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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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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9月5日以

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18年9月12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参加会议的监事应到3人，实到

3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有效。会议由刘强先生主持，经过表决，会议作出如下决

议：

1、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与会监事一致同意，选举刘强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简历见附件）。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三日

附件：

刘强：男，1975年8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大学学历，法律专业，助理政工师。

曾任山东金岭铁矿矿部办公室副主任，对外办副主任，保卫处副处长，退管处副处长；现任山东金岭铁矿

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监事会主席。

刘强先生系控股股东山东金岭铁矿有限公司职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刘强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中关于监事的任职资格规定，具备履行相应职责的能力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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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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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公司股东傅晓阳先生的通知，获悉傅晓阳先生

将其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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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傅晓阳 否 300,000

2018年9月

11日

办理解除质

押登记手续

之日

兴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1.49%

个人资金需

求

合 计 -- 300,000 -- -- -- 1.49% --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傅晓阳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20,163,25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04%；累计质押股份9,

780,000股，占傅晓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48.50%，占公司总股本的3.42%。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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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

收到退还增值税留抵税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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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2018年6月27日发布《关于2018年退还部分行业增值税留抵税额有关税收

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70号）（以下简称“《通知》” ），决定对部分行业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予以退

还。

根据《通知》的要求，经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省博宇新能源有限公司于近日

收到退还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17,315,314.17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该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的退还将对本公司现金流产生一定积极影响，

对本公司的损益不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002124� � � �证券简称：天邦股份 公告编号：2018-081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解除部分股权质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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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9月12日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张邦辉先生（目前持

有公司流通股286,953,91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75%，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215,215,438股；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71,738,480股）有关办理股权解除质押的通知。

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股数

（万股）

质押开始日期

解除质押登记

日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

占其所持公司

股份比例

张邦辉 是 70

2015年12月14

日

2018年9月12日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0.24%

合计 70 - - - -

本次股权解除质押之后，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邦辉先生剩余质押公司股份为193,095,000股，占其所持

公司股份总数的67.29%，占公司总股本的16.65%。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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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资金占用及诉讼事项进展暨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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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

一、资金占用事项及诉讼基本情况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蓝丰生化” ）持股5%以上股东、全

资子公司陕西方舟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舟制药” ）原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王宇，违规将方舟制药

银行资金划转至与王宇相关的单位或自然人账户，形成对本公司资金的违规占用。截止2017年12月31日，

该项违规占用资金余额356,856,324.15元。

2018年5月28日，公司收到了王宇向公司出具的《关于占用公司资金还款承诺》，王宇承诺分期偿还违

规占用的公司资金及利息。2018年6月8日， 王宇偿还公司资金2,000万元， 该项违规占用资金余额336,856,

324.15元。2018年8月4日，方舟制药向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民事起诉状》，起诉陕西禾博生物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等共八名被告。2018年8月8日，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起诉符合法定受理条件，决定立

案受理。有关事项披露索引如下：

序号 公告标题 主要内容 公告日期 公告编号 刊载媒体

1

关于资金占用、业绩补偿有关事

项的进展公告

王宇出具还款承

诺

2018年5月30日 2018-036

《证券日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 关于收到王宇偿还资金的公告

王宇偿还 2,000万

元

2018年6月9日 2018-039

3 关于资金占用事项的进展公告

王宇未履行后续

还款承诺

2018年8月2日 2018-048

4

关于公司提起诉讼暨资金占用

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司提起诉讼 2018年8月11日 2018-049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一）申请财产保全 法院作出民事裁定

2018年8月20日，方舟制药向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请求冻结陕西禾博生物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王宇、秦英、陕西新方舟置业有限公司、陕西新方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陕西禾博天然

产物有限公司、宁夏华宝枸杞产业有限公司、陕西彭祖源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银行存款210,968,012.32元

或查封其相应价值的财产，同时，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沂支公司为该保全提供保全责任保险

担保。当日，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2018】苏03执保97号），裁定如下：

冻结被申请人陕西禾博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王宇、秦英、陕西新方舟置业有限公司、陕西新方舟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陕西禾博天然产物有限公司、宁夏华宝枸杞产业有限公司、陕西彭祖源旅游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银行存款人民币210,968,012.32元；如银行存款不足则查封其相应价值的财产。

案件申请费5,000元，由陕西方舟制药有限公司负担。

本裁定立即开始执行。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

止裁定的执行。

（二）相关财产查封、冻结

1、查封房产、土地情况

（1） 查封秦英名下坐落于西安市高新区高新三路18号， 房号为3-10401的房产 （预售证号为：

2013076）。查封期限为三年，自2018年8月22日起至2021年8月21止。

（2）查封陕西方舟置业有限公司名下坐落于西安市高新区高新三路18号方舟国际大厦3号楼共计209

套房产（预售证号为：2013076），查封期限为三年，自2018年8月22日起至2021年8月21止。

在上述被查封的不动产中，第5层和第16－21层为方舟制药已经购买且支付了款项，但未办理预售登

记，为了防止其它债权人查封而采取的保护性查封。在扣除方舟制药购买的不动产后，剩余可供处置的不

动产面积合计8,934.37㎡。

（3） 查封宁夏华宝枸杞产业有限公司名下， 坐落中宁县城枸杞加工城的6套房产， 使用面积合计15,

648.9㎡。查封期限为三年，自2018年8月27日起至2021年8月26止。

（4）查封宁夏华宝枸杞产业有限公司名下，坐落于中宁县城枸杞加工城的土地，使用面积42,541.52

㎡。查封期限为三年，自2018年8月27日起至2021年8月26止。

2、冻结股权情况

（1）冻结陕西新方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原名西安宇兴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陕西新方舟置业有

限公司100%的股权。查封期限为三年，自2018年8月23日起至2021年8月22止。

（2）冻结王宇持有西安新方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84%的股权，秦英持有西安新方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6%的股权。查封期限为三年，自2018年8月23日起至2021年8月22止。

（3）冻结王宇持有陕西和泰生物医药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1,100万元的股权（合伙份额）。查封

期限为三年，自2018年8月23日起至2021年8月22止。

（4）冻结秦英持有陕西禾博天然产物有限公司97.22%的股权。查封期限为三年，自2018年8月24日起至

2021年8月23止。

（5） 冻结彭祖源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彭祖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70%的股权。 查封期限为三

年，自2018年8月24日起至2021年8月23止。

（6）冻结陕西方舟置业有限公司持有陕西彭祖源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83.33%的股权。查封期限为

三年，自2018年8月24日起至2021年8月23止。

（7）冻结西安宇兴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宁夏华宝枸杞产业有限公司60.95%的股权。查封期限为三

年，自2018年8月27日起至2021年8月26止。

（8）冻结王宇持有宁夏华宝枸杞产业有限公司20.32%的股权。

3、冻结银行存款情况

冻结陕西新方舟置业有限公司、 陕西禾博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彭祖源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宁夏华宝枸杞产业有限公司、陕西禾博天然产物有限公司、王宇、秦英共24个银行账户持有的存款合计

3,676,499.40元，冻结期限为12个月，自2018年8月28日起至2019年8月27日止。

4、冻结王宇持有的本公司及其他公司股票

（1）冻结王宇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冻结股数

（股）

冻结开始日 冻结到期日 司法冻结执行人名称

本次冻结占其

所持本公司股

份比例

王宇 否 33,610,001 2018年9月11日 2021年9月10日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100%

本次股份冻结已于2018年9月1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冻结登记手续。

本次股份冻结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变更，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王宇共持有本公司股份33,610,00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88%；已累计向国元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质押33,61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100%，占公司总股本的9.88%；本次司法冻结33,610,001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100%，占公司总股本的9.88%。

（2）冻结王宇持有的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银禧科技；股票代码：300221）15,500股。

冻结期限为三年，自2018年9月11日起至2021年9月10日止。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进展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诉讼尚待法院开庭审理，暂时无法预计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的影响，本公司将根

据后续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苏03执保97号）

2、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协助公示通知书》及《协助公示执行信息需求书》

3、协助执行单位（银行）反馈信息

4、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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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于2018年8月28日在《证券时报》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18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及《关于公司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更正公告》。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无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也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

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9月12日（星期三）上午10:00；

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9月11日-2018年9月12日；

其中：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9月12日上午 9:30一11:30，下午

13:00一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9月11日15:00一2018年9月12

日15:00。

2、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现场会议地点：江苏省宜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荆溪北路88号，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沈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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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255,233,32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5.1434％。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

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255,233,32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5.1434％。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4、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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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420,3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90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420,3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90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四、 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按照会议议程，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逐项通过了如下决议：

1、以累积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会议以累积投票制选举

杨征帆先生、岳大洲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1） 选举杨征帆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255,233,3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网络投票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2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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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

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选举岳大洲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255,233,3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网络投票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2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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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

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55,233,3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网络投票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55,233,3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网络投票情况：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2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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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

的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

五、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

2、见证律师：林琳、陈杰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

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535� � � �证券简称：天士力 编号：临2018-060号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产品纳入优先审评程序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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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于2018年9月11日发布《拟纳入优先审评程序药品注册申请

的公示（第三十二批）》，将拟优先审评的药品注册申请及其申请人予以公示，公示期5日。天士力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士力”或“公司” ）自主研发的药品止动颗粒进入该名单，现将止动颗粒的相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止动颗粒

剂型：颗粒剂

规格：每袋5g

申请事项：新药申请：中药6.1类

受理号：CXZS1700002

申报阶段：生产批件

申请人：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优先审评理由：

1、止动颗粒是复方现代创新中药，目前尚未在国内销售；

2、止动颗粒列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一一重大新药创制“面向国际的创新中药大平台建设”课题（课题

编号：2013ZX09402202）；

3、止动颗粒为儿童用药品；

4、止动颗粒疗效明显，安全性好，可满足小儿抽动秽语症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二、药品研发及注册情况

止动颗粒为公司独家品种，适应症为小儿抽动秽语症，功能主治为平肝息风，清火豁痰，宁心安神。用

于肝亢风动、痰火内扰所致的抽动症，症见面部、头颈、四肢或躯干部位肌肉不自主的抽动伴有喉部的异常

发声、烦躁易怒、口干舌红、睡眠不安等症。

2017年6月21日，公司向天津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提交生产申请并获受理，目前纳入优先审

评程序。按照《关于鼓励药品创新实行优先审评审批的意见》（食药监药化管〔2017〕126号），公司产品加

入优先审评程序将保证审查级别的优先，缩短企业排队等候上市审批的时间和整体进程。

截至2018年8月31日，公司对止动颗粒项目累计研发总投入2167.88万元人民币。

三、风险提示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研发容易受到技术、审批、政策等多方面因

素的影响，审评政策及未来产品市场竞争形势等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风险，上述产品存在优先审评程序药品

注册申请公示期被提出异议的风险， 且能否成功上市及上市时间具有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项目的后续进展，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有关公司信息以

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000100� � � �证券简称：TCL集团 公告编号：2018-091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TCL集团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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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提案的增加、否决或变更。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9月12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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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上午9:30一11:30，下午1:

0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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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下午3:00至2018年9月12日下

午3:00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一路TCL大厦B座19楼第一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刘斌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代理人）共计 69�人，代表股份 4,884,289,473�股，占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36.05�%。

其中，现场投票的股东（代理人） 23�人，代表股份 4,407,241,496��股，占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32.53�%；通过网络投票的

股东共计 46�人，代表股份 477,047,977�股，占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3.5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见证律师全程监督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议案1.00：《关于调整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4,883,377,6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813％；

反对878,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180％；

弃权3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07％；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441,790,7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99.9368％；

反对87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0.0609％；

弃权 3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0.0023％；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莹 、范秋萍

3.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合法，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9月12日

股票代码：002290� � � �股票简称：中科新材 公告编号：2018-104

苏州中科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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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中科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近日收到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华林证券” ）《关于更换苏州中科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持续督导

保荐代表人的说明》。截至目前，持续督导期已经结束，由于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的原因，目前处于专项

督导阶段。华林证券原指定蔡晓涛先生、何朝丹女士作为保荐代表人，具体开展持续督导工作。保荐代表人

何朝丹女士因工作变动原因，自2018年9月4日起不再负责本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工作，为保证公司持续督

导工作的有序进行，华林证券决定由保荐代表人黄萌先生接替何朝丹女士担任公司持续督导期保荐代表

人，继续履行对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持续督导职责。本次变更后，公司持续

督导保荐代表人为蔡晓涛先生和黄萌先生。

附：黄萌先生简历：

黄萌：保荐代表人。华林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执行总经理。具有多年投资银行从业经验，曾负责或主持

了延华智能、澳洋顺昌、禾盛新材、东山精密、天马精化、春兴精工等IPO项目，主持并保荐签署了苏大维格、

世嘉科技IPO�项目、世嘉科技重大资产重组等项目。

特此公告。

苏州中科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九月十三日

股票代码：002290� � � �股票简称：中科新材 公告编号：2018-103

苏州中科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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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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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中科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控股股东深圳市中科创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创资产” ）的通知，中科创资产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业务，具

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解除质押股

数（股）

质押开始日期 解除质押日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

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

比例

中科创资

产

是 4,069,998 2017年9月28日 2018年9月11日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5.24%

合 计 ― 4,069,998 ― ― ― 5.24%

二、股东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回购日期 质权人

本次质押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中科创资

产

是 36,400,000 2017年9月15日 2018年9月13日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6.87%

中科创资

产

是 26,238,284 2017年11月16日 2018年11月16日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33.78%

中科创资

产

是 2,430,000 2018年2月1日 2019年11月15日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3.13%

中科创资

产

是 2,424,000 2018年2月5日 2018年9月13日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12%

中科创资

产

是 1,000,000 2018年5月4日 2018年9月13日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9%

中科创资

产

是 2,000,000 2018年7月6日 2018年11月16日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2.58%

中科创资

产

是 2,098,933 2018年8月6日 2019年11月15日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2.70%

中科创资

产

是 1,000,000 2018年8月7日 2018年9月13日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9%

合 计 ― 73,591,217 ― ― ― 94.75%

截止本公告日，中科创资产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为77,667,91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2.00%，其

中仍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积数为73,591,217股，已质押股份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94.75%，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30.32%。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苏州中科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八年九月十三日

股票代码：002290� � � �股票简称：中科新材 公告编号：2018-102

苏州中科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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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中科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0月25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及2017年11月15日召开的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公司决定继续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最高额度为不超

过3亿元人民币，在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并授权管理层具体实施相关事宜。具体内容详见2017年10

月27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

告》。

一、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2018年6月12日，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兴禾源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7,000万元人民

币在南京银行苏州分行办理了定期存款业务，理财期限为2018年6月12日至2018年9月12日。具体内容详见

2018年6月13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到期赎回及继续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二、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上述理财产品已到期, 公司将上述合计人民币7,000万元的理财产品予以赎回， 取得理财收益255,

811.11元。截至本公告日，本金及收益合计70,255,811.11元已划转至募集资金专户。

三、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前12个月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序

号

发行主体 产品名称

认购金

额

(万元)

产品起息日 产品到期日

是

否

到

期

取得收益

（元）

1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分行

华夏银行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产品

2,000 2017年1月24日 2017年4月24日 是 108,493.15

2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

广东华兴银行财富盈 4,000 2017年1月24日 2017年4月24日 是 256,438.36

3 交通银行苏州分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日增利89

天

2,000 2017年1月25日 2017年4月24日 是 185,315.07

4

长城华西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机构客户专属2017-020期人

民币理财产品

5,000 2017年5月18日 2017年8月17日 是 461,232.88

5

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账户盈C 6,000 2017年5月31日 2017年8月31日 是 248,201.38

6 浙商银行苏州分行 定期存款 6,000 2017年7月3日 2017年10月3日 是 222,766.67

7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罗湖支行

通知存款 6,000 2017年9月20日 2017年10月20日 是 182,330.67

8

中信银行苏州金鸡湖

支行

中信理财之共赢利率结构

17958期人民币结构性理财产

品

3,000 2017年9月22日 2017年10月25日 是 103,068.49

9

中国民生银行苏州姑

苏支行

与利率挂钩的结构性产品

（CNYS）

3,000 2017年9月19日 2017年10月27日 是 117,166.67

10

中国民生银行苏州姑

苏支行

通知存款 3,000

2017年10月27

日

2017年11月10日 是 12,833.33

11

中信银行苏州金鸡湖

支行

中信理财之共赢保本步步高

升B款人民币理财产品

3,000

2017年10月26

日

2017年11月10日 是 37,602.74

12

江苏银行苏州相城支

行

结构性存款 5,000 2017年9月22日 2017年11月13日 是 234,722.22

13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罗湖支行

通知存款 6,000

2017年10月24

日

2017年11月13日 是 98,994.00

14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罗湖支行

通知存款 4,000

2017年11月22

日

2017年12月21日 是 95,700.00

15

中国光大银行深圳分

行

2017年对公结构性存款统发第

一二九期产品5

5,000

2017年11月24

日

2018年2月24日 是 556,250.00

16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沧浪支行

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固定

持有期产品

2,000

2017年11月29

日

2018年2月27日 是 210,138.89

1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分行

结构性存款 3,000

2017年11月28

日

2018年2月28日 是 340,273.97

18

中国民生银行苏州姑

苏支行

定期存款 2,000

2017年11月29

日

2018年3月1日 是 221,808.22

19

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南银行结构性存款2017年

S002

2,000

2017年11月30

日

2018年3月1日 是 198,683.33

20

兴业银行深圳深南支

行

结构性存款 7,000

2017年11月22

日

2018年3月2日 是 884,109.59

2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

园区支行

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固定

持有期产品

3,000 2017年12月5日 2018年3月5日 是 322,500.00

22

中信银行苏州金鸡湖

支行

共赢利率结构18411期人民币

结构性理财产品

2,000 2017 年 12

月1日

2018年3月19日 是 266,301.37

2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沧浪支行

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固定

持有期产品

2,000 2018年2月28日 2018年5月29日 是 222,444.44

24

中国光大银行深圳车

公庙支行

2018年对公结构性存款统发第

二十三期产品3

5,000 2018年3月2日 2018年6月2日 是 557,083.33

2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分行

结构性存款 3,000 2018年3月5日 2018年6月5日 是 310,027.40

26

中国民生银行苏州姑

苏支行

与利率挂钩的结构性产品 2,000 2018年3月6日 2018年6月6日 是 226,849.32

27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罗湖支行

通知存款 5,000 2018年3月12日 2018年6月12日 是 362,250.00

28

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南银行结构性存款2018年

B011

2,000 2018年3月13日 2018年6月13日 是 208,022.22

29

江苏银行苏州相城支

行

苏银苏结构（2018）223号结构

性存款

1,000 2018年4月3日 2018年7月3日 是 106,250.00

30

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包头分行

账户盈C 4,000 2018年1月8日 2018年7月8日 是 391,332.36

31

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包头分行

账户盈C 2,000 2018年3月26日 2018年7月8日 是 94,372.73

32

中信银行苏州金鸡湖

支行

中信理财之共赢利率结构

19515期（保本）人民币结构性

理财产品-C183U0115

2,000 2018年3月30日 2018年7月16日 是 272,219.18

33

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

分行

江南银行结构性存在2018年

B180

6,000 2018年7月12日 2018年8月17日 是 252,000.00

3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沧浪支行

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固定

持有期产品

2,000 2018年6月4日 2018年9月3日 是 227,500.00

35

兴业银行深圳深南支

行

结构性存款 2,000 2018年3月14日 2018年9月10日 是 451,726.03

36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

结构性存款 3,000 2018年7月11日 2018年9月11日 是 212,500.00

37 南京银行苏州分行 定期存款 7,000 2018年6月12日 2018年9月12日 是 255,811.11

38

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南银行结构性存款2018年

B133

2,000 2018年6月25日 2018年10月9号 否

39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相城支行

结构性存款 1,000 2018年7月11日 2018年10月11日 否

40

中信银行苏州金鸡湖

支行

共赢利率结构21075期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

2,000 2018年7月27日 2018年11月15日 否

41

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南银行结构性存款2018年

Z013

2,000 2018年8月21日 2018年11月13日 否

42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罗湖支行

7天通知存款 2,000 2018年8月20日 2018年11月13日 否

43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罗湖支行

结构性存款 2,000 2018年8月23日 2018年10月2日 否

4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沧浪支行

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固定

持有期JG901期

2,000 2018年9月7日 2018年10月12日 否

45

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

苏州分行

公司结构性存款2018014 2,000 2018年6月21日 2018年12月18号 否

46

招商银行苏州工业园

区支行

结构性存款 3,000 2018年6月19日 2018年12月19号 否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在前12个月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累计金额为150,000万元， 已到期

132,000万元，累计取得理财收益为9,515,319.12元。

四、备查文件

1、南京银行苏州分行电子回单。

特此公告。

苏州中科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三日

2018年 9 月 13 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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