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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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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拟为全资子公司Multek� Group （Hong� Kong)�

Limited（以下简称“超毅集团” ）及其控股子公司银行融资提供担保，并为控股子公司苏州艾福电子通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福电子” ）银行融资追加担保额度并延长担保期限，具体情况如下：

一、为全资子公司超毅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事项

1、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为支持全资子公司超毅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业务发展，满足其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拟为超毅集

团及其控股子公司银行融资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的担保，担保期限为18个月。

2018年9月18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Multek� Group

（Hong� Kong)� Limited及其控股子公司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超毅集团及其

控股子公司银行融资提供担保。

上述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Multek� Group（Hong� Kong)� Limited

（2）设立日期：2018年4月25日

（3）注册地点：中国香港

（4）所属行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5）主营业务：研发、制造、贸易

（6）主要财务数据

超毅集团为公司为收购纳斯达克上市公司Flex� Ltd. 下属的PCB制造业务相关主体 （以下合称

“Multek” ）而设立的控股主体，主要负责Multek整体运营。Multek于2018年7月被公司收购，具体包括以下

11家主体：

序号 公司简称 公司全称 注册地

1

珠海超毅电子 珠海斗门超毅电子有限公司 珠海

2

珠海超毅科技 超毅科技（珠海）有限公司 珠海

3

珠海超毅实业 珠海斗门超毅实业有限公司 珠海

4

珠海硕鸿电路板 珠海硕鸿电路板有限公司 珠海

5

珠海德丽科技 德丽科技（珠海）有限公司 珠海

6

毛里求斯超毅

Multek Technologies Limited

毛里求斯

7

香港超毅

Multek Hong Kong Limited

香港

8

香港超毅电子

Astron Group Limited

香港

9

香港硕鸿电路板

Vastbright PCB

（

Holding

）

Limited

香港

10 BVI

德丽科技

The Dii Group

（

BVI

）

Co. Limited

英属维尔京群岛

11

香港德丽科技

The Dii Group Asia Limited

香港

最近一年及一期，Multek备考合并报表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

经审计

) 2018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879,498,917.85 2,725,372,699.50

负债总额

2,778,792,037.03 869,966,923.70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11,999,852.65 -

流动负债总额

2,778,792,037.03 869,966,923.70

净资产

1,100,706,880.82 1,855,405,775.81

2017

年

1-12

月

(

经审计

) 2018

年

1-6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082,524,086.11 1,356,920,740.83

利润总额

109,725,737.36 -1,484,798.22

净利润

94,155,392.90 -10,036,356.10

（7）股权关系

超毅集团及Multek股权结构如下：

二、为控股子公司艾福电子银行融资追加担保额度并延长担保期限的事项

1、担保情况概述

（1）前次担保情况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艾福电子的银

行融资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的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公告编号：2018-061）详见《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本次担保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艾福电子因全球5G建设和重点通信主设备商订单的拉动，导致目前陶瓷介质滤波器

等产品产能严重不足，需要扩大生产规模。因此公司决定拟为艾福电子银行融资追加担保额度不超过15,

000万元，担保总额不超过18,000万元。担保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8个月。

2018年9月1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苏州艾福电子通

讯有限公司银行融资追加担保额度并延长担保期限的议案》，同意公司为艾福电子的银行融资追加担保额

度并延长担保期限。

上述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苏州艾福电子通讯有限公司

（2）设立日期：2005年12月1日

（3）注册地点：苏州高新区鹿山路环保产业园14号厂房东半部

（4）法定代表人：姜南求（KANG� NAMGU）

（5）主要业务：无线移动通讯及卫星通讯用射频部件和模块产品研发、生产及销售，拥有陶瓷介质滤

波器件、陶瓷介质模块、陶瓷谐振器等三大系列产品。

（6）股权关系：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70%股权。

（7）艾福电子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

经审计

) 2018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89,158,660.08 103,481,430.74

负债总额

29,258,775.42 41,244,106.84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1,000,000.00 27,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29,258,775.42 40,971,106.84

净资产

59,899,884.66 62,237,323.90

2017

年

10-12

月

(

经审计

) 2018

年

1-6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5,155,511.63 36,559,109.74

利润总额

6,370,108.88 3,655,945.31

净利润

5,886,493.19 3,107,553.51

注：艾福电子于2017年10月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三、拟签署担保协议的内容

公司为超毅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艾福电子的银行融资提供担保，最终实际担保总额将不超过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担保期限以上述子公司与银行签署的《保证合同》为准。控股子公司艾福电

子其他股东按股权比例提供相应的担保。

四、独立董事意见

（1）关于为全资子公司Multek� Group（Hong� Kong)� Limited及其控股子公司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事

项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为全资子公司Multek� Group（Hong� Kong)� Limited及其控股子公司银行融资

提供担保，有利于其业务的顺利开展，符合上市公司的利益，本次担保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Multek� Group（Hong� Kong)� Limited及其控股子公司银行融资提供

担保，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苏州艾福电子通讯有限公司银行融资追加担保额度并延长担保期限的事项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苏州艾福电子通讯有限公司追加担保额度并延长担保期限，是

因其产能严重不足，需要扩大生产规模，满足经营发展的需要，符合上市公司的利益，本次担保事项履行了

必要的审议程序，艾福电子的其他股东按股权比例提供相应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苏州艾福电子通讯有限公司追加担保额度并延长担保期限，并同意

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347,496.68万元，占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

净资产的44.70%，无逾期担保，且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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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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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以下简称“会

议” ）通知于2018年9月13日以专人送达、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18年9月18日在公司一楼会议室以通讯

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袁永刚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会议经过讨论审议，

以书面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Multek� Group（Hong� Kong)� Limited及其控股子公司银行融资提

供担保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详见《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苏州艾福电子通讯有限公司银行融资追加担保额度并延长担保期

限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详见《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对苏州维信电子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苏州维信电子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详见《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8年度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8年度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详见 《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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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苏州维信电子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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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对全资子公司苏州维信电子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苏州维信” ）增资，具体情况如下：

一、对外增资概述

1、对外增资基本情况

公司为满足苏州维信的日常经营发展中的流动资金需要，公司拟通过全资子公司MULTI-FINELINE�

ELECTRONIX� SINGAPORE� PTE.LTD（以下简称：“新加坡维信” ）以自有资金向苏州维信增资4,000万

美元，苏州维信注册资本将由12,880万美元增至16,880万美元。

2、董事会审议议案的表决情况

2018年9月1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苏州维信电子有限公司增资

的议案》，同意公司通过新加坡维信以自有资金向苏州维信增资4,000万美元。同时，公司董事会授权苏州

维信管理层办理增加注册资本有关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苏州维信电子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12,880万美元

注册地址：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南湖路68号

法定代表人：王晓峰

主要业务：生产、装配以柔性线路板、多层挠性板、刚挠印刷电路板和小型电源供应器为主的电力电子

器件；销售公司自产产品；电子产品相关材料与技术的进出口（不含分销业务）。

股权结构：公司间接持有苏州维信100%股权，股权结构图如下:

2、苏州维信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

经审计

) 2018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070,632,489.85 5,894,041,793.22

负债总额

4,288,021,859.88 4,099,850,313.15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837,508,312.77 2,150,755,755.27

流动负债总额

4,284,670,977.95 4,097,490,910.74

净资产

1,782,610,629.97 1,794,191,480.07

2017

年

1-12

月

(

经审计

) 2018

年

1-6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6,267,829,612.89 2,366,133,404.69

利润总额

176,193,381.43 14,039,751.83

净利润

133,954,278.06 11,580,850.10

三、对外增资的目的

本次增资主要用于苏州维信补充流动资金，支持其拓展市场空间，提升市场竞争力。

特此公告！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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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8年度

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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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2018年9月18日

召开，会议决议于2018年10月16日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2018年度第七次临时

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8年度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召开提请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及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8年10月16日（星期二）下午2时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8年10月15日～10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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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18年10月15日下午15:00至2018年10月16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18年10月11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

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东山工业园石鹤山路8号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

二、会议议题

（一）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1、关于为全资子公司Multek� Group（Hong� Kong)� Limited及其控股子公司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2、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苏州艾福电子通讯有限公司银行融资追加担保额度并延长担保期限的议案

3、关于对苏州维信电子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上述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议案1、议案2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特别决议通过

（二）披露情况：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

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1.00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

Multek Group

（

Hong Kong) Limited

及其控股子公司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

案

√

2.00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苏州艾福电子通讯有限公司银行融资追加担保额度并延长担保期限的

议案

√

3.00

关于对苏州维信电子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

四、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18年10月12日上午9:00一11:30，下午13:00一17:00

3、登记地点：苏州市吴中区东山工业园石鹤山路8号公司证券部

4、登记手续：

（1）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

托人股东账户卡和委托人身份证；

（2）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将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传真方式请注明“证券部” 收。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 为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六、备查文件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七、其他

1、联系方式

联系人：冒小燕、李筱寒

联系电话：0512-66306201传真：0512-66307172

联系地址：苏州市吴中区东山工业园石鹤山路8号

邮政编码：215107

2、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18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384” ，投票简称为“东山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所有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

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

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8年10月16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10月15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15：00，结束时

间为2018年10月16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

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

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于2018年10月16日召开的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

公司2018年度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公司/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本公司/本人对本

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投票，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本公司/本人

承担。有效期限：自本委托书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说明：请投票选择时打√符号，该议案都不选择的，视为弃权。如同一议案在赞成和反对都打√，视为

废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

1.00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

Multek Group

（

Hong Kong) Limited

及其控股子公司银行融资提

供担保的议案

2.00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苏州艾福电子通讯有限公司银行融资追加担保额度并延长

担保期限的议案

3.00

关于对苏州维信电子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受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股

委托日期：

有限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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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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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日海智能” ）的全资子公司芯讯通无线科技（上海）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芯讯通” ）参与了中国联通3G/4G物联网定制通信模块集中招标项目招标活动，近日

芯讯通收到招标代理机构中邮通建设咨询有限公司发出的《中标通知书》，确认芯讯通中标中国联通3G/4G

物联网定制通信模块集中招标项目，现将中标情况公告如下：

一、 中标项目情况

1、 项目名称：中国联通3G/4G物联网定制通信模块集中招标项目；

2、 招标编号：YT09201800522ZB；

3、招标单位：联通物联网有限责任公司；

4、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5、招标代理机构：中邮通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6、合同有效期：本合同有效期为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19年5月31日；

7、招标项目的交货时间：单批采购量1万片及以上时，采购订单发出之日起15日内货到招标人指定地点；

单批采购量1万片以下时，采购订单发出之日起10日内货到招标人指定地点；

8、中标项目采购内容：本项目分为3G通用通信模块、4G通用通信模块、3G� POC通信模块、4G� POC通信

模块等4个标包进行招标，芯讯通中标了4G通用通信模块（标包2）和4G� POC通信模块（标包4）。

二、 此次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招标是中国联通根据物联网发展需求，拟开发、推出符合中国联通标准的物联网公版通信模块，就

模块的设计方案及商用阶段供货单价上限进行的招标。 芯讯通本次中标中国联通4G物联网公版通信模块，

有利于公司与中国联通加强技术和产品合作，进一步夯实行业地位，有利于公司的战略布局和长远发展。预

计芯讯通此次中标总金额约为5,000万元，本次中标对公司2018年至2019年的经营业绩存在积极影响。公司对

本次招标的招标方不存在业务依赖，其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三、 风险提示

目前，该项目暂未签订正式合同，公司将积极推进合同的签署，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具体交易价格、销售数

量、结算方式、履行期限、违约责任等条款以双方签署的正式合同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邮通建设咨询有限公司签发的《中标通知书》。

特此公告。

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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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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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9月17日，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日海智能” ）第四届董事会在深圳市

南山区大新路198号创新大厦B栋17层公司会议室举行了第二十一次会议。 会议通知等会议资料分别于2018

年9月13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

次会议应到董事7名，实到董事7名，其中，刘平先生、季翔先生、项立刚先生、耿利航先生、宋德亮先生、吴永平

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参加。会议由董事长刘平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与会董事以记名

投票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关于向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董事刘平、季翔、吴永平回避表决。

《关于向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独立董事曾庆生先生已经辞去独立董事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 公司已经补选了宋德

亮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拟补选宋德亮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任期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止。宋德亮先生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9月18日

附件：

宋德亮先生，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会计学博士。宋德亮先生曾任安永（中国）会计师事

务所金融部项目经理，现任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副教授，兼任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天宸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于2018年9月13日起任公司独立董事。

宋德亮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公司持

股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宋德亮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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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列情形。经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查询，宋德亮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宋德亮先生于2009年4月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独立董事培

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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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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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9月17日，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日海智能” ）第四届监事会在深圳市

南山区大新路198号创新大厦B栋17层公司会议室举行了第十四次会议。会议通知等会议资料分别于2018年9

月13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监事。本次会议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其中王欣欣

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参加。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刘明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与会监事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关于向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于向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刘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

与本届监事会任期一致。刘明先生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8年9月17日

附件：

刘明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2年11月出生，硕士学历。2010年1月至2014年6月，历任中国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业务部副总经理、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大客户业务部总经理；2014年6月至2018年5月，

任平安银行济南分行副行长；2018年7月至今，任上海聚量岩翔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财务总监。从

2018年9月13日起，任公司监事。

刘明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刘明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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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列情形。经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

询，刘明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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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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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关联交易概述

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日海智能” ）拟与股东上海润良泰物联网科技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润良泰” ）签署《借款框架协议》（以下简称 “协议” ），润良泰拟向公司提供

总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的借款，用于公司经营周转，借款利率为基准年利率6.80%（具体每笔借款

对借款利率另有约定的，按其约定），借款总额度的有效期限为12个月，自第一笔借款支付之日起计算。在借

款额度的有效期限及额度范围内，公司可循环借款。

润良泰为公司控股股东珠海润达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润达泰” ）的一致行动人，

持有公司5.44%的股份（截止本次董事会决议日），本次借款构成关联交易。根据《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为公司向股东支付的借款利息，预计支付借款

利息总额约为680万元。

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刘平、季翔、吴永平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

独立意见。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事项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关联方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一） 关联方润良泰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 上海润良泰物联网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经营场所 上海市黄浦区西藏中路

336

号

1806-6

室

通讯地址 上海浦东新区樱花路

868

号建工大唐国际广场

1007-1008

室

合伙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锡玉翔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132459102X4

经营范围

从事物联网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经

纪）。（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5

年

2

月

16

日

润良泰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基金备案手续，基金编号为：S80251。

2、主要业务情况

润良泰成立于2015年2月16日，主要从事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业务。

3、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893,857万元，净资产为825,765万元；2017年营业收入为1,482万元，净利

润为-10,862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为润良泰单体报表的财务数据。

（二） 关联关系

润良泰为公司控股股东润达泰的一致行动人。截止本次董事会决议日，润良泰所持公司股票占公司总股

本的5.44%，润达泰所持公司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24.69%。

三、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借款金额总额度

协议约定，借款金额总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壹亿元整（小写：100,000,000元），在借款额度的有效期限及

额度范围内，公司可循环借款。双方就具体的每笔借款另行签订借款协议。

2、借款总额度的有效期

借款总额度的有效期限为12个月，自第一笔借款支付之日起计算。

每笔借款期限为不超过12个月且不超过借款总额度的有效期，自款项实际支付至公司指定账户当日起，

开始计算借款期限。公司可以提前还款。

3、借款利率

协议约定借款利率为基准年利率6.8%，每笔借款的利率由双方另行约定。

四、 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股东借款主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可以满足公司短期资金需求，提高融资效率，体现了公司控股

股东对公司的支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交易参照银行等金融机构同期贷款利率水平，利息按

实际借款额和用款天数计算，交易定价方法客观、公允，交易方式和价格符合市场规则。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

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构成重大不利影响。此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合理、公允原则，不存

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自今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关联交易外，公司未与润良泰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六、独立董事意见

（一）独立董事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向控股股东润达泰的一致行动人润良泰借款，构成关联交易。董事会在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

应依法回避表决。本次公司向股东借款，主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可以满足公司短期资金需求，提高融资效

率。同时，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交易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原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本次交易不存在

损害公司利益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

（二）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次公司向股东借款，主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可以满足公司短期资金需求，提高融资效率。本次关联交

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构成重大不利影响。此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合理、公允原

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已经回避表决。综上，该

关联交易在交易的必要性、定价的公允性和议案审议表决的程序性方面均符合关联交易的相关原则要求，独

立董事对该议案予以认可，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七、备查文件

1、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3、借款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002313� � � � �证券简称：日海智能 公告编号：2018-062

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计划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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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海智能” 、“公司” ）于2018年8月3日披露了《日海智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48，以下简称“增持

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珠海润达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润达泰” ）的一致行动人上海润

良泰物联网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润良泰” ）拟在自2018年8月2日起的12个月内，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含2018年8月2日增持的0.1984%）将不低于0.5%且不高

于2%。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收到股东通知，润良泰于2018年8月3日至2018年9月18日期间已通过其证券账户从二级市场

增持了公司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增持”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增持情况

润良泰于2018年8月3日至2018年9月18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

增持公司股份共计40.2500万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0.1290%。截止本公告日，根据增持计划，润良泰累计增持

公司股份102.1399万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0.3274%。

二、 本次增持前后持股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增持前 本次增持后

持股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持股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润良泰

1,683.2776 5.3951% 1,723.5276 5.5241%

润达泰

7,702.5000 24.6875% 7,702.5000 24.6875%

合计

9,385.7776 30.0826% 9,426.0276 30.2116%

三、其他事项说明

（一）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

（二）本次增持公司股份的行为及后续增持计划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也不会导致公

司控股股东的变动。

（三）润达泰及其一致行动人润良泰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间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并将严格遵守有

关规定，不进行内幕交易、敏感期买卖股份、短线交易等行为。

（四）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

定，持续关注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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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的债权人通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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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8月30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股份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2）。 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项已经2018年9月18日召开的2018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8-084）。

根据回购股份方案，公司拟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本次回购股份的

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8.50元/股，回购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回购股份的期

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预案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自本通知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公司要求清

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 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 相关债务

（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18�年9月19日至 2018�年11月3日，每个工作日上午9:00一11:30、下午13:00一16:30；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上海市嘉定区曹安公路4218号

联 系 人：檀毅飞、田蔚

联系电话：021-69595008

联系传真：021-69595008

电子邮箱：secretarybd@yaojipoker.com

3、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

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

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4、其它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 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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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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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临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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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9月18日下午2:00。

2）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嘉定区曹安路4218号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一楼会议室。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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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姚文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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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5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74,168,26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3.8524%，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表10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70,687,80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2.9761%；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 3,480,45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876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 15,229,52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8345%。其中：通过现

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11,749,06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958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

34,80,45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8763%。

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等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终止募投项目并变更结余和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募集资金利息收 入用于其他

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姚文琛、姚朔斌、姚硕榆、唐霞芝、何朝军因关联关系回避表决，其合计所持公司

159,822,136� 股股份，不计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14,346,126股，表决结果为:� 赞成:� 14,

346,086股,�赞成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72%；反对:� 20股,�反对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14%；弃权:� 2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4%。

其中,�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赞成:� 14,346,0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99.99972%;�反对:� 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14%;�弃权:� 2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0.00014%。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姚文琛、姚朔斌、姚硕榆、唐霞芝、何朝军因关联关系回避表决，其合计所持公司

159,822,136� 股股份，不计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14,346,126股，表决结果为:� 赞成:� 14,

346,086股,�赞成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72%；反对:� 20股,�反对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14%；弃权:� 2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4%。

其中,�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赞成:� 14,346,0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99.99972%;�反对:� 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14%;�弃权:� 2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0.00014%。

3、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银行理 财产品的议

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174,168,222�股,�赞成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8%；反对:� 20股,�反

对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1%； 弃权: � 20股, � 弃权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1%。

其中,�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赞成:� 15,229,4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99.99974%;�反对:� 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13%;�弃权:� 2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0.00013%。

4、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控股股东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姚文琛、姚朔斌、姚硕榆、唐霞芝、何朝军、浙江万盛达实业有限公司因关联关系

回避表决，其合计所持公司170,292,046�股股份，不计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参加表决的股数为3,876,216股，

表决结果为:�赞成:� 3,868,776股,�赞成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81%；反对:� 6820股,�反对占参

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9%；弃权:� 62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0%。

其中,�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赞成:� 3,735,77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

的99.8012%;�反对:� 68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1822%;�弃权:� 620股,� 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0.0166%。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姚文琛、姚朔斌、姚硕榆因关联关系回避表决，其合计所持公司158,805,736� 股

股份，不计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5,362,526股，表决结果为:�赞成:� 15,355,686股,�赞成占

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55%；反对:� 6820股,�反对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4%；

弃权:� 2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赞成:� 15,222,6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99.9551%;�反对:� 68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448%;�弃权:� 2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0.0001%。

6、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预案的议案》

6.01� �回购股份的目的及用途

表决结果为:�赞成:� 174,168,222股,�赞成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8%；反对:� 20股,�反

对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1%； 弃权: � 20股, � 弃权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1%。

其中,�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赞成:� 15,229,4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99.99974%;�反对:� 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13%;�弃权:� 2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0.00013%。

6.02� �回购股份的方式

表决结果为:�赞成:� 174,167,622股,�赞成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3%；反对:� 20股,�反

对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1%； 弃权: � 620股, � 弃权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6%。

其中,�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赞成:� 15,228,8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99.9958%;�反对:� 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1%;�弃权:� 620股,� 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0.0041%。

6.03� �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为:�赞成:� 174,168,222股,�赞成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8%；反对:� 20股,�反

对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1%； 弃权: � 20股, � 弃权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1%。

其中,�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赞成:� 15,229,4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99.99974%;�反对:� 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13%;�弃权:� 2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0.00013%。

6.04� �回购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表决结果为:�赞成:� 174,167,622股,�赞成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3%；反对:� 20股,�反

对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1%； 弃权: � 620股, � 弃权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6%。

其中,�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赞成:� 15,228,8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99.9958%;�反对:� 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1%;�弃权:� 620股,� 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0.0041%。

6.05� �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表决结果为:�赞成:� 174,167,622股,�赞成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3%；反对:� 20股,�反

对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1%； 弃权: � 620股, � 弃权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6%。

其中,�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赞成:� 15,228,8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99.9958%;�反对:� 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1%;�弃权:� 620股,� 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0.0041%。

6.06� �回购股份的期限

表决结果为:�赞成:� 174,167,622股,�赞成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3%；反对:� 20股,�反

对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1%； 弃权: � 620股, � 弃权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6%。

其中,�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赞成:� 15,228,8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99.9958%;�反对:� 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1%;�弃权:� 620股,� 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0.0041%。

6.07� �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为:�赞成:� 174,167,622股,�赞成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3%；反对:� 20股,�反

对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1%； 弃权: � 620股, � 弃权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6%。

其中,�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赞成:� 15,228,8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99.9958%;�反对:� 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1%;�弃权:� 620股,� 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0.0041%。

6.08� �对董事会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表决结果为:�赞成:� 174,168,222股,�赞成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8%；反对:� 20股,�反

对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1%； 弃权: � 20股, � 弃权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1%。

其中,�中小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赞成:� 15,229,4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99.99974%;�反对:� 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13%;�弃权:� 2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0.0001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通力律师事务所张征轶律师、周小龙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到会见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的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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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18日

2018年 9 月 19 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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