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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14� � � �证券简称：东睦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8-066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监事提前终止减持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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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事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监事陈伊珍女士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02,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59%，上述股份均来源于二级市场购入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未发生减持并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2018年9月12日，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监事陈伊珍女

士提交的《大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计划提前终止告知函》，陈伊珍女士未发生减持，并提

前终止于2018年3月20日发布的减持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3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有关信息，公告号：（临）2018-025。 现将主要情况公告

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陈伊珍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9,600 0.0046%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

29,600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其他情形：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

/

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成情况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前持股比

例

陈伊珍

0 0% 2018/4/12～2018/9/11

集中竞价交

易

0－0 0

未完成：

5,000

股

102,500 0.0159%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三)

(一)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伊珍女士未实施减持并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四)(四)

(二)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伊珍女士尚未开始实施减持，且决定提前终止本次减持计划。

(五)(五)

(三)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为维护资本市场稳定，陈伊珍女士决定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特此公告。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9/12

报备文件：

1、陈伊珍出具的《大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计划提前终止告知函》。

证券代码：002606� � � �证券简称：大连电瓷 公告编号：2018-071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新增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大连电瓷” ）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

东阜宁稀土意隆磁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意隆磁材” ）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股份

新增轮候冻结。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新增轮候冻结的情况

1、本次轮候冻结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

轮候冻结数量（股）

委托

日期

轮候期限（月） 轮候冻结申请人

轮候冻结执行人名

称

冻结深度说明

本次轮候冻结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意隆

磁材

是

93,830,000 2018

年

9

月

11

日

36

上海财通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

冻结（原股

+

红

股

+

红利）

100%

合计

-- 93,830,000 -- -- -- --

2、本次轮候冻结的原因

2018年7月，上海财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财通” )就意隆磁材质押融资及股

份质押担保事项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6日

对意隆磁材持有的大连电瓷全部股权进行了司法冻结。 关于股份质押及股份质押担保及司法

冻结事项详见公司于2018年7月4日和2018年7月21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控股股东收到股权质押的质权方通知函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8-057） 和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62）。

由于意隆磁材与上海财通就意隆磁材质押融资及质押担保事项始终未能达成一致， 上海

财通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要求意隆磁材向上海财通支付贷款本金、利

息、贷款服务费、补仓违约金、公证费等相关费用。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6日下

达了执行通知书，并于2018年9月11日对意隆磁材持有的公司股份进行了轮候冻结。

3、累计被冻结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控股股东意隆磁材持有公司股份93,83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3.03%，处于冻结状态股份为93,83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03%，占其持股总数的100%；意

隆磁材持有的93,830,000股股份此前已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本次新增

轮候冻结执行人为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上述历次冻结申请人均为上海财通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二、股份被司法冻结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如被法院执行拍卖，公司控股股东将可能发生变化，公司将按照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公司与控股股东意隆磁材为不同主体，公司在资产、业务、财务等方面与控股股东均保

持独立，截止目前，公司日常经营及生产活动正常，该事项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

3、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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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

特此公告。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146� � � �证券简称：商赢环球 公告编号：2018-112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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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徐汇区徐虹中路8号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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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146,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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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8.1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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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现场会议由半

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董事林哲明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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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人，出席3人，董事林哲明先生、独立董事谢荣兴先生、曹丹先生出席会

议，其余董事因公务无法亲自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监事会主席林钧先生、监事卜峰平先生、职工代表监事费翠

女士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陈海燕女士出席会议、副总经理张子君女士、俞坚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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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146,800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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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146,800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向环球星光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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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146,800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 Oneworld� Star� Holdings� Limited、罗永斌先生、杨军先生签署

《资产收购协议之第三次补充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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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146,800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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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06,146,800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2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106,146,800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3

关于向环球星光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下属全资

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

106,146,800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4

关于公司与

Oneworld Star Holdings Limited

、罗

永斌先生、杨军先生签署《资产收购协议之第

三次补充协议》的议案

106,146,800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第1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

律师：唐韵、樊素平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

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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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3日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海富通欣悦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

《海富通欣悦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现将海富通欣悦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及相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海富通欣悦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会议表决时间为2018年8月21日起至2018

年9月11日17：00截止，会议审议了《关于终止海富通欣悦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以下简称“本次大会议案” ）。

参加本次海富通欣悦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

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共计148,514.87份，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权益登

记日为2018年8月20日，权益登记日本基金总份额260,089.67份）的57.1%，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海富通欣悦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持有人大会（通讯方式）的召开条件。其中，同意票所代

表的基金份额为148,514.87份， 占出席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

数的100%；反对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0份，占出席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

的基金份额总数的0%；弃权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0份，占出席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

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数的0%。 经参加投票表决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表决权的100%同

意通过本次大会议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

作管理办法》和《海富通欣悦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次大

会议案有效通过。

本次持有人大会的计票于2018年9月12日在本基金的基金托管人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及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的见证下进行， 并由上海市东方公证处

对计票过程及结果进行了公证。 本次持有人大会的公证费、律师费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二、海富通欣悦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

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2018年9月12日表决通过了《关于终止

海富通欣悦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本次大会决议自该日

起生效。 基金管理人将自该日起五日内将表决通过的事项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三、《海富通欣悦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的后续安排

本次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后，根据持有人大会通过的议案及方案说明，本基金将从2018

年9月14日起进入清算期。 基金管理人将按照本《基金合同》约定，组织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

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及时予以公告。

四、备查文件

1、《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海富通欣悦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2、《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海富通欣悦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3、《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海富通欣悦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八年九月十三日

关于海富通欣悦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期停止办理申购、

赎回等业务的公告

海富通欣悦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已于2018年8月21日起至2018年9月1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此次持有人大会的计票于2018年9

月12日进行。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终止海富通欣悦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有关事项的议案》。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公告详见2018年9月13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基金管理人网站（www.hftfund.

com）上的《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海富通欣悦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根据基金合同及持有人大会通过的议案，于2018年9月14日起，本基金进入财产清算期，

停止办理申购、赎回等业务，且之后不再恢复。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002369� � � �证券简称：卓翼科技 公告编号：2018-104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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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属于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对中小投资

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9月12日下午15：0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8年9月11日--2018年9月12日，其中：

（1） 通过深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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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1:30，

下午13:00至15:00；

（2）通过深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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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至2018

年9月12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平山民企科技工业园5栋六楼第一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昌智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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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总计69人，代表股份数

92,664,7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9775%。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7人，代表股份数

63,305,9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153%。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52人，代表股份数

29,358,8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621%。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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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议的议案及具体表决结果

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2,594,1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8%；反对

7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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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9,331,2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8208%；反对7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79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刘媛媛律师、顾鼎鼎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

出具法律意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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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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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九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056� � � �证券简称：中国医药 公告编号：临2018-048号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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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光明中街18号美康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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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7,817,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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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0.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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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侯文玲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

方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合

法、有效。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就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

的合法性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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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高渝文、徐明、王晓良、史录文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

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2人，强勇、黄梅艳、康学敏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刘清源出席本次会议；副总经理李箭、总会计师宋健敏、总经理助理张铁

平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控股子公司2018年度向关联方借款预计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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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729,143 99.9176 88,800 0.0824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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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控股子公司

2018

年度向关联方借款预

计额度的议案

107,722,461 99.9114 88,800 0.0824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因系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或代理人回避表决，该两项议案以超过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股东及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获得通过，形成本次股东大会的普通决议。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洋、邓盛、马盛君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

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之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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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002869� � � �证券简称：金溢科技 公告编号：2018-065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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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近日分别接到股东李娜

女士、刘咏平先生通知，获悉李娜女士、刘咏平先生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手续，

李娜女士、刘咏平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质押的具体事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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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数

（万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期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用途

李娜 实际控制人之一

23.3 2018

年

8

月

6

日

2020

年

10

月

19

日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4.16%

补充质押

25 2018

年

9

月

11

日

2020

年

10

月

19

日

4.46%

刘咏平 实际控制人之一

56 2018

年

9

月

11

日

2020

年

6

月

4

日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5.83%

补充质押

合计

104.3

2、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股东罗瑞发先生、刘咏平先生、杨成先生、王明宽先生、李娜女士、李朝莉女士为公司实际

控制人， 公司第一大股东深圳市敏行电子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罗瑞发先生。 截至公告披露

日，上述股东累计质押的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

姓名

持股数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累计质押股数（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累计质押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深圳市敏行电子有限公司

2360 20.03% - - -

罗瑞发

660 5.60% - - -

刘咏平

960 8.15% 626 5.31% 65.21%

杨成

800 6.79% 30 0.25% 3.75%

王明宽

600 5.09% 581 4.93% 96.83%

李娜

560 4.75% 435.3 3.70% 77.73%

李朝莉

80 0.68% - - -

合计

6020 51.10% 1672.3 14.20% 27.78%

二、其他情况说明

1、股东股份被冻结、拍卖或设定信托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第一大股东未发生股份被冻结、拍卖或设定信托的情

况。

2、股份质押风险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第一大股东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6020万股，其中质押

股份合计1672.3万股，质押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27.78%，该比例仍在合理范围内，质押行为不会

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

针对部分实际控制人股权质押比例较高的问题，公司已向其做出充分的风险提示，若股价

跌至质押业务警戒线，该部分实际控制人将通过部分偿还本金、补充质押股票，或提前解除质

押等方式，避免出现质押股份被强制平仓的情形。

3、本次股份质押不属于《关于上市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存量股份参与融资融券交易相

关问题的通知》（深证会〔2013〕30号）规定的“接受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

有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开展以该上市公司股票为标的证券的融资融券交易” 的情

形。

4、本次被质押的股份不涉及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承诺股份补偿的情况。

5、本次股份变动未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情形。

三、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9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