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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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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现场会议于2018年9月12日下午14：00在公司电声园一期综

合楼A-1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2018年9月11日下午15：00一2018年9月12日下午15：00。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表和委托代理人共65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427,

070,13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3.9761％，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2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为1,370,367,80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2.228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1人，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为56,702,33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7473％。 其中，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59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56,363,22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8184％。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姜滨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见证律师出席

了本次会议，其他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审议表决结果如

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审议通过。

1.01�审议通过了《回购股份的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1,426,977,3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5%；反对92,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5％；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6,270,4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07％；反对9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93％；弃权0股。

1.02�审议通过了《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1,426,959,9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3％；反对110,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7％；弃权0股。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56,253,02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295％；反对11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05％；弃权0股。

1.03�审议通过了《拟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表决结果：同意1,426,976,2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4％；反对89,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3％；弃权4,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56,269,32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99％；反对89,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72％；弃权4,5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9％。

1.04�审议通过了《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表决结果：同意1,426,928,1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0％；反对89,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3％；弃权5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37％。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56,221,22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092％；反对89,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72％；弃权52,6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6％。

1.05�审议通过了《回购股份的期限》

表决结果：同意1,426,979,5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7％；反对90,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3％；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56,272,62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21％；反对9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79％；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 于2018年8月22日披露在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2、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股份回购相关事宜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1,426,977,3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5％；反对86,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1％；弃权6,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56,270,42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07％；反对8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55％；弃权6,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8％。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 于2018年8月22日披露在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3、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外汇衍生品交易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26,224,2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07％；反对137,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6％；弃权708,4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496％。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55,517,37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590％；反对13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79％；弃权708,45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531％。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外汇衍生品交易额度的公告》 于2018年8月22日披露在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顾鼎鼎律师、林欢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

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关于歌尔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歌尔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歌尔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九月十二日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歌尔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京天股字（2018）第468号

致：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

东大会” ）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于2018年9月12日在山东省

潍坊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方路268号歌尔股份有限公司电声园一期综合楼A-1会议室召

开。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公司聘任，指派本所律师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现场会议， 并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

以及《歌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就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项出

具本法律意见（以下简称“本法律意见” ）。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审查了《歌尔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

议公告》、《歌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的公告》（以下

简称“《召开股东大会通知》” ），以及本所律师认为必要的其他文件和资料，同时现场审查了

出席会议股东的身份和资格、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并参与了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表决

票的现场监票计票工作。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

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

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

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及经办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公告的法定文件，随同其他公告文

件一并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予以审核公告，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

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文件

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于2018年8月21日召开第十五次会议做出决议召集本次股东大会，并

于2018年8月22日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出了《召开股东大会通知》。 该《召开股东大会通

知》中载明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时间、地点、审议事项、投票方式和出席会议对象等内容。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18年9月12日下午14:00在山东省潍坊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方路268号歌尔股份有限公

司电声园一期综合楼A-1会议室召开，由董事长姜滨先生主持，完成了全部会议议程。 本次股

东大会网络投票通过深交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其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9月12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9月11日下午15:00时至2018年9月12日下午15:00时。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公司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网络投票方式）共计65

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427,070,13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3.9761%，其中：

1、根据出席公司现场会议股东提供的股东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股东的授权

委托书和个人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含股东

代理人）共计24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370,367,80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2.2288%。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参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股东共计41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56,702,33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7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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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股东

代理人）以外的其他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 ）59人，代表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156,363,22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为4.8184%。

除上述公司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外，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本所律师出席了会议，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网络投票股东资格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所表决的事项均已在《召开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列入议程的议案进行了审

议和表决，未以任何理由搁置或者不予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事项的现场表决投票，由股东代表、监事及本所律师共同进行计票、

监票。 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情况，以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投票统计结果

为准。

经合并网络投票及现场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一）《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审议通过。

1、回购股份的方式

表决情况： 同意1,426,977,33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5%；反对92,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6,270,4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07％；反对9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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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表决情况：同意1,426,959,9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3％；反对110,2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7％；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56,253,02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295％；反对11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7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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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拟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表决情况：同意1,426,976,2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4％；反对89,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3％；弃权4,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6,269,3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99％；反对89,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72％；弃权4,5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9％。

表决结果：通过。

4、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表决情况：同意1,426,928,1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0％；反对89,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3％；弃权5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3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6,221,2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092％；反对89,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72％；弃权52,6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6％。

表决结果：通过。

5、回购股份的期限

表决情况：同意1,426,979,5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7％；反对90,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3％；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6,272,6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21％；反对9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79％；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表决结果：通过。

（二）《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股份回购相关事宜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1,426,977,3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5％；反对86,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1％；弃权6,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6,270,4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07％；反对8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55％；弃权6,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8％。

表决结果：通过。

（三）《关于增加外汇衍生品交易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26,224,2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07％；反对137,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6％；弃权708,4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49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5,517,3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590％；反对13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79％；弃权708,454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531％。

表决结果：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

朱小辉

经办律师（签字）：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本所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8号

太平洋保险大厦10层，邮编：100032

2018年9月 12日

2018年 9月 13 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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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16� � � �证券简称：长青集团 公告编号：2018-083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

回购交易补充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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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何启强先生函告， 获悉何启强先生将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票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补充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 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质押（冻结）

股数

质押（冻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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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启强 是

3,900,000 2018-9-10 2019-3-7

国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2.04%

补充质押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何启强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91,213,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77%，已

累计质押股份78,030,000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40.81%，占公司总股本的10.52%。

3、股东质押的股份是否存在平仓风险

公司股东未来股份变动如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情

形的，将严格遵守权益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备查文件

1、股票质押回购补充质押交易确认书；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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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12日

证券代码：002616� � � �证券简称：长青集团 公告编号：2018-082

广东长青（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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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参与度， 公司将对

中小投资者的投票表决情况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9月12日（星期三）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9月11日－2018年9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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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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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下午15:00至2018年9月12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18年9月5日（星期三）

3、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42号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主持人：董事长何启强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65,041,800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62.6839%。 其中：

1、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65,034,80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6830%。

2、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的股东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9%。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1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7,0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何启强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高级管

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65,034,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85%； 反对7,0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反对7,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属“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2018年半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65,034,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85%； 反对7,0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反对7,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属“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3.�《关于2018年度为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65,034,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85%； 反对7,0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反对7,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

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召集人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9月12日

证券代码：601933� � � �证券简称：永辉超市 公告编号：临-2018-55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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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于2018年9月12日在

公司左海总部三楼第3号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应参加会议董事11人，实际参加会

议董事9人。 公司监事会主席林振铭、熊厚富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的通知、召开符合《公司

法》及其他相关规定。 经全体董事审议和表决，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关于设立广西永辉子公司的议案

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现申请增设广西子公司。

1、拟定公司名称：广西永辉超市有限公司（具体以工商登记为准）；

2、注册所在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经开区（以南宁实际注册地为准）；

3、注册资本：2000万元；

4、出资人：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5、经营范围：零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国内图书期刊

零售；国内音像制品零售；卷烟、雪茄烟零售；保健食品销售，餐饮服务；汽车销售；摩托车销售；

批发及零售；果品、蔬菜、肉、禽、蛋、水产品、日用品、家用电器、电子产品、通讯器材（不含无线

电发射设备）、针纺织品、服装、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汽车摩托车零配件、五金交电、仪器仪

表、五金家具、建筑材料、花卉草木、玩具、珠宝、金银饰品、汽车装潢、消防器材、工艺品（不含

象牙及其制品）、计生用品、皮具、橡胶制品、洁具、餐具、生活用纸、化妆品、鞋帽、床上用品、办

公用品、电脑耗材、医疗器械二类；企业管理服务（不含投资及资产管理）；水电费代收服务，物

业管理服务；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出租部分商场设施及商场场地以及提供相关的配套服

务；社会经济信息咨询（不含投资咨询）。 （以上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

定禁止或限制的项目，依法须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该公司主要组织架构：

1）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执行董事：林小昌；

2）公司总经理：林小昌；

3）公司监事：王雪飞；

4）公司财务负责人：孙玉梅。

(以上议案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601933� � � �证券简称：永辉超市 公告编号：临-2018-054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权益

授予的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限制性股票登记日：2018年9月11日

●限制性股票登记数量：159,130,000股

一、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情况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

励计划” )规定的限制性股票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根据公司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

权，公司于 2018年1月29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确定授予日为2018年1月29日，向338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166,343,400

股，授予价格为4.58元/股。 股票来源是通过A股市场大宗交易回购所得。

因有18位激励对象放弃本次股票激励， 经公司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确认，本次实际授予320名激励对象的159,130,000股限制性股票。

（二）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姓名 职务 授予数量 占股权激励计划总量的比例 占授予时总股本的比例

张经仪 高管

5,464,500 3.43% 0.06%

李 国 高管

5,464,500 3.43% 0.06%

翁海辉 高管

655,700 0.41% 0.01%

吴光旺 高管

655,700 0.41% 0.01%

罗雯霞 高管

655,700 0.41% 0.01%

黄明月 高管

655,700 0.41% 0.01%

高管小计

13,551,800 8.52% 0.14%

其他激励对象

145,578,200 91.48% 1.52%

总计

159,130,000 100.00% 1.66%

注：1、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均

累计未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

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0%。

2、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没有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

配偶、父母、子女。

二、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锁定期和解锁安排情况

解锁期 解锁安排 解锁数量占获授权益数量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24

个月内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内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48

个月内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三、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授予股份事宜出具了《验资报告》（致同

验字(2018)第351ZA0016号），截至2018年8月24日止，公司已收到激励对象（320人）缴纳的变

更注册资本（股本）合计人民币159,130,000元，变更后占股本的1.66%。 本次股权激励后，公司

注册资本及股本与变更前一致。 激励对象实际缴纳股权认购款人民币728,815,400.00元。 其中：

728,815,400.00元，于2018年8月24日止缴存在公司账户内。

四、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情况

2018年9月11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手续已完成。

五、授予前后对公司控股股东的影响

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控股股东持股比

例也未发生变动。

六、股权结构变动情况(如适用)

说明本次权益授予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8,135,072,216 -159,130,000 7,975,942,216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435,389,892 159,130,000 1,594,519,892

合计

9,570,462,108 0 9,570,462,108

七、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限制性股票所筹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八、本次授予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激励成本各年度摊销明细表

年度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费用金额

(

单位：元

) 684,736,390 263,360,150 105,344,060

限制性股票的激励成本将在管理费用列支。 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以会计师事

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报备文件

（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二）验资报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060� � �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2018-079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潮水溪疏浚工程与乌石拦河闸引水工程

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中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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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9月11日，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广州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发来的《中标通知书》（编号：广州公资交（建设）字〔2018〕第〔05978〕号），相关内容公

告如下：

该《中标通知书》确定公司（联合体主办方）与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以下简

称“设计院” ，联合体成员方）、广东省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二建” ，联合体

成员方）组成的联合体为“潮水溪疏浚工程与乌石拦河闸引水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 的

中标单位，承包内容为招标文件所规定的发包内容，中标下浮率为5.25%。 根据招标文件相关金

额，中标下浮后工程总造价为59,081.11万元，其中，勘察设计费为3,263.79万元，建安工程费为

55,817.32万元（上述金额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根据招标文件，潮水溪疏浚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58km河（渠）道疏浚清淤，确保河（渠）

道过流能力大于本次设计引水流量10m3/s；对塭嘴水闸、退水闸以及8座反虹闸进行拆除重建，

并兼顾潮水溪沿线破旧道路改造和生态景观需要，基本实现水清、流畅、岸绿；乌石拦河闸引水

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10.11km渠道清淤、清障、拓浚和岸坡防护，恢复渠道的排捞输水能力，稳

定岸坡，并兼顾生态景观需要，基本实现水清、流畅、岸绿。

根据联合体协议约定的联合体成员单位职责分工： 公司负责该项目的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总承包工作，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广东二建负责该项目的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工作，并承

担相应的责任；设计院负责该项目的勘测设计等工作，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公司与广东二建的

具体工程施工金额将另行约定。

该工程业主广东省粤东三江连通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江连通” ）为广东省建筑工

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工集团” ）的全资子公司，公司为建工集团的间接控股子公司、

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电集团” ）的直接控股子公司，因此，三江连通与公司

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承接该业主的工程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2018年1月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和2018年1月22日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对2018年公司与水电集团及其关联企业的日常工程施工关联交易金额

进行预计，本次承接工程的金额在上述预计金额范围内。

根据招标文件，承包人为联合体的，发包人对联合体成员分别进行计量和支付。因此，公司

与设计院、广东二建之间不发生关联交易。

该工程正式合同尚未签订，因此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内容待合同签订后另行公

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002060� �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2018-078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签署湖北省恩施州车坝河水库引水工程

施工总承包合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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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1.该合同是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不可抗力因素及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合同的履行产生一

定的影响。 合同双方均不存在合同履行能力的风险。

2.合同履行对公司2018年度的经营业绩将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6月12日披露了“湖北省恩施州

车坝河水库引水工程PPP项目” 的中标情况，2018年6月13日披露了该PPP项目协议及合资合同

的签署情况。 详见2018年6月12日、2018年6月1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北省恩施州车

坝河水库引水工程PPP项目中标的公告》、《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湖北省恩施

州车坝河水库引水工程PPP项目协议及合资合同的公告》。

湖北省恩施州车坝河水库引水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已签署，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合同签署概况

近日，公司与恩施粤海正源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海正源” ）在湖北省恩施州签署

《湖北省恩施州车坝河水库引水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暂定为47,551.73万元。

（一）交易对手方：恩施粤海正源水务有限公司。

（二）合同类型：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

（三）合同标的：湖北省恩施州车坝河水库引水工程。

（四）合同工期：4年。

二、交易对手方情况介绍

（一）交易对手方：恩施粤海正源水务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程志荣。

2.注册资本：21,000万元。

3.经营范围：恩施州车坝河水库引水工程PPP项目投资、建设、运营、维护。

4.注册地址：湖北省恩施市土司路3号。

5.成立时间：2018年6月27日。

（二）粤海正源为湖北省恩施州车坝河水库引水工程PPP项目的项目公司，公司持有粤海

正源1.00%的股权。

（三）公司上一年度未承接粤海正源的其他工程。

（四）粤海正源信用状况良好，履约能力有保证。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金额：暂定为47,551.73万元（具体实施按照财政批复的预算单价实施，最终结算

价以粤海正源及财政审核部门审核结果为准）。

（二）结算方式：根据进度按月计量和支付。

（三）合同工期：4年。

（四） 工程内容： 湖北省恩施州车坝河水库引水工程及其附属工程， 引水工程总长度约

23.108km。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平面分开塔式进水口、引水隧洞、进水前池、消能减压电站及电站

至二、三水厂的输水管等，具体以设计图纸为准。

（五）主要违约责任：

1.承包人（公司）违约导致工程无法开工、工期延误或合同解除的，由承包人承担违约责

任。

2.发包人（粤海正源）违约导致工程无法开工、工期延误或合同解除的，由发包人承担违约

责任。

3.第三人违约

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当事人承担违约

责任。 一方当事人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

（六）合同生效条件：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四、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施工能力强，技术先进、工程技术人员充足，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

（二）该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金额为47,551.73万元，占公司2017年度营业总收入的7.17%，

合同履行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4个会计年度的经营业绩将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三）合同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该合同而对该业主形

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该合同是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 不可抗力因素及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合同的履行产生一定

的影响。 合同双方均不存在合同履行能力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该合同的履行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备查文件：《湖北省恩施州车坝河水库引水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9月13日

东方启明量化先锋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9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方启明量化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启明量化

基金主代码

400018

前端交易代码

400018

后端交易代码

-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盛泽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刘志刚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盛泽

任职日期

2018-09-12

证券从业年限

3

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3

年

过往从业经历

量化投资部总经理助理，华威大学经济与国际金融经济学硕士，

3

年投资从业经历。 曾任德邦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投资研究部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职位。

2018

年

7

月加盟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现任东

方量化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005616

东方量化成长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8-08-13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否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

/

登记 是

3.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刘志刚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2018-09-12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否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是

4.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报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9月13日

东方利群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9月13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方利群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利群

基金主代码

400022

前端交易代码

400022

后端交易代码

-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黄诺楠

朱晓栋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刘志刚

2.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刘志刚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2018-09-12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否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报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9月13日

东方量化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9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方量化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量化成长

基金主代码

005616

基金管理人名称

005616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盛泽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刘志刚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刘志刚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2018-09-12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否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报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9月13日

东方鼎新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9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方鼎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鼎新灵活

基金主代码

001196

前端交易代码

001196

后端交易代码

-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盛泽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朱晓栋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刘志刚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盛泽

任职日期

2018-09-12

证券从业年限

3

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3

年

过往从业经历

量化投资部总经理助理，华威大学经济与国际金融经济学硕士，

3

年投资从业经历。 曾任德邦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投资研究部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职位。

2018

年

7

月加盟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现任东

方量化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005616

东方量化成长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8-08-13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否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

/

登记 是

3.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刘志刚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2018-09-12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否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是

4.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报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9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