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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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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议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4、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刊登在2018年9月27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上。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18年10月16日（星期二）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10月15日（15：00）一2018年10月16日（15：00）。 其中：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10月16日上午

9：30一11：30， 下午13：00一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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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5日下午15：00�至2018年10月16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的地点：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二路5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的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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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董事长何佳女士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6人， 代表股份777,805,78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4428%。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共3

人，代表股份728,0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6%。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4人，代表股份777,796,681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6.4419%。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人，代表股份9,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东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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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召开， 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如下议

案：

议案1、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77,801,6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5％；反对4,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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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9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369％；反对

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6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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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同意

公司注册资本由100,250万元变更至101,750万元。

议案2、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77,801,6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5％；反对4,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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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9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369％；反对

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6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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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同意

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申林平律师和刘阳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

2、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之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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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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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10

月9日以邮件等方式发出， 并于2018年10月16日在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10号中原广发

金融大厦17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11人，实际出席董事11人，陆正心

先生证券公司董事任职资格尚须经监管机构核准，10名董事具有表决权。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菅明军先生主持，公司

监事列席了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菅明军为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常军胜为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选举张东明女士、 袁志伟先生及田圣春先生为公司本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

中张东明女士为主任委员。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发展战略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选举菅明军先生、常军胜先生、李兴佳先生、王立新先生及田圣春先生为公司本届董

事会发展战略委员会委员，其中菅明军先生为主任委员。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选举袁志伟先生、常军胜先生、于绪刚先生、宁金成先生及陆正心先生为公司本届董

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袁志伟先生为主任委员。

陆正心先生将在取得证券公司董事任职资格后正式履职。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风险控制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选举菅明军先生、张笑齐先生、宁金成先生为公司本届董事会风险控制委员会委员，

其中菅明军先生为主任委员。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聘任常军胜先生为公司总裁；朱建民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裁；朱军红女士为公司副

总裁；徐海军先生为公司副总裁；李昭欣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花金钟先生为公

司合规总监；谢雪竹女士为公司副总裁；朱启本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王静女士为公司首席

风险官（简历附后）。 上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期限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为止。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1、董事会聘任常军胜为公司总裁、朱建民为公司常务副总裁、朱军红为公司副总裁、徐海

军为公司副总裁、李昭欣为公司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花金钟为公司合规总监、谢雪竹为公

司副总裁、朱启本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王静为公司首席风险官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 公司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已取得由监管部门核准的证券公司经理层高级管理人员任

职资格， 董事会秘书取得了董事会秘书资格证明， 符合 《证券法》、《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

例》、《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3、上述人员均具备担任公司相关职务的履职能力，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

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形。

我们一致同意聘任上述人员担任公司相关职务。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聘任许昌玉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附后）。 任职期限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

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许昌玉已取得了董事会秘书资格证明，具备担任公司相关职务的履职能力，不存在受到

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聘任其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证券法》、《证券公司监督

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

我们一致同意聘任许昌玉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特此公告。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17日

附件：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一、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常军胜个人简历

常军胜，男，1971年4月生，中共党员，管理学硕士，注册会计师。 常先生自1993年7月参加

工作，先后在北京建工集团总公司、中海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工作；1998年3月至2018年3月在

中国证监会工作，历任发行监管部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发行监管部审核二处助理调研员、

副处长、调研员、处长，非上市公司监管部监管一处处长，发行监管部副主任等职务。 现任本公

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裁。

2、朱建民个人简历

朱建民，男，1963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 曾任河南证券发行部

副经理、伏牛路营业部经理、北京办事处主任、经纪管理部经理、商丘营业部经理，本公司总裁

办公室主任、经纪业务总部总经理、总裁助理等。2007年8月至2015年9月任本公司副总裁，2015

年9月至今任本公司常务副总裁。 目前兼任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经纪业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南

省证券期货业协会副会长。

3、 朱军红个人简历

朱军红，女，1969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正高级会计师。 曾任河南财政证券

公司会计主管、计划财务部副经理、经理、总会计师，2002年11月至2009年9月任本公司财务负

责人、总裁助理兼计划财务总部总经理，2009年9月至2012年8月任本公司财务负责人、总会计

师兼计划财务总部总经理。2012年8月至2018年1月任本公司财务负责人、总会计师；2012年8月

至今任本公司副总裁。 目前兼任中国证券业协会财务会计与风险控制专业委员会委员。

4、徐海军个人简历

徐海军，男，1970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程序员。 曾任河南证券上海业

务部电脑部经理、花园路营业部副经理、紫荆山营业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兼深圳营业部经理及

上海汇尔顿投资公司总经理助理、商丘营业部经理、三门峡营业部经理。 2004年1月至2018年1

月历任公司信息技术总部总经理、合规管理总部（法律事务总部）总经理、合规总监及董事会

秘书等职务。 2016年9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裁。

5、李昭欣个人简历

李昭欣，男，1969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

经济师。自1991年7月至2004年10月在河南省劳改局、河南省监狱管理局从事财务工作。2004年

10月至2017年11月在河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 历任产权管理处副处

长、规划发展处调研员、综合处（研究室）处长。2017年11月至今任本公司党委委员。2018年1月

至今任本公司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

6、花金钟个人简历

花金钟，男，1972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管理学硕士，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

师、注册资产评估师、注册税务师。 自1993年11月至2001年4月在河南莱恩（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工作；2001年4月至2004年10月在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郑州办事处工作；2004年10月至

2018年3月在中国证监会河南监管局工作，历任上市公司监管处主任科员、副处长，办公室副

主任，新业务监管处副处长，公司检查处处长，办公室（党务工作办公室）主任；2018年4月至

今担任本公司合规总监。

7、谢雪竹个人简历

谢雪竹，女，1970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经济学硕士。 曾任河南财政证券公司驻武汉证券

交易中心及河南证券交易中心交易员、总经理秘书；2002年11月至2009年9月历任本公司督察

室主任、经纪业务总部副总经理、郑州商城路营业部总经理、办公室主任；2009年9月至2018年

4月历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兼公司办公室主任、董事会办公室主任、首席风险官及合规管理总部

（法律事务总部）总经理、合规总监。 2016年9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裁。目前兼任中国证券业协

会自律监察委员会委员。

8、朱启本个人简历

朱启本，男，1964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经济学硕士。 曾任河南证券投资银行部项目经理

和办公室主任助理。 2002年11月至2015年12月历任本公司人力资源管理总部副总经理、总经

理、总裁助理兼人力资源管理总部总经理、督查室主任及稽核负责人。 2015年12月至2018年1

月任本公司首席风险官。 2018年1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9、王静个人简历

王静，女，1968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中级经济师。 曾任郑州市人民银行（现称

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科员，河南证券营业部副总经理、总经理。 2002年11月至2013年3

月任本公司营业部总经理。 2013年3月至2015年3月任本公司客户服务总部总经理和零售业务

总部总经理。2015年3月至2017年8月任本公司经纪业务总部总经理。2015年9月至2018年1月任

本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2017年8月至2018年1月任黄河金三角示范区分公司总经理。 2018年1月

至今任本公司首席风险官。

二、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许昌玉，女，1979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全日制法律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获得法律职业

资格。 曾于九江学院担任大学教师；2007年7月至2016年3月在本公司合规管理总部工作，任二

级部负责人；2016年3月至2017年3月任本公司办公室主任助理、研究室主任助理；2017年4月至

今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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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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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10号，中原广发金融大厦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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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其中

：A

股股东人数

1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H

股

） 1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2,020,714,511

其中

：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829,608,58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H

股

） 191,105,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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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2.227387

其中

：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47.28806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4.939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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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菅明军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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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11人，出席8人，董事张强、于泽阳、苑德军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

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9人，出席8人，监事谢俊生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本公司董事会秘书朱启本、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计票人员、北京市君致律师事

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8年上半年利润分配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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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9,603,583 99.999727 5,000 0.000273 0 0.000000

H

股

191,105,928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 2,020,709,511 99.999753 5,000 0.000247 0 0.0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

是否当选

2.01

选举菅明军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2,020,709,511 99.999753

是

2.02

选举常军胜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2,020,662,511 99.997427

是

2.03

选举李兴佳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2,020,643,511 99.996486

是

2.04

选举王立新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2,020,643,511 99.996486

是

2.05

选举田圣春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2,020,643,511 99.996486

是

2.06

选举张笑齐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2,020,643,511 99.996486

是

2.07

选举陆正心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2,020,643,511 99.996486

是

3、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3.01

选举袁志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956,347,650 96.814648

是

3.02

选举宁金成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2,087,343 100.067938

是

3.03

选举于绪刚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2,087,345 100.067938

是

3.04

选举张东明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2,087,345 100.067938

是

4、关于选举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

是否当选

4.01

选举鲁智礼为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2,020,662,511 99.997427

是

4.02

选举曹宗远为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2,020,709,511 99.999753

是

4.03

选举张宪胜为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2,020,709,511 99.999753

是

4.04

选举谢俊生为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2,020,709,511 99.999753

是

4.05

选举项思英为第六届监事会独立监事

2,020,709,511 99.999753

是

4.06

选举夏晓宁为第六届监事会独立监事

2,020,709,511 99.999753

是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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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上半年利润分配议案

398,619,736 99.998746 5,000 0.001254 0 0.000000

2.01

选举菅明军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398,619,736 99.998746

2.02

选举常军胜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398,619,736 99.998746

2.03

选举李兴佳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398,619,736 99.998746

2.04

选举王立新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398,619,736 99.998746

2.05

选举田圣春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398,619,736 99.998746

2.06

选举张笑齐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398,619,736 99.998746

2.07

选举陆正心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398,619,736 99.998746

3.01

选举袁志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92,722,853 98.519439

3.02

选举宁金成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99,997,568 100.344392

3.03

选举于绪刚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99,997,570 100.344393

3.04

选举张东明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99,997,570 100.344393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所有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以上议案均经出席本次大会的有

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2《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共7项子议案，均

已获通过；议案3《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共4项子议案，均已获通过；议案4

《关于选举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共6项子议案，均已获通过。

3、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之日起至2021年10月16日止。 董事陆正心相关任职资格正在申请中，待取得监管部门核准的

任职资格后正式履职；其他董事、监事均已取得由监管机构核准的任职资格。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律师：邓文胜律师、马鹏瑞律师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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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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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10

月9日以邮件等方式发出， 并于2018年10月16日在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10号中原广发

金融大厦19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9人，实际出席监事9人,

其中监事谢俊生先生以通讯形式参加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监事鲁智礼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鲁智礼为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设立履职监督评价委员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设立财务监督检查委员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履职监督评价委员会成员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选举项思英、曹宗远、谢俊生为公司本届监事会履职监督评价委员会委员，其中项思

英为主任委员。

五、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财务监督检查委员会成员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选举张宪胜、夏晓宁、肖怡忱为公司本届监事会财务监督检查委员会委员，其中张宪

胜为主任委员。

特此公告。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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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45085� � � �债券简称：16中原02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次级债券（第二期）本息兑付和

摘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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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登记日：2018年10月23日

●债券停牌日：2018年10月24日

●兑付兑息日：2018年10月26日

●债券摘牌日：2018年10月26日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6年10月26日发行的中原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2016年次级债券（第二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将于2018年10月26日开始支付自

2017年10月26日至2018年10月25日期间（以下简称“本年度” ）的利息和本期债券的本金。 根

据本公司《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次级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发行人：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次级债券（第二期）。

3、债券简称：16中原02。

4、债券代码：145085。

5、发行总额：15亿元。

6、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2年。

7、债券利率：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品种，发行人通过市场询价确定票面年利率为3.30%。

8、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统一托管。

9、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2017年至2018年每年的10月26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0、兑付日：本期债券兑付日为2018年10月26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

延至下一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1、信用评级：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本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本期

债券信用等级为AA。

12、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2016年11月7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本次本息兑付相关事宜

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为3.30%，每手“16中原02”（面值人民币1,000元）实际派发利息为

人民币33.00元（含税），兑付本金为人民币1,000元。 本次兑付的本金总额为人民币15亿元整。

三、本次兑付债权登记日和付息日

债权登记日：2018年10月23日

债券停牌日：2018年10月24日

兑付兑息日：2018年10月26日

债券摘牌日：2018年10月26日

四、本息兑付对象

本次本息兑付对象为截止2018年10月23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16中原02” 持有人。

五、本息兑付方法

（一） 本公司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

息协议，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 公司将在本年

度兑付兑息日前2个交易日将本期债券本金及本年度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

本期债券本金及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本期债券本金及利息。

（三）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本期债券本金及本年度兑息资金划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将根

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

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六、关于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一）关于个人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

个人投资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由各兑付机构

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

说明如下：

1、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20%征收；

4、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

5、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机构。

（二）关于向非居民企业征收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所得税法》），根据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

例、2009年1月1日起施行的《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2009]3号）

以及2009年1月23日发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

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等规定，非居民企业取得的发行人本期债券利息

应当缴纳10%的企业所得税，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将按10%的税率代

扣相关非居民企业上述企业所得税，在向非居民企业派发债券本金及税后利息后，将税款返

还债券发行人，然后由债券发行人向当地税务部门缴纳。

七、相关机构及联系方法

（一）发行人、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10号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10号中原广发金融大厦20层

联系人：王宏伟

联系电话：0371-69177176

邮政编码：450018

（二）债券受托管理人：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 198�号

联系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4001号时代金融中心18楼

联系人：朱值军

联系电话：0755-83025246

邮政编码：518000

（三）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 上海市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

联系人：徐瑛

联系电话：021-68870114

邮编：200120

特此公告。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17日

证券代码：002241� � � � �证券简称：歌尔股份 公告编号：2018-057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南宁市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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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协议类型及金额：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经双方充分协商，拟在南宁市高新区以自有资金

或自筹资金投资建设项目，用于智能耳机、智能音箱、无人机等产品的加工生产。前期项目总投

资10亿元人民币，后期投资双方另行商定。

●协议生效条件：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次投资事项建设周期较长，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无重大

影响。 项目达产后，将对公司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特别风险提示：详见本公告第四部分“重大风险提示” 。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加快公司产业布局，把握国家“一带一路” 重要战略节点城市的发展机遇，公司拟同南

宁市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

2、协议双方

（1）甲方：南宁市人民政府

（2）乙方：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3、协议签署的时间、地点

2018年10月16日于南宁市。

4、投资标的及涉及的金额

经双方协商，拟在南宁市高新区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投资建设项目，用于智能耳机、智

能音箱、无人机等产品的加工生产。 前期项目总投资10亿元人民币，后期投资双方另行商定。

5、项目投资审批情况

本协议经公司总裁审批通过。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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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南宁市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全区政治、经济、交通、科教文卫、金融和信息中心，是中国

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 、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举办地、国家“一带一路” 战略重要节

点城市和中国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的战略支点。南宁市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和

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实现以智能终端为主的电子信息全产业链的发展目标。

公司是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虚拟现实与智能硬件领域全球领先企业，主要从事虚拟现

实/增强现实、智能穿戴、智能耳机与音响等产品和微电声、光电、传感器等精密器件的研发与

制造，服务于全球行业领导企业。公司从上游精密元器件、模组，到下游的智能硬件，从模具、注

塑、表面处理，到高精度自动线的自主设计与制造，打造了在价值链高度垂直整合的精密加工

与智能制造的平台， 以声光电为主要技术方向， 通过集成跨领域技术提供系统化整体解决方

案。

1、项目概况

公司拟在南宁设立子公司作为项目的实施主体。前期项目总投资10亿元人民币，其中固定

资产投资5.2亿元，用于智能耳机、智能音箱、无人机等产品的加工生产；后期投资双方另行商

定。

2、南宁市人民政府将按相关政策，在项目建设、企业发展、产业配套、研发创新、人才引进

等方面给予扶持，为整个项目的实施提供便利条件。

3、公司将加快生产基地建设及投产，积极拓展投资建设电子信息产业上下游产业链，为实

现南宁发展成为以智能终端为主的电子信息全产业链的目标贡献力量。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订，有利于加快公司在西南地区的战略布局，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发挥在相关领

域的技术、市场、人才、运营等方面的优势，为公司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本协议的签订不会对公司2018年的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四、重大风险提示

本协议仅为双方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框架协议。具体合作内容、方案以双方另行签署的落

地协议、投资协议为准。公司将根据后续投资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相关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南宁市人民政府与歌尔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830� � � � � �证券简称：香溢融通 公告编号：2018-051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市公司股东增持公司股份及后续增持计划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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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增持情况：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

人浙江香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溢控股” ）于2018年10月15日至2018年10月16日，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自有资金增持公司股份5,028,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07%，增

持最低价4.14元/股，增持最高价4.26元/股。

●增持计划：香溢控股计划自本公告之日起不超过20天内，在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前提下，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继

续择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增持金额不低于3,000万元，但增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679%，不包含本公告之日已增持股份金额。

●风险提示：香溢控股增持股份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等因素，导致增持

计划无法实施的风险。

2018年10月16日，公司接到公司股东香溢控股通知，香溢控股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增持公司股份5,028,400股（以下简称“本次增持” ），并计划自本公告之日起20天内，在遵守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的前提下，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增持公司股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

1、增持主体

公司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香溢控股。

2、本次增持具体情况

截至2018年10月16日，香溢控股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5,028,400股，

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1.107%。

3、本次增持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增持前，香溢控股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5,000,000股，占比9.905%；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共同持有公司股份118,670,381股，占比26.120%。

本次增持后，香溢控股直接持有公司股份50,028,400股，占比11.012%；公司控股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共同持有公司股份123,698,781股，占比27.227%。

二、后续增持计划

1、增持原因及目的

香溢控股基于对公司当前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对未来发展前景的看好，提升投资者信心、维

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维护公司在资本市场的良好形象以及巩固控股权，决定对公司实施增持。

2、增持股份的种类

香溢控股计划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增持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份。

3、增持数量及金额

香溢控股计划增持金额不低于3,000万元，但增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679%，不

包括本公告之日前已增持股份金额。

4、增持股份的价格

香溢控股本次增持计划不设定价格区间， 香溢控股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二级

市场整体趋势，逐步实施增持计划。

5、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

香溢控股增持计划自本公告之日起20天内。

6、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

香溢控股拟增持公司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香溢控股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发生变化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的

风险。 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重要事项

1、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

规定。 本次增持股份计划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香溢控股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3、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及其他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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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关注

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16日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昂利康

”、“

发行人

”

或

“

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２５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

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８

］

１５１７

号文核准

。

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为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东方花旗

”

或

“

保

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

昂利康

”，

股票代码为

“

００２９４０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

行

”）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经发行人与保

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综合考虑发行人所处行业

、

市场情况

、

同行业上市公司估

值水平

、

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

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２３．０７

元

／

股

，

发行数量为

２

，

２５０

万股

，

全部为新股发行

，

无老股转让

。

回拨机制启动前

，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５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０％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９０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

，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２５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０２５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９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

Ｔ＋２

日

）

结束

。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提供的数据

，

对本次网

上

、

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

结果如下

：

（

一

）

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

股

）：

２０

，

１５５

，

８６２

２

、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

元

）：

４６４

，

９９５

，

７３６．３４

３

、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

（

股

）：

９４

，

１３８

４

、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

元

）：

２

，

１７１

，

７６３．６６

（

二

）

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

股

）：

２

，

２４９

，

１６４

２

、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

元

）：

５１

，

８８８

，

２１３．４８

３

、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

（

股

）：

８３６

４

、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

元

）：

１９

，

２８６．５２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具体情况如下

：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获配数量

（

股

）

应缴款金额

（

元

）

放弃认购股数

（

股

）

１

杨君敏 杨君敏

２０９ ４

，

８２１．６３ ２０９

２

林香英 林香英

２０９ ４

，

８２１．６３ ２０９

３

钟耳顺 钟耳顺

２０９ ４

，

８２１．６３ ２０９

４

曹建伟 曹建伟

２０９ ４

，

８２１．６３ ２０９

合计

１９

，

２８６．５２ ８３６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

、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包销

，

本次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９４

，

９７４

股

，

包销金额为

２

，

１９１

，

０５０．１８

元

，

包销比例为

０．４２％

。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

Ｔ＋４

日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包销资金与网上

、

网下

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

发行人将向中国

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指定证券账户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

、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

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联系

。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

地址

：

上海市中山南路

３１８

号

２

号楼

２４

楼

联系人

：

股权资本市场部

电话

：

０２１－２３１５３８６３

、

２３１５３８６４

传真

：

０２１－２３１５３５００

发行人：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