底层商铺毛坯二手房挂牌案例 （案例单价32,300元、32,400

元、33,300元），结合委估商业房产的实际具体位置、楼层、面积等因素对案例的价格类型、面积进

行了比较、修正，确定委估商业房产的平均单价为27,526.59元/㎡。

综上评估，办公物业市场法的评估总价为1,562,405,800元，商业物业市场法的评估总价为236,

264,300元。

2、收益法评估测算过程如下：

根据物业的租赁情况将委估房地产分为已签订租约房产及未签订租约房产两种类型。

未签订租约房产租金参照周边类似物业的租金水平进行测算，办公物业租金约为2元/天/平

方米、SOHO办公约为3元/天/平方米、底层商业约为5元/天/平方米；

已签订租约房产根据租赁合同的约定将租金分为租约期内及租约期外， 租期内的租金参照

合同约定，租期外的租金参照类似物业的租金水平进行测算。

地下车位分为普通车位及地下车位，普通车位按500元/月、机械车位按400元/月进行测算。

租约期内物业不考虑空置率， 未签订租约的物业考虑5%的空置率。 根据土地使用权证的记

载，土地到期日为2050年6月13日，距基准日尚存收益期32.14年。

年经营成本的确定：

年管理费：管理费主要指业主对自有的房地产进行必要管理所必需的费用，一般取年经营收

入的1％－3％，考虑委估房地产物业管理的状况，管理费取年经营收入的3%；

年维修费：维修费一般取建筑物重置成本的1％－2％，考虑委估房地产的房龄等因素，取建

筑物重置成本的1.5%；

年保险费：保险费一般取建筑物重置成本的0.15％－0.2％，考虑委估房地产房龄等因素，取

建筑物重置成本的0.15%；

税金：出租房屋的应缴税种为房产税、增值税及附加，房产税税率为12%，增值税及附加税率

为5.60%（简易征收），即税金合计为年经营收入的17.60%；

年经营成本＝年维修费＋年管理费＋年保险费＋税金

收益法的资本化率参考了无风险报酬率、投资风险补偿率等参数，综合考虑按6%确定，

未来租金增长参考目前租约租金增长水平及杭州房地产租金上涨水平，综合考虑按3%确定。

综上评估，办公物业收益法的评估总价为857,188,700元，商业物业收益法的评估总价为166,

518,500元，地下车位收益法的评估总价为46,774,400元。

3、评估结论的选取如下：

（1）办公及商业用房

办公及商业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和市场法评估结果存在一定差异， 由于目前房地产市场存

在租金房价不匹配现象，故市场法评估结果更能真实反映市场价格。因此办公及商业用房采用市

场法评估结果作为本次评估结论。

（2）地下车位

委估地下车位未办理不动产权证书。另外评估人员对周边类似物业成交案例进行了查询，未

找到合适的可比案例。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地下车位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本次评

估结论。

（3）评估结论

评估结论：办公及商业物业采用市场法评估结果，地下车位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杭州浙富

科技有限公司拥有的部分房地产评估值为大写人民币壹拾捌亿肆仟伍佰肆拾肆万肆仟伍佰元

（RMB1,845,444,500元）。 具体明细如下：

物业性质 面积（平方米）/个 总价（元）

办公 84,801.31 1,562,405,800

商业 8,583.13 236,264,300

地下车位 752个 46,774,400

合计 1,845,444,500

评估人员认为办公、商业用房市场法评估过程中选取的皆为周边类似房产的价格，根据委估

房地产的特点进行了修正。委估房地产的评估单价与区域内类似物业的价格较接近，评估结论是

合理的。

问题4、请结合标的房产的账面价值、评估价格、出售安排等，测算并明确说明本次拟出售房

产对公司当期和未来期间财务状况的影响。

回复：

公司拟根据房地产市场情况， 采用市场化方式、 以零散销售为主向不特定交易对手出售房

产，当期和未来期间的销售结果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假设公司当期出售除1幢以外50%面积的办公房产（即28,272.07㎡）、三分之一面积的商业地

产（2,861.04㎡）、三分之一的车位（251个），其余房产在未来期间全部出售，则预计公司当期和未

来期间的资产处置收益分别为16,799万元、40,586万元。

公司拟将出售房产所得款项用于偿还银行借款、补充公司经营所需资金；有利于盘活公司存

量资产，改善公司现金流。

问题5、请补充披露本次出售是否具有商业实质、是否可能构成关联交易，以及是否存在其他

利益安排。

回复：

本次公司拟将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绿汀路21号的西溪堂商务中心的房产 （以

下简称“标的资产” ） 采用市场化方式、以零散销售为主向不特定交易对手出售，具有商业实

质，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存在其他利益安排。

问题6、你公司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公司拟出售上述房产， 涉及到的有关事项都是基于当前杭州市以及标的资产所处的区域房

地产市场情况所作出的判断，当期和未来期间的销售结果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不应当被认为构

成对投资者的承诺。

特此公告。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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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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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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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18年6月21日（周四）下午2:00。

（2）网络投票起止日期和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日期和

时间为2018�年6月21日交易日上午9:30～11:30，下午1:00～3: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

时间为2018年6月20日下午3:00，结束时间为2018年6月21日下午3: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丹阳市经济开发区齐梁路99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晓龙先生

6、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1人，代表股份255,374,41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99%。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3人，代表股份252,809,239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5.53%。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8人，代表股份2,565,1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46%。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指派

律师出席了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调整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55,374,4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173,6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关于调整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55,374,4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173,6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55,374,4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173,6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杨亮、蒋成

3、出具的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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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见书。

大亚圣象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6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