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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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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587号）核准，非公开发行股票61,635,220�股，发行价格为12.72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783,999,998.4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18,766,878.14元后的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为765,233,120.26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大华验

字[2015]001255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二、 募集资金拟使用情况

截止2018年3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计划投资

金额

累计投资

金额

募集资金项目余

额

1

企业云统一通信服务

25,000.00 10,696.39 14,303.61

2

全球华人移动通信业务

42,500.00 4,949.49 37,550.51

3

收购上海奈盛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51%

股

权项目

9,000.00 9,000.00 0

合计

76,500.00 24,645.88 51,854.12

2018年5月14日，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终止2015年募投项目的

议案》，终止了“全球华人移动通信服务项目”和“企业云统一通信服务项目”的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

2018年6月25日，公司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议案，将已终止的“全球华人移动通信服务项目” 和“企业云统一通信服务项目” 剩余募集资

金 51,854.12万元中的 31,000万元用于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收购香港 I-ACCESS�

NETWORK� LIMITED� 100%股权项目” ，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占本次募集资金总金额的比例

为40.52%。

本次变更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计划投资金额 累计投资金额

1

收购上海奈盛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51%

股权项

目

9,000.00 9,000.00

2

收购香港

I-ACCESS NETWORK LIMITED

100%

股权项目

31,000.00 0

合计

40,000.00 9,000.00

三、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为规范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的规定，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

司和上海二六三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通信” ， 上述公司共同视为协议的甲方）与交

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杨浦支行（以下简称“乙方” ）及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丙方” ）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协议三方约定的

主要条款如下：

（一） 上海通信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 账号为

_310066315018800017963___，截至__2018年_7_月_20_日，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17,051万元。 该

专户仅用于甲方__收购香港I-ACCESS� NETWORK� LIMITED� 100%股权__项目募集资金的

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上海通信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_� /�万元（若有），开户日期为 20_� /年_�

/月_� /日，期限_� /个月。 上海通信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

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丙方。 上海通信存单不得质押。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 算办法》、《人民币银

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

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

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对甲方

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_张耀坤_、_赵亮_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

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

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 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5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甲方一次或者十二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1000_万元（按照

孰低原则在人民币一千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5%之间确定） 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

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传真号码：010-65608450，为丙方预留信息。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

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

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

或单位印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与交通银行上海杨浦支行、中信建投证券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20日

证券代码：002835� � � �证券简称：同为股份 公告编号：2018-042

深圳市同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完成的公告

股东刘杰、杨晗鹏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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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同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5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

告编号：2018-026），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刘杰先生，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杨晗鹏先

生计划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

股份合计不超过302,778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1402%）。

2018年7月20日，公司分别收到刘杰先生、杨晗鹏先生发来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完成的

告知函》，2018年7月19日分别卖出了151,389股，完成了减持计划。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

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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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现将减持计划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姓名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

元

/

股

）

减持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刘杰 竞价交易

2018-7-19 9.03 151,389 0.0701%

杨晗鹏 竞价交易

2018-7-19 9.03 151,389 0.0701%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姓名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刘杰

合计持有股份

605,556 0.2804% 454,167 0.2103%

其中

：

无 限 售 条 件 股

份

151,389 0.0701% 0 0

有限售条件股份

454,167 0.2103% 454,167 0.2103%

杨晗鹏

合计持有股份

605,556 0.2804% 454,167 0.2103%

其中

：

无 限 售 条 件 股

份

151,389 0.0701% 0 0

有限售条件股份

454,167 0.2103% 454,167 0.2103%

二、减持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所做承诺及履行情况

减持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所做的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其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

行的股份。

2、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若发行

人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相应调整，下

同），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其所持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

月。

3、上述股份锁定承诺期限届满后，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和间接

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

任6个月后的12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数量占其直接及间接持有发行

人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所持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

于发行价，其将提前3个交易日通知发行人并予以公告。

4、其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股价未出现上述（2）中所述情况，故锁定期无需延长6个月；同时减

持股东已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行为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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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2、截至本公告日，刘杰先生、杨晗鹏先生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及减持计划一

致。

3、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更。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刘杰先生、杨晗鹏先生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完成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7月21日

证券代码：002092� � �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2018-095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

中国联塑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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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协议的基本情况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化学” 或“甲方” ）于2018年7月19日与中

国联塑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塑集团”或“乙方” ）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

同意达成战略联盟关系，进一步在PVC下游应用、现代贸易、国际合作等领域开展广泛合作，

成为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制造2025” 规划发展的排头兵和主力军，为实现中国梦做

出中国企业的最大贡献。

本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联塑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长：黄联禧

注册地址：PO� Box� 309� Ugland� House� Grand� Cayman� KY1-1104� Cayman� Islands

基本情况介绍：联塑集团于2010年6月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是中国领先的大型建材家

居产业集团，在中国大陆及北美加拿大地区拥有已建、在建及筹建的生产基地共25个，拥有

覆盖全国，辐射全球的服务机构和销售网络。

联塑集团产品及服务涵盖管道产品、卫浴洁具、整体厨房、型材门窗、装饰板材、消防器

材及卫生材料等领域，是国内建材家居领域产品体系最为齐全的生产商之一。 联塑集团旗下

“联塑” 品牌在中国塑料管道及管件市场处于领导地位，产品广泛应用于供水、排水、供气、

电力通信、地暖、消防及农业等领域。

三、《战略合作协议》主要内容

联塑集团与中泰化学是坚如磐石的战略合作伙伴，双方PVC贸易量从2015年的25万吨增

长到2017年的68万吨，2018年有望突破100万吨。 双方将继续通过整合各自优势，构建全产业

链经营的新模式，谱写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产业延伸、协同发展的新篇章，开拓全国氯碱、塑

料行业转型升级的新空间。

（一）业务层面

1、倡导“市场共享” 服务理念，双方加强在上下游产业链方面的战略合作，共享优势资

源，创新营销模式，延伸产业链、拓展新领域、提升价值链，发挥战略协同效应，推动产业链转

型升级，抢占现代产业体系制高点。

2、双方在现有合作产品之外，如现代贸易、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国际合作等创新领域找

准利益契合点，多领域开展广泛合作，提高产业链核心竞争力。

（二）研发层面

1、双方从产品改性、下游产品特性开发、替代产品开发多方面进行研究，共同加大技术研

发、提高产品质量、拓展产品应用领域。

2、中泰化学致力于“站在客户角度谋划公司发展” ，为联塑集团“量身定制” 产品和服

务，提供联塑集团产品研发所需的原料改性方面的技术支持。

3、联塑集团反馈真实的质量方面、物流管理等问题，帮助中泰化学提升产品质量。

（三）沟通层面

1、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2、高层保持密切沟通和联系，定期举行交流和借鉴，实现互利共赢、协同发展目标。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市场竞争形势，双方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将助力双方发挥各自优势，

共同打造技术领先的专业产品，促进双方的业务发展和服务延伸，提高双方经济效益，实现互

利共赢。

中泰化学与联塑集团建立战略合作，可以借助双方在技术、产品、运营、渠道等方面的优

势资源，共同促进产品及解决方案在行业中的应用及推广，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和服务水平，

加速推进公司PVC下游深加工应用领域战略，符合公司及股东的长远利益。

五、风险提示

本协议为双方形成战略合作关系的指导性文件，如本协议能顺利实施和推进，将推动公

司相关业务的快速发展，对以后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联塑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3203� � � �证券简称：快克股份 公告编号：2018-031

快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已回购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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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回购注销审批情况

快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4月2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未解除限

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首次授予激励对象

黄冠因离职原因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 其已获授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应由公司回购注

销，回购数量6,200股，回购价格20.45元/股。 上述事宜已经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其他指定媒体披露的《快克股份关于拟回购注销

部分已获授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5）、《快克股份2017年年度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22）。

2018年7月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已获授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和回购数量的议案》，鉴于在本

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售限制性股票完成前， 公司已实施完毕2017年年度权益分配方案， 故根据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回购价格由20.45�元/股调整为15.477元/股，回购

数量由6,200�股调整为8,060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其他指定媒体披

露的 《快克股份关于调整部分已获授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和回购数量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29）

二、本次股份回购与注销情况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设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账户

号：B882109697)。 近日， 公司收到了《中国证券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过户登记确认

书》,上述限制性股票共计8,060股已于2018年7月16日过户至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并

将于2018年7月23日注销。

三、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注销完成后，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减少8,060股，总股份减少8,060股，公司

总股本变更为158,315,300股，公司将依法办理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具

体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回购前

本次回购

股份总数

回购后

股份数 比例

%

股份数 比例

%

限售流通股

105,537,123 66.659 -8,060 105,529,063 66.658

无限售流通股

52,786,237 33.341 0 52,786,237 33.342

总股本

158,323,360 100.00 -8,060 158,315,300 100.00

特此公告。

快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7月21日

证券代码：600984� � � �证券简称：建设机械 公告编号：2018-082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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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西安市金花北路418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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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77,153,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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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1.4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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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杨宏军主持，会议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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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人，出席7人，独立董事李敏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监事程曦先生、刘敏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和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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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126,228 99.9843 27,690 0.0157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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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219,480 97.7797 27,690 2.2203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表决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获得本次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有效表决权的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斌、晏国哲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主体资格、出席会议人员主体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之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于2018年7月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召开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通

知；

2、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股东大会决议；

3、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7月21日

证券代码：600196� � �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2018-092

债券代码：136236� � � �债券简称：16复药01

债券代码：143020� � � �债券简称：17复药01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药品临床试验批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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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概况

近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上海复宏汉

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宏汉霖” ）及上海复宏汉霖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汉霖制药”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原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

“国家药监局” ）关于同意重组抗PD-L1全人单克隆抗体注射液（以下简称“该新药” ）用于

实体瘤治疗临床试验的批准。 复宏汉霖及汉霖制药亦拟于近期条件具备后开展该新药临床I期

试验。

二、该新药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重组抗PD-L1全人单克隆抗体注射液

剂型：注射剂

规格：100mg/10ml/瓶

注册分类：治疗用生物制品

申请人：复宏汉霖、汉霖制药

受理号：CXSL1700206

批件号：2018L02787

审批结论：同意本品进行临床试验

三、该新药的研究情况

该新药为本集团（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下同）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治疗用生物制

品，主要用于实体瘤治疗。

2017年12月， 该新药用于实体瘤治疗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临床试验注册审评受

理。 2018年5月， 该新药用于实体瘤治疗于澳大利亚卫生部所属的 Therapeutic� Goods�

Administration（即澳大利亚药品管理局）临床试验的备案。

截至本公告日， 于全球上市的重组抗PD-L1全人单克隆抗体注射液有罗氏的Tecentriq

（Atezolizumab）、 默克和辉瑞联合开发的 Bavencio （Avelumab）、 阿斯利康的 Imfinzi

（Durvalumab）；于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尚无已上市的重组抗PD-L1全人单克隆抗

体注射液。 根据IQVIA� MIDASTM最新数据（由IQVIA提供，IQVIA是全球领先的医药健康产

业专业信息和战略咨询服务提供商），2017年度，重组抗PD-L1全人单克隆抗体注射液于全球

销售额约为5.0亿美元。

截至2018年6月，本集团现阶段针对该新药已投入研发费用为人民币约4,400万元（未经审

计）。

四、风险提示

根据新药研发经验，新药研发均存在一定风险，例如 I�期、II�期和/或 III�期（如适用）临

床试验中均可能会因为安全性和/或有效性等问题而终止。

根据中国相关新药研发的法规要求， 该新药尚需开展一系列临床研究并经国家药品审评

部门审批通过后方可上市。

新药研发是项长期工作，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0196� � �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2018-091

债券代码：136236� � � �债券简称：16复药01

债券代码：143020� � � �债券简称：17复药01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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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于近日收到本公司保荐机构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银证券” ）出具的《关于更换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 因瑞银证券委派的保荐代表人林瑞

晶女士个人工作变动，作为承接本公司2010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持续督导的保荐机

构，为保障相关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瑞银证券决定由保荐代表人张帆女士接替其持续督

导工作，与夏涛先生共同履行保荐职责。 张帆女士的简历请见附件。

本次变更后， 本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瑞银证券委派的夏涛先生与张帆女士以及德

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委派的赵晶先生与吴旺顺先生。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日

附件：保荐代表人简历

张帆女士，保荐代表人，现任职于瑞银证券投资银行总部，拥有厦门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张帆女士拥有7年的投资银行业务经验，作为项目组主要成员主持/参与潮州三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IPO、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IPO、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和重大资产重组等项目。

2018年 7 月 21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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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23� � � � �证券简称：美锦能源 公告编号：2018-078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一大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和

被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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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7月20日接到公司第一大股东

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锦集团” ）通知，获悉美锦集团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

解除质押和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和被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自2018年7月3日至2018年7月19日， 美锦集团质押给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40,000股解

除质押。

2、本次股份被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

股数

（

股

）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解除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美锦

集团

是

20,000,000 2018-7-19 9999-01-01

国民信托有

限公司

0.62%

补充质押

合计

20,000,000 0.62%

3、股东股份累计解除质押和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 公司总股本为4,105,932,102股， 美锦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数量3,198,097,

61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7.89%；美锦集团所持公司股份中仍处于质押股份数量为3,147,096,965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98.41%，占公司总股本的76.65%；美锦集团持有公司股份被司法

冻结的股份数量为7,720,768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0.24%，占公司总股本的0.19%。

二、备查文件

1、股份解押和质押登记证明；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7月20日

证券代码：000723� � � �证券简称：美锦能源 公告编号：2018-077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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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

2．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公司董事会于2018年6月30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关于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通知》（公告2018-069）。

2、会议时间：2018年7月20日（星期五）下午2：00

3、会议地点：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清泉西湖公司办公大楼309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6、主 持 人：公司董事、总经理姚俊卿先生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92)人，代表股份(210,094,004)股，占

公司股本总数的(5.12)%。 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投票。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89)人，代表股份(202,

028,11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92)%。

3、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股东大

会审议事项为关联交易事项，控股股东回避表决。

四、本次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的各项议案经与会股东及授权代表审议，采取现场记名逐项投票表决方式通过

如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关于签署现金收购山西美锦集团锦富煤业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股权转让

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208,037,909）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02）%，

（396,3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9）%,（1,659,795）股弃权,�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79）%。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208,037,909）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99.02）%，（396,3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9）%,（1,659,

795）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79）%。

2、审议并通过《关于审议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拟现金收购山西美锦集团锦富煤业

有限公司股权项目的采矿权评估报告及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208,037,909）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02）%，

（396,3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9）%,（1,659,795）股弃权,�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79）%。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208,037,909）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99.02）%，（396,3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9）%,（1,659,

795）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79）%。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冯成凤

3、结论性意见：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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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以及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签字确认并加盖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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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解除

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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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富

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临集团” ）及实际控制人安治富先生的通知，富临集团

及安治富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无限售流通股解除质押。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解除股权质押的基本情况

（一）富临集团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

动人

解除质押股数

（

股

)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解除日 质权人

本次解除

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

比例

（

%

）

四川富临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

是

12,540,000 2018-3-12 2018-7-20

王成盛

10.04

- -

12,540,000

- - - 10.04

（二）安治富先生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

动人

解除质押股数

（

股

)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解除日 质权人

本次解除

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

比例

（

%

）

安治富 是

22,729,980 2016-12-07 2018-7-19

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78.74

- -

22,729,980

- - - 78.74

二、所持公司股权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一）富临集团

截至本公告日，富临集团持有公司股份124,945,03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9.86%；富临集

团已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共计56,049,8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7.88%，占其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44.86%。

（二）安治富先生

截止本公告日，安治富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8,868,8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9.21%；安治富

先生已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共计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0%。

三、备查文件

1、结算中心下发的解除股权质押登记文件。

特此公告。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八年七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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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股份协议转让补充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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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协议转让概述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四川富临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富临集团” ，与安治富先生合称“转让方” ）及实际控制人安治富先生于

2018年6月25日与宁波泰虹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泰虹” 或“受让方” ）签署了

《四川富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安治富与宁波泰虹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富临运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 ）。 按照《股份转让协议》约定，

富临集团拟将其持有的公司64,864,421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0.69%）、安治富先生拟将其

持有的公司28,868,8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9.21%）一并转让给宁波泰虹。 每股转让价格

约人民币11.2873元，股份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1,058,000,000元。本次权益变动后，宁波泰虹将

直接持有公司93,733,221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9.90%，宁波泰虹将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刘锋先生将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8年6月26日、6月27日、7月

1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协议转让公司

股份暨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8-071）、《四川富临运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协议转让公司股份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74）等相关公告。

二、协议转让补充说明

2018年7月20日，公司收到转让双方签署的《关于股份协议转让的补充说明》，主要内容

为：双方于2018年6月25日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中约定的每股转让价格保留了四位小数，

为便于后期股份转让的操作与实施，经转让双方协商，达成如下一致意见：

双方同意本次转让的股份数量、 股份转让总价款保持不变， 每股转让单价由人民币

11.2873元调整为人民币11.29元（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经转让方和受让方双方签署并经

公司于2018年6月27日对外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一）》、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二）》中对于每股转让价格的约定也遵守本补充说明。

三、其他事项

1、本次协议转让需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确认意见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流通股协议转让过户手续。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股东权益变动

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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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

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7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