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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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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

2018年 8月 10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会议于 2018年 8月 16日（星期四）下午 16:00在深圳

市南山区龙井高发科技工业园 4号厂房英威腾大厦六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由董事长黄申力先生召

集并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9人。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人，实际参

加表决的董事 9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全体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以 9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

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核， 董事会同意选举黄申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简历见附

件），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二、以 9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委员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公司各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下设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其组成情况如下：

（1）战略委员会：黄申力、廖爱敏、张科孟、李颖、郑亚明、杨林、张清

（2）审计委员会：董秀琴、何志聪、郑亚明

（3）提名委员会：黄申力、董秀琴、何志聪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李颖、廖爱敏、何志聪

三、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黄申力先生为公司总裁，聘任李颖女士、张科孟先生、

张清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聘任鄢光敏女士为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聘任康莉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任

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上述人员简历附后）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细内容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四、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刘玲芳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附后），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

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五、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黄永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简历附后），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

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8月 16日

附件：

黄申力先生：196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东南大学自动控制系毕业，工学学士，工程师

职称。 曾任宁波卷烟厂工程师、普传电力电子（深圳）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深圳市英威腾实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总经理。 2002年发起创立深圳市英威腾电气有限公司，现任公司总裁。

截至目前，黄申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27,664,882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6.93%，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控股股东，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

系。 黄申力先生目前不存在《公司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

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其本人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李颖女士：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3 年毕业于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获工业

自动化学士学位，2011年取得清华 -威尔士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国家人力资源管理师资格、中级职称。

曾任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师培科长、讲师等职。 2005年加入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

副总裁。

截至目前，李颖女士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2,061,60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27%，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中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的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其本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张科孟先生：197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0 年获同济大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

业硕士学位，工程师职称。曾任华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艾默生网络能源有限公司工程师。张科孟先生从事

变频器控制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十年，发表多篇学术论文，主持了公司 CHV、CHE、CHF、CHH、CHA 系列产

品的开发，解决了矢量控制变频器中的多项关键技术问题。 现任公司副总裁。

截至目前，张科孟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6,516,742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2.19%，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中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的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其本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张清先生：196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东南大学自动控制系自动检测技术及仪

器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曾任无锡电视机厂设计工程师、无锡爱贝电子有限公司技术部经理。2004年加入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副总裁。

截至目前，张清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15,843,357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2.10%，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中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

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的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其本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鄢光敏女士： 198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学院，具备法

律职业资格。曾先后任职于广东国扬律师事务所、广东圣方律师事务所、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加入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任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至今。 已经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

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鄢光敏女士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850,11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11%。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股 5%

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没有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 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其本

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通信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龙井高发科技园 4号楼英威腾大厦。

邮政编码：518055

联系电话：0755-86312861

传真号码：0755-86312975

电子邮箱：sec@invt.com.cn

康莉女士：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级会计师；毕业于宁夏大学财务会计与统计

专业。 曾供职于深圳万基健康保健品集团、深圳影儿时尚集团，2012年加入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康莉女士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24,0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003%。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股 5%以

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没有被中国证监

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 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其本人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刘玲芳女士：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工商管理专业。 2006 年加入深圳

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已经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书。

刘玲芳女士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股 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其本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通信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龙井高发科技园 4号楼英威腾大厦

邮政编码：518055

联系电话：0755-86312975

传真号码：0755-86312975

电子邮箱：sec@invt.com.cn

黄永先生：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会计师、审计师；毕业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审计

专业。 历任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正威（集团）有限公司审计师、项目

经理、审计经理 、审计总监，在监察审计、风险管理、反舞弊等方面有着丰富的经历和经验。 2017 年 9 月加

入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任公司审计总监。

黄永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股 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其本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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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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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

2018年 8月 10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会议于 2018�年 8月 16日（星期四）16:00在深圳市南

山区龙井高发科技工业园 4�号厂房英威腾大厦六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由监事董瑞勇先生召集并主

持。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人，亲自出席会议的监事 3 人，无缺席监事；应参加表决的监事 3 人，实际参加

表决的监事 3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全体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董瑞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其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五届监事会届满时止。 董瑞勇先生的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8年 8月 16日

附件：

董瑞勇先生：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浙江大学电力电子与电气传动专业，

硕士，工程师职称。曾任华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测试部、艾默生网络能源有限公司测试部测试工程师。长期

从事变频器的测试及研究工作。 2006 年加入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主持了公司 CHV、CHE、

CHF、CHA、GD系列产品开发过程中的测试工作。 现任公司研发事业部总监。

截止目前，董瑞勇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695,11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22%。 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中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监事的情形；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经在最高

人民法院网查询，其本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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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

换届选举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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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 年 8 月 16 日召开 2018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确认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和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

监事，并于 2018年 7月 26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公司于 2018 年

8月 1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确认了公司新一

届高级管理人员。 详细内容见公司于 2018年 7月 27日、2018年 8月 17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关于职工代表监事换届选举的公告》、《2018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第五届董事会、监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组成

1、第五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黄申力先生、李颖女士、张科孟先生、郑亚明先生、杨林先生、张清先生

独立董事：董秀琴女士、廖爱敏女士、何志聪先生

2、第五届监事会

非职工代表监事：董瑞勇先生、周强先生

职工代表监事：孙波女士

3、第五届高级管理人员

董事长、总裁：黄申力先生

副总裁：李颖女士、张科孟先生、张清先生、鄢光敏女士

董事会秘书：鄢光敏女士

财务总监：康莉女士

二、第五届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任期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监事会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三年，自 2018 年 8 月 16 日起至 2021 年 8 月

15日，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按相关法规执行。

三、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监事会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和条件

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监事会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等规定的任职资格条件；第五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等规定的任职资格条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

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

上述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上述人员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离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贾钧先生在任期届满后不再担任公司董事；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秦飞先生在任期届满后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孙战宏先生在任期届满后将不再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但

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郑亚明先生在任期届满后将不再担任公司副总裁，但仍在公司担任董事。

所持公司股份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秦飞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郑亚明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1,550,

96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1%；贾钧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16,722,25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2%；孙战宏先

生持有 280,09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4%。

离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在其离任后，股份变动将遵循《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

干规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8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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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整改进展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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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整改进展情况与上周公告所披露的情况相比无实质性进展。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年 6月 29日披 露了《公司 2017 年年

度报告》， 由于公司 2015年、2016年、2017 年连续三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2016 年、2017 年

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8�年修订）》14.1.1�条、14.1.3�条的规定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的审核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

所决定公司股票自 2018年 7�月 13日起暂停上市。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 、“公司” ） 2015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于 2016 年 4 月

28日被年报审计师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报告编

号：瑞华审字【2016】 61010033�号），且该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属于明显违反会计准则及相关信息披露规

范性规定；本公司控股股东王辉、王涛（以下简称“控股股东” ）关联方“陕西星王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星王集团” 、“关联方” )违反规则规定占用本公司资金；该关联方占用资金未履行内部审批程序也

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经本公司自查，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的余额为 1,497,483,402.60元， 2016年 4月

3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49）。

2016 年 4 月 30 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况说明及整改措施公告》（公告编号

2016-045号），2016年 5月 5日、5月 12日、5月 19日公司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及关联方占用公司

资金进展情况公告》（公告编号：2016-052，2016-056，2016-068）。 此后，按照规定，公司至少每五个交易

日披露一次《关于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整改进展情况的公告》。

一、关于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整改进展情况

2016 年 4 月 28 日，王涛及其一致行动人完成了其持有的广西华汇新材料有限公司 40%股权、陕西华

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陕西太白山旅游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90%股权质押工作，质押权人为：陕

西华泽镍钴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华泽” ）。上述股权质押为关联方资金占用还款提供担保。 2016

年 5月 25日,�公司披露了《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份冻结的公告》，上述广

西华汇新材料有限公司 40%股权、 陕西太白山旅游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90%股权已被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了司法冻结。控股股东表示，其正在就上述资产与相关方拟定资产

出售、土地出让等框架协议及后续谈判工作。 2018年 2月 28日，上述质押担保股权陕西太白山旅游建设开

发有限公司所属 12666.67 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被下达执行裁定书

（【2018】陕 03执异 6号）（公告编号 2018-024）。

2016年 6月，公司收到控股股东递交的深圳中融丝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主导解决 ST 华泽有关

问题的函》、《关于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组的工作计划》《合作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相

关公告。

公司 2016年度报告之关联方资金占用专项审计报告认定， 公司 2016 年度总计收到控股股东关联方

星王集团偿还资金合计约 1,156.39万元。

2016年 12月 30日，公司收到关联方星王集团《关于请求上市公司资金占用展期偿还的报告》， 相关

议案经公司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未获表决通过。

2017年 2月 15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关注函 23号函后，公司向星王集团、王涛及其一致

行动人王应虎发送《关于对深交所〔2017〕第 23号关注函涉及问题进行问询的函》，要求其关注函相关问

题进行回复。 2017年 2月 17日，公司收到王涛及其一致行动人王应虎的书面回复，回复内容如下：“争取

早日归还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本人同意在继续承担因占用公司资金而产生的各项财务费用和正常应支付

利息以外， 按每日万分之五向公司支付罚息， 自 2017年 1月 1日起开始计算至相关占用归还完毕止。 ”

（公告编号 2017-025）

2017年 5月 26 日，因《借款债务转移协议》涉及子公司陕西华泽及平安鑫海担保责任造成或有负债

6082万元和资金占用，公司披露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简称“建行

高新行” ）与陕西华泽、星王集团、王应虎、王涛、王辉、平安鑫海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平安鑫海” ）、

陕西华江新材料有限公司（简称“华江新材料”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公告编号 2017-075、2017-078）。

2017 年 6 月 6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关联方占用的自查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7-061），华江新材

料出具承诺函，两个月内向建行高新行归还《债务转移协议》约定的 6082 万元款项，解除公司全资子公司

陕西华泽的关联担保连带责任，截止本公告日，尚未收到华江新材料还款结果的消息。

2017年 6月 29日，公司董事会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17〕

80号）（公告编号 2017-080），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一案已调查完毕，依法拟对公司等做出行政处罚、

市场禁入决定。告知书初步认定控股股东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余额为 13.29亿元（截至 2015

年 6月 30日），对占用形成的过程及路径进行了详细说明。

2017年 7月 21日，公司及控股股东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关于对成都华泽钴

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因《借款债务转移协议》涉及违规关联担保

的事项，公司被处以责令整改监管措施（公告编号 2017-088、089）。

2017年 9月 29日，关联方星王集团致函本公司，提出对惠东矿山、陇县矿山、九岭子矿山进行盘活处

置，同时以太白山小镇开发预售款等方式，加紧加快进行清占工作。

因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未能实质性解决占用资金的偿还且未能履行 《还款协议》，2017 年 11 月 24

日， 公司经理层向陕西省宝鸡仲裁委递交了仲裁申请书。 2018 年 1 月 22 日， 收到了 《仲裁决定书》

（（2018）宝仲裁字第 4号），仲裁书一裁终局支持了公司的申请（公告编号 2018-012）。2018年 1月 29日

公司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并向该院提供了关联方相关土地资产及关联方部分项目的股

权等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直至确保足额偿还占用资金及由此产生的所有财务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由占用

所产生的利息、手续费等）。 2月 6日，公司收到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立案的《司法公开通知书》。

2018年 3月 21 日，关联方星王集团再次致函本公司，提出将全力配合公司通过仲裁依法解决清占工

作。

二、关于关联方资金占用专项审计进展情况

2017 年 10 月 13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事项进行专项审计的议案》、《关于聘请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 对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三年业绩承诺实现事项及消除年报审计无法表示意见整改相关事项进

行专项审计的议案》（公告编号：2017-113）。

2017年 11月 24日中审众环会计师完成第一阶段现场审计后暂时离场，并向公司提交了《走访清单》

（46户），并提示“上述访谈单位在出具报告前需要实地走访，请公司尽快安排联系。 否则会严重影响出具

报告的时间和报告意见。 ”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安排审计师走访共 4 户，其中：3 户走访结果为对方财务资料不完整，未能取得有

效审计证据；对“五矿有色” 的走访和实地函证核实了五矿有色与公司的业务往来，经询证对方账面余额

为零，公司核查结果为华泽体系内部账务三角挂账。

2017年 12月，已经查找和认定一部分涉及金额较大单位的资金流向确认为资金占用，经审计师可以

确认的资金占用金额约 13亿元。审计师认为“目前仍然需要进一步提供依据，需要对缺乏调帐依据的资金

占用进行核对,对报表项目中的大额应收预付款项需要进一步的梳理” 。 截止目前，尚不能形成审计结论。

按照中审众环审计师上述实际执行情况，公司无法判断该专项审计工作后续进展情况、报告的出具日

期以及审计意见结论。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并将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希格玛会计师执行审计程序后希格玛认为并未能获取到足以支撑消除非标意见的审计证据； 并认定

导致前任会计师事务所发表非标意见的主要原因系大量往来的函证存在前后矛盾或无法走访以及未收到

回函。

2017 年 11 月 16 日希格玛完成第一阶段财务资料等现场审计并暂时离场，向公司递交了《华泽镍钴

审计事项沟通函》， 沟通函明确提示，“上述问题的解决将直接关系到审计报告出具的时间以及审计报告

出具的意见类型” ，“请贵公司管理层高度重视上述问题的梳理及核查，并请提供给我们完整、真实的相关

审计资料” 。

希格玛后续审计程序主要是重要事项的函证和客户访谈； 公司尚未安排希格玛审计师进行走访和函

证工作。 按照希格玛审计师的上述实际执行情况，公司无法判断该专项审计工作后续进展情况、报告的出

具日期以及审计意见结论。

三、因关联方资金占用清欠和专项审计进展存在的其他风险提示

公司于 2018年 6月 29日披露了《公司 2017年年度报告》，由于公司 2015年、2016年、2017年连续三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2016 年、2017 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

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14.1.1�条、14.1.3�条的规定以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的审核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公司股票自 2018年 7�月 13日起暂停上市。

因大股东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问题，公司没有正常的现金流维持正常运转，已经发生严重的现金

支付困难，造成拖欠员工工资和财务支付困难，欠缴巨额国家税金等问题。 公司长期大面积欠薪、欠缴基本

社会保险金导致员工流失严重，职能部门配备员工严重不足，公司运转困难。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8月 17日

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否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路股份 600818 永久股份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路 B股 900915 永久 B股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袁志坚

电话 021-52860258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 511号 22楼

电子信箱 600618@zhonglu.com.cn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086,405,426.19 1,054,398,619.49 3.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27,953,995.55 671,606,768.15 -6.50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0,369,904.19 -93,501,458.91 不适用

营业收入 242,166,407.84 311,311,081.00 -22.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287,030.20 30,676,230.03 -63.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339,575.74 -5,001,280.75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4 4.98 减少 3.2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10 -6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10 -60.00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3,99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上海中路（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92 131,530,734 质押 83,860,734

张源 境内自然人 1.48 4,772,611 无

张晓明 境内自然人 1.17 3,774,300 无

李天云 境内自然人 1.11 3,560,000 无

陈杰 境内自然人 0.93 2,975,700 无

GUOTAI�JUNAN�SECURITIES

(HONGKONG)LIMITED

境外法人 0.81 2,604,878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67 2,148,812 无

孙逸贇 境内自然人 0.45 1,460,000 无

曹明 境内自然人 0.40 1,289,800 无

杨文君 境内自然人 0.35 1,135,10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内，公司以环保低碳、绿色康体为宗旨，以促进公司全体股东价值最大化为核心经营目标，稳

定制造产业，拓展服务产业。 公司积极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

导意见》（国发[2014]60 号和财政部《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和制作模式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金

[2014]76号）的精神），公司积极参与政府公开招标的公共服务投资领域即公共私营合作（PPP）模式。 上

海市闵行区公共自行车租赁服务已经经历了第一个五年服务器，第二个三年服务期也已到期，未来公司将

继续为更多的居民解决最后一公里的交通绿色出行。 此外，公司与优拜和共佰克共享单车合作并为其制造

共享单车自行车产品。

2、报告期内，公司自筹资金建设高空风能发电站绩溪项目，积极细化绩溪中路高空风能发电项目的具

体设计方案，委托设计院进行工程设计，公司八届三十六次董事会批准项目于 2018年 1季度开工建设。

3、 公司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上海中路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在报告期内按照与三五集团所签订的合作协

议，积极推动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就南六公路区域地块开发进行的前期报批筹划工作，拟与三五集团战略

合作筹建生活、购物、工作、娱乐、文化艺术与一体的大规模、多功能综合文化旅游服务产业区，目前仍在不

断完善整个园区的规划设计。

4、报告期内，公司拟向特定对象黄晓东、张目、陈荣及上海携励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

海携励” ） 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其合计持有的上海悦目 100%的股权， 交易作价 550,

000万元，其中以现金支付方式交易对价 95,000万元；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对价 455,000 万元，总计发行

股份数 224,580,452股。 本次交易经标的公司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已于报告期内经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待报送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5、公司拟出资 2亿元参与发起设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名称待定），本公司占 10%股份，该事项已

经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第三十四次）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申请材料已报送中国银保监会，目前正等待

中国银保监会的审核。

6、报告期内，中国证监会已正式核准公司与瑞龙期货的股权转让协议，瑞龙期货已在广东省工商局完

成工商变更手续，公司已确认投资收益 2769.2万元。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0818� � � �股票简称：中路股份 编号：临 2018-064

� � � 900915� � � � � � � � � � � � �中路 B股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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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二）通知时间：2018年 8月 6日以书面方式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

（三）召开时间：2018年 8月 16日下午；

地点：中路集团会议室；

方式：通讯表决方式。

（四）应出席董事：6人，实际出席董事：6人。

（五）主持：陈闪董事长；

列席：监事：颜奕鸣、边庆华、刘应勇

董事会秘书：袁志坚

高级管理人员：孙云芳、陈海明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公司 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6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2、关于向银行贷款的议案：同意以全资子公司上海中路实业有限公司所拥有的南汇区宣桥镇南六公

路 888号（南汇区宣桥镇五星村 6/3 丘、光明村 34/6 丘）《上海市房地产权证》【沪房地南汇字（2002）第

007911号】土地为抵押担保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综合授信贷款人民币 5,000 万元，综合

贷款利率为基准利率上浮 25%，贷款期限为一年，贷款最终金额及期限等以银行批准为准,授权公司董事长

陈闪先生签署有关文件。

表决结果：同意：6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3、关于燃气助动车奎照店歇业注销的议案：同意公司燃气助动车奎照店办理歇业注销，其经营设备等

所有资产，生产管理人员和业务往来未结清事项均由公司承接。

表决结果：同意：6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三、报备文件

1、公司九届七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八日

2018年 8月 18日 星期六

B77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庄园牧场 股票代码 002910.SZ�����01533.HK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国福 潘莱

办公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园路 601号甘肃

省商会大厦 B座 25-26层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园路 601号甘肃

省商会大厦 B座 25-26层

电话 0931-8753001 0931-8753001

电子信箱 wangguofu@lzzhuangyuan.com panlai@lzzhuangyuan.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313,623,437.89 311,123,706.21 0.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6,325,519.89 37,741,527.02 -30.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2,860,642.89 23,830,372.49 -4.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5,716,561.90 82,378,249.95 -20.23%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4 0.27 -48.15%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4 0.27 -48.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1% 4.85% -2.5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876,892,345.73 1,803,717,700.59 4.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40,314,894.61 1,127,665,194.72 1.1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1,39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马红富 境内自然人 17.19% 32,197,400 32,197,400

兰州庄园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6.49% 30,894,700 30,894,700 质押 15,000,000

广发证券（香

港）经纪有限

公司

11.78% 22,063,500

甘肃福牛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8.01% 15,000,000 15,000,000

重庆富坤创业

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73% 6,990,000 6,990,000

CHINA�

SECURITIES�

DEPOSITO-

RY�AND�

CLEARING

2.98% 5,577,500

天津创东方富

弘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2% 2,847,500 2,847,500

深圳市创东方

富凯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2% 2,847,500 2,847,500

上海容银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1% 2,821,750 2,821,750

长江证券经纪

（香港）有限

公司

1.49% 2,8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马红富先生通过直接持有和控制庄园投资、福牛投资而实际支配公司的股份数量为 78,

092,100股，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也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马红富先生与庄园投资、福

牛投资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

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8年上半年，面临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公司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加强产品研发，着力巩固区

域市场地位并加强渠道下沉和营销推广。

截至 2018年 06月 30日公司总资产 18.� 77亿元，资产负债率 39.24� %。 2018 年上半年实现销售收入

3.14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0.80�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0.26 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30.25%；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0.23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4.07%。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做了以下工作：

1、组织架构方面，为更好满足公司战略发展需要，2018年上半年新设置成立工程监管部、品牌管理部、

安全生产环保办公室三个内部管理机构。

2、2018上半年技术研发中心以公司战略发展为规划，按照差异化为特点的研发思路，以低温产品为开

发重点同时兼顾特色常温产品的研发，研发系列产品分别包括“Hi！！好檬” 、“八连杯鲜奶发酵原味” 、“黄

桃酸奶” 、“茶酸奶” 、“乐享其橙” ；同时开发常温产品“三江源纯牛奶” 等产品。

同时，技术研发中心注重进一步完善原料验收程序，细化原辅材料验收项目分类，加强对包装材料、辅

料入库检测，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安全保证。

3、2018年上半年，公司营销部着力在传统渠道方面的重置和固化，继续推进在甘肃及青海区域的渠道

下沉，增强公司产品在传统渠道的品牌认知度和消费者忠诚度。 继续加强在电商销售渠道的竞争能力，开

展多种形式的线上宣传及促销活动。营销部上半年继续增加广告宣传投入，依托甘肃和青海与日俱增的旅

游资源优势，着力在游客丰富区域加强广告宣传，提升公司品牌认知度。

4公司自有牧场牛群在牧场事业部的管理下， 于 2018 年上半年取得稳定增涨，2017 年从澳大利亚引

进的纯种育成奶牛，落户自有牧场后，饲喂生长良好，对提升自有牧场奶源的产量和品质，保证生产供给提

供了保障。牧场通过对牛只的科学饲养、有效防疫和疾病治疗、合理日粮营养配方等措施，全面管理和提升

了牧场成牛头日产和头年产水平，繁殖比例较去年同期有所提高。

牧场继续提升挤奶设备和速冷保鲜设备的优化配置， 更加有效的提高了挤奶效率并更加有效的提升

了鲜奶的保存质量。

5、2018年上半年，人力资源部以公司战略发展为规划，优化公司专业人员的结构，合理的挖掘和培养

人才梯队队伍，开展公司的人才特训营项目，为保证人才梯队建设以满足公司可持续发展提供人力支持。

6、2018年上半年，公司根据发展战略启动日加工 600吨液体奶改扩建项目，该项目已取得榆中县工业

商务和信息化局《关于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日加工 600吨液体奶改扩建项目备案的通知》（榆工信

发[2018]46 号），公司与榆中县国土资源局签署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甘让 A 榆[2018]22

号）待其他手续齐备后方可开始实施。项目实施后，将进一步严格卫生与质量控制标准，提高精深加工的水

平，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丰富产品种类，实现产品升级，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保障公司的

可持续发展。

7、2018年上半年，基于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决定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甘肃瑞嘉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该子公司”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公司持股比例 100%，该子公司的设立进一步保证公司能

够获得稳定优质的奶源，提高公司自有原奶供应比例，从源头上加强公司产品质量控制。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7年 3月 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 年修

订）》（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一一金融资产转移 （2017 年修订）》（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一一套期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9号），于 2017年 5月 2日发布

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 （2017 年修订）》（财会 2017〕14 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

“新金融工具准则” ）；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一一收入（2017 年修订）》（财

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

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和新收入

准则。

本公司按照财政部的时间要求于 2018年 1月 1日开始执行前述五项会计准则。 执行该准则对公司没

有重大影响。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本公司投资设立甘肃瑞嘉牧业有限公司，公司持股 100.00%，并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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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青海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

全资子公司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

通告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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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 年 5 月 11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兰州庄

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全资子公司食品不合格通告情况说明的公告》

（编号：2018-042），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青海青海湖乳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青海湖乳业）抽检的

青海大牧场纯牛奶（超高温灭菌乳）非脂乳固体项目不符合 GB25190-201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灭菌乳》

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2018 年 8 月 16 日，青海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http://www.sdaqh.gov.cn）发布了《青海省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的通告》（2018年第 62号），现将核查处置情况公告如下：

一、抽检基本情况

经成都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检验， 青海湖乳业生产的青海大牧场纯牛奶 （超高温灭菌乳、 规格：

190ml/袋、生产日期：2017-07-29）非脂乳固体项目不符合 GB25190-201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灭菌乳》要

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二、对生产企业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处罚情况

2017年 9月 19日，西宁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依法对青海湖乳业进行了现场检查。 查明青海湖乳业

于 2017年 7月 29日生产青海大牧场纯牛奶（190ml/袋）1444 件，每件 16 袋，共计 23104 袋，并全部售出，

销售价 25037.8元。青海湖乳业收到检验报告后，立即进行产品召回，共计召回不合格纯牛奶 49件，784袋，

召回货值金额 780.2元。 生产经营的上述批次纯牛奶货值金额共计 25037.8元，违法所得 24257.6元。 青海

湖乳业生产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

三项）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西宁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依法作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的处罚决定，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宁食药稽罚〔2018〕016号)。

三、对公司的影响

青海湖乳业将按照处罚决定书的要求及时、足额交付罚款。 本次处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后续将加强对下属子公司的管理，在今后的生产经营中公司及下属子公

司将严格按照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加强原奶质量控制、加强生产关键控制点管理、严格执行产品

检验程序，避免类似问题的重复出现。

特此公告。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8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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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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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庄园牧场” ）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以下简

称“本次会议” ）通知以书面或邮件方式及时向各位监事发出。

2、本次会议于 2018 年 8 月 17 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会议采取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名，实际出席并表决的监事 3名（其中监事魏琳、杜魏参加现场表决；监事孙闯

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

4、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魏琳先生主持。

5、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及《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审议 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 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2018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

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18 年半年度报告全

文》， 其摘要详见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2018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 8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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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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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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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庄园牧场”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以下简称

“本次会议” ）会议通知以书面或邮件方式及时向各位董事发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马红富先生根据《公

司章程》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临时召集。

2、本次会议于 2018 年 8 月 17 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会议采取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名，实际出席并表决的董事 9 名（其中董事马红富、王国福、陈玉海、张骞予参

加现场表决；董事宋晓鹏、叶健聪、刘志军、赵新民、黄楚恒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

4、公司董事长马红富先生主持了会议。

5、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及《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审议 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18 年半年度报告全

文》， 其摘要详见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2018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个月的中期业绩公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相关公告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www.hkex.com.hk)上的《公司截至二零

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个月的中期业绩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8月 17日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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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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