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 12 月 14 日 星期五

B101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2209� � � �证券简称：达意隆 公告编号：2018-082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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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8年 12月 5 日以专人送达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8 年 12 月 13 日 17:00 在广州市黄埔区云

埔一路 23号公司一号办公楼一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亲自

出席的监事共 3名。本次会议由监事会监事张航天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一、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

张航天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 3年。

张航天先生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二、备查文件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8年 12月 14日

附件：

张航天先生个人简历

张航天先生：男，1984 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6

年 7月毕业于华南农业大学后加入本公司。历任公司日化项目组项目主管、吹瓶事业部物控

主管、国际工程服务部大客户项目经理、饮料灌装事业部制造部经理、灌装事业部副总监、总

监。现任本公司吹灌事业部总监。

目前， 张航天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6,500 股， 与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张颂明先

生、深圳乐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凤凰财鑫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

形；未受到过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未受到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行政处罚、立案

调查的情形；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监事及公开谴责、通报批评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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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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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

于 2018年 12月 5日以专人送达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8 年 12 月 13 日 16:00 在广州市黄埔区

云埔一路 23号公司一号办公楼一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7 名，亲

自出席的董事共 7 名。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张颂明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其他高管人员列席了

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一、会议审议情况

1、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许可印度控股子公司使用公司商号

及商标的议案》。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意隆机械实业” ）

将在印度与 M/s� Sure� Capital 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二级控股子公司达意隆包装机械印度

私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印度达意隆” ）。目前该控股子公司正在办理印度当地的工商注册

事宜。

董事会同意，在公司拥有印度达意隆的控股权期间，公司许可印度达意隆使用公司英文

商号及商标 “Tech-Long” ， 即印度达意隆将在其公司英文名称中使用公司商号及商标

“Tech-Long” 办理其公司名称核准及注册事宜， 其公司英文名称为：Tech-Long� Packaging�

Machinery� India� Private� Limited（简称“TIMPL” ），或任何其他与之相近或相同的公司名称，

以当地工商核准名称为准。同时授权董事长张颂明先生代为签署及办理与此事项相关的所有

文件。

2、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总经理工作细则〉的议案》。

具体内容参见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14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总经理工作细则》（2018年 12月）。

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1） 同意选举张颂明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相

同，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2年。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为通过。

（2） 同意选举陈钢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相

同，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2年。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为通过。

4、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工作细

则的有关规定，董事会选举产生了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四个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四个委员会及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2年。各委员会组成如下：

（1）战略委员会：选举张颂明先生、陈钢先生、楚玉峰先生为战略委员会委员，张颂明先

生担任主任委员；

（2）审计委员会：选举余应敏先生、肖林女士、梁彤先生为审计委员会委员，余应敏先生

担任主任委员；

（3）提名委员会：选举楚玉峰先生、程文杰先生、梁彤先生为提名委员会委员，楚玉峰先

生担任主任委员；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选举梁彤先生、余应敏先生、肖林女士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

员，梁彤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5、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及审计

部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及公司治理的实际要求，董事会聘任下列人员

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及审计部经理等职务，下列人

员的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相同，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2年。具体如下：

（1）同意聘请肖林女士担任公司总经理；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为通过。

（2）聘请张崇明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为通过。

（3）聘请程文杰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为通过。

（4）聘请曾德祝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为通过。

（5）聘请李春燕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为通过。

（6）聘请李春燕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为通过。

李春燕女士的有关资料已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其任职资格进

行审核无异议，可以提交董事会审议。

李春燕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地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云埔一路 23号

邮政编码：510530

联系电话：020-62956877

传真号码：020-82266911

电子邮箱：lichunyan@tech-long.com

（7）聘请马涵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为通过。

马涵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地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云埔一路 23号

邮政编码：510530

联系电话：020-62956848

传真号码：020-82266911

电子邮箱：mahan@tech-long.com

（8）聘请王贤明先生担任公司审计部经理。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为通过。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 2018 年 12 月 14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上述人员的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二、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12月 14日

附件：

个人简历

张颂明先生：男，1966年出生，大专学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曾任

中国食品和包装机械工业协会副会长、广东省食品和包装机械协会副会长,曾被选为广东省

第十届、 第十一届人大代表。1998年组建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08 年至 2015

年 7 月曾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18 年 5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曾任广州一道注塑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合肥达意隆包装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现同时担任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

达意隆包装技术有限公司、新疆宝隆包装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东莞宝隆包装技术开发有限公

司、天津宝隆包装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实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7 年

10 月至今任广州优水到家工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8 年 1 月至今任珠

海优水到家网络有限公司监事。

张颂明先生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持有本公司股票 5117.5449 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26.21%， 与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深圳乐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及其一

致行动人北京凤凰财鑫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

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过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未受到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行政处罚、立案调查的情形；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董事及公开谴责、通

报批评的情形。

陈钢先生：男，1966年出生，大学学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陈钢先

生 2008年被授予“广州市第二届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民营企业抗灾救灾

先进个人” 称号，2009年当选为广州开发区、萝岗区各界知识分子联谊会副会长，2011年当选

为广州市开发区萝岗区工商联副主席，2012年当选政协第十二届广州市委员会委员，2015 年

当选第一届广州黄埔区政协常务委员。曾任广州市天河区中南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

经理；现任广州荷力胜蜂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01 年加入本公司，历任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公司副董事长。

目前，陈钢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311.0675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9%，与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张颂明先生、 深圳乐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凤凰财

鑫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本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公司

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过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未受到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

市场禁入措施、行政处罚、立案调查的情形；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董事

及公开谴责、通报批评的情形。

肖林女士：女，1981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6 年

加入公司，历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董事长，现任公司总经理、董事。同

时担任公司参股子公司广州易贷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目前，肖林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张颂明先生、深圳乐

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凤凰财鑫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不存在关联

关系；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过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未受到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行政处罚、立案调查的情形；

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开谴责、通报批评的情形。

程文杰先生：男，1973 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4

年 9月至 1999年 9月任职于江西利群机械厂，1999年 10月加入本公司， 历任本公司灌装事

业部工程师、技术部经理、技术副总监、总监、机加事业部总监、董事；现任本公司供应管理部

总监、副总经理。

目前，程文杰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500 股，与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张颂明先生、

深圳乐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凤凰财鑫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不存

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

受到过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未受到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行政处罚、立案调查的

情形；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开谴责、通报批评的情

形。

楚玉峰先生：男，1964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郑州

轻工业学院食品包装工程专业学士学位、中共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学士学位。2010 年 6 月

至 2014 年 10 月，中国食品和包装机械工业协会担任秘书长、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食品机

械分会担任秘书长。2010 年 6 月至今，在中外食品与包装机械杂志社担任编委会主任、中机

富泰科国际展览服务（北京）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中国食品和包装机械行业专家委员会担

任秘书长。2014年 10月至今， 在中国食品和包装机械工业协会担任理事长。2015 年 10 月至

今，在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食品机械分会担任理事长、机械工业食品机械标准化委员会担

任副主任。2017年 8月至今，在中国食品和包装机械工业协会团体标准技术化委员会担任主

任。2018年 5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目前，楚玉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张颂明先生、深圳

乐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凤凰财鑫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不存在关

联关系；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持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过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未受到中国证监会采取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行政处罚、立案调查的情形；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

董事及公开谴责、通报批评的情形。

梁彤先生：男，1969 年出生，硕士学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律师。

曾任航天部七一零五厂工程师、江苏赛福天钢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法学院讲师；现任广东正大方略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

目前，梁彤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张颂明先生、深圳乐

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凤凰财鑫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不存在关联

关系；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持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公

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过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未受到中国证监会采取证

券市场禁入措施、行政处罚、立案调查的情形；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董

事及公开谴责、通报批评的情形。

余应敏先生：男，1966 年出生，应用经济学博士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曾任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外运空

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现任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智度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华宝香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北京财大海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财大海融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董事。

目前，余应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张颂明先生、深圳

乐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凤凰财鑫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不存在关

联关系；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持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过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未受到中国证监会采取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行政处罚、立案调查的情形；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

董事及公开谴责、通报批评的情形。

张崇明先生：男，1974 年出生，大专学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8

年至今任职于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历任公司营销总部总监，现任公司副总经

理。2016年 12月至今任广州达意隆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7 年 5 月至今，

任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目前，张崇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张颂明先生为兄弟

关系， 与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深圳乐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

凤凰财鑫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公

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过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未受到中国证监会采取证

券市场禁入措施、行政处罚、立案调查的情形；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高

级管理人员及公开谴责、通报批评的情形。

曾德祝先生：男，1973 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5

年至今任职于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历任公司财务经理、监事会监事、董事会秘

书，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目前，曾德祝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张颂明先生、深圳

乐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凤凰财鑫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不存在关

联关系；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

过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未受到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行政处罚、立案调查的情

形；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开谴责、通报批评的情形。

李春燕女士：女，1981 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11

年至今任职于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历任法务部经理、副总监、证券事务代表，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目前，李春燕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张颂明先生、深圳

乐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凤凰财鑫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不存在关

联关系；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

过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未受到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行政处罚、立案调查的情

形；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通报批评的情形，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

适合担任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的情形，并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

格证书。

马涵女士：女，1980年出生，本科在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13 年

11月至 2018年 5月曾任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18 年 8 月至今任职于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目前，马涵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张颂明先生、深圳乐

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凤凰财鑫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不存在关联

关系；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持有深圳证劵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公司

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过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未受到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

市场禁入措施、行政处罚、立案调查的情形。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通报批评的情

形，并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王贤明先生：男，1969 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0

年至今任职于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审计部经理。同时担任东莞达意

隆水处理技术有限公司、天津宝隆包装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珠海宝隆瓶胚有限公司监事。

目前，王贤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张颂明先生、深圳

乐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凤凰财鑫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不存在关

联关系；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

过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未受到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行政处罚、立案调查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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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员工持股平台

哈尔滨利民盛德发展有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秦剑飞先生，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哈尔滨利民盛德发展有限公

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哈三联” ）于 2018 年 11 月 16 日

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哈尔滨利民盛德发展有限公

司出资额转让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6）。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秦剑飞先生于

2018年 11月 14日与哈尔滨利民盛德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德发展” ）全体出资人签

订了《哈尔滨利民盛德发展有限公司出资额转让协议》，决定自筹资金 37,125,000.00 元用于

收购盛德发展全体出资人各自持有盛德发展出资额的 25%。

今日，公司收到盛德发展的通知，其已完成本次出资额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

得了哈尔滨市松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名称：哈尔滨利民盛德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壹仟玖佰叁拾万伍仟圆整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盛德发展出资人及各自出资额已变更如下：

序号

盛德发展出资人

姓名

出资额

（

元

）

出资额比例

（

%

）

1

秦剑飞

4,826,250.00 25.00

2

葛翠明

2,369,250.00 12.27

3

任传文

2,330,885.70 12.07

4

魏长青

1,848,576.60 9.58

5

赵庆福

1,579,500.00 8.18

6

姚发祥

1,164,337.20 6.03

7

范庆吉

1,026,464.40 5.32

8

梁延飞

890,838.00 4.61

9

刘志强

344,331.00 1.78

10

关成山

342,365.40 1.77

11

李悦

321,516.00 1.67

12

鞠雁茹

303,264.00 1.57

13

丛学智

281,677.50 1.46

14

任延久

263,390.40 1.36

15

王明新

260,301.60 1.35

16

史晓志

260,793.00 1.35

17

朱自红

258,055.20 1.34

18

赵志成

158,652.00 0.82

19

刘津爱

126,360.00 0.65

20

李泉

126,360.00 0.65

21

王云龙

120,744.00 0.63

22

朱梅

101,088.00 0.52

合计

19,305,000.00 100

备查资料

1、哈尔滨市松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

2、哈尔滨利民盛德发展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12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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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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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与德州协诚化工有限公司、王德强买卖

合同纠纷事项，委托北京德恒（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向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龙湾法院” ） 递交了 《民事起诉状》。 龙湾法院已于近日受理， 并向公司送达了案号为

（2018）浙 0303民初 6340号的《受理案件通知书》。

二、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当事人

原告：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住所：浙江省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六路 2180 号旭日

小区 1幢 108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7007939595288

法定代表人：陈昊旻，担任董事兼总经理职务

被告 1：德州协诚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山东省德州市临邑县临盘街道办事处小马家驻地

（新 104国道北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424349284771J。

法定代表人：王德强，担任执行董事兼经理职务。

被告 2：王德强，男，1973年 8月 8日生，汉族，地址：山东省临邑县临邑镇后八里庙村 53

号，公民身份证号码：3724281973********。

（二）诉讼请求

1、请求龙湾法院依法判令被告 1 立即偿还赊欠货款总计 16,410,852.1 元（大写：壹仟陆

佰肆拾壹万零捌佰伍拾贰元壹角）；

2、请求龙湾法院依法判令被告 1 支付利息损失（利息损失的本金按 16,410,852.1 元计，

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 2018 年 8 月 16 日开始计算至被告 1

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及律师费 100,000.00元（大写拾万元整）；

3、请求龙湾法院依法判令被告 1 支付合同违约金 1,074,600.00 元（大写：壹佰零柒万肆

仟陆佰元）；

4、请求龙湾法院依法判令被告 2对上述第一、二、三项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5、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三）事实与理由

原告与被告 1于 2018年 5月 7日签订《产品销售合同》，约定由原告向被告 1 供应产品

名为稀释沥青、数量为 15,000吨、单价为 3,582元 /吨，合同金额总计 53,730,000.00元。

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向被告 1 供应了货物，且被告 1 接收了该批货物。经双方结算确

认：原告向被告 1实际交付的货物数量为 14,936.04吨、结算总金额为 48,150,852.1元。

然被告 1 在 2018 年 5 月 17 日至 2018 年 8 月 15 日期间共向原告支付了货款 31,740,

000.00元后，尚赊欠货款 16,410,852.10元。经原告多次多方面催讨，被告 1均拒付剩余赊欠的

货款。

被告 1的行为显然已构成违约，根据双方签订的《产品销售合同》约定，被告 1 需向原告

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2%作为违约金、 同时需赔偿原告因此所受的损失包括利息损失及原告为

此支付的律师费。

此外，被告 1 系自然人独资企业即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被告 2 作为被告 1 的法定代表人

兼唯一股东，根据《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被告 2 无法证明被告 1 的财产独立于被告 2

的财产的，应对被告 1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三、本次诉讼判决或裁决情况

公司已向龙湾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请求法院对被告的财产采取诉讼财产保全措施。

上述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并根据本案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四、公司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披露之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除已披露及本次披露的诉讼、仲裁外，不存在

应披露而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目前上述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暂时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的影响，公司将

持续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民事起诉状》；

2、《受理通知书》；

3、《诉前财产保全受理通知书》。

特此公告。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12月 14日

证券代码：000955� � � �证券简称：欣龙控股 公告编号：2018-048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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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或重大遗漏。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 2018 年 12 月 10 日分

别以专人送达、电话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2018年 12月 13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

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人数为 9 人，实际参加人数为 9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以 9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投资设立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议案》（内容详见公司同期发布的《关于投资设立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

司的公告》）。

特此公告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 12月 13日

证券代码：000955� � � �证券简称：欣龙控股 公告编号：2018-049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投资概述

1、为充分发挥公司的技术、品牌等优势，拓展公司产业链布局，做大做强现有业务板块，

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拟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1000 万元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欣龙控股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以推动公司通过股权投资、并购

等方式整合符合公司战略发展方向的相关产业，加快实现公司的战略规划。

2、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13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公司投资设立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议案》。

3、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拟设立基金管理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欣龙控股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公司” ）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民田路 178号华融大厦 2608室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及其

他限制项目）；股权投资、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

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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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信息以工商部门最终核准登记的为准。

（二）出资方式及资金来源

1、出资方式：现金出资

2、资金来源：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占注册资本 100％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是公司实现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公司投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后，将其作为公

司对外投资的管理平台， 通过股权投资、 并购等方式整合符合公司战略发展方向的相关产

业，加快实现公司的战略扩张。

本次投资完成后，该全资子公司将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短期内对公司财务和

经营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未来的发展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四、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公司成立后，投资项目在投资过程中会受到经济环境、行业政策、行业周期、投

资标的的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存在投资达不到投资预期的可能；公司将通过引进专

业人才，与专业机构合作，对投资项目进行充分评估、调研及分析，强化投后管理，降低投资

项目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 12月 13日

证券代码：002261� � � �证券简称：拓维信息 公告编号：2018-089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暨实施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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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年 05�月 24�日对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深圳市海云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云天控股” ）关于公司股份的减

持计划进行了预披露， 海云天控股计划自减持预披露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

内， 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 1,500 万股，即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3506%，详情请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持股 5%以上大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预

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8-036）。

公司于 2018年 08 月 24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了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

划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56），对海云天控股减持计划实施时间过半的进展情况进

行了披露。

公司于近日收到海云天控股出具的 《关于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 截至本公告

日，海云天控股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 ，其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了公司股份 2,846,

60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586%。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

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股份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

元

）

减持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的

比例

海云天控股 集中竞价

2018-07-12 4.46

元

2,846,604 0.2586%

股东减持股份来源：2015年度重大资产重组交易获得的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的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海云天控股

合计持有股份

60,183,488 5.4674% 57,336,884 5.2088%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36,110,092 3.2804% 33,263,488 3.0218%

有限售条件股份

24,073,396 2.1870% 24,073,396 2.187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海云天控股本次减持股份严格遵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大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其所作出的相应承诺。

2、海云天控股本次减持事项严格遵守预披露公告所披露的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已披

露减持计划的情形。

3、海云天控股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上述股份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4、截止本公告日，海云天控股上述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上述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后，海

云天控股仍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三、备查文件

海云天控股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2月 14日

证券代码：002480� � � �证券简称：新筑股份 公告编号：2018-132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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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 年 12 月 13 日在公司

办公楼 324会议室召开了公司 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肖光辉先生主持本次会议。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有 23 名， 持有或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62,

789,5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0830%。

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 11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79,944,458 股；通过网络投票的

股东 12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82,845,136股。

出席本次会议表决的中小投资者 12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84,260,232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2.8521%。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

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放弃参股公司增资优先认缴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86,588,53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75%；反对

票 123,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25%；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赞成票 84,136,6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8533%。反对票 123,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67%。

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2、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230,397,50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6738%；反对

票 32,392,09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3262%；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张杨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262,665,9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0%；反对

票 123,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0%；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赞成票意 84,136,6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8533%。 反对票 123,6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67%。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罗楷燃律师、李霄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关

于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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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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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12月 13日

证券代码：002100� � � �证券简称：天康生物 公告编号：2018-092

债券代码：128030� � � �债券简称：天康转债

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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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 12月 13日上午 11：00

网络投票时间：2018 年 12 月 12 日一 2018 年 12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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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3 日上午 9:30 一 11:30，下午 13: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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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2 日下午

15:00至 2018年 12月 13日下午 15:00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召开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长春南路 528 号天康企业大厦 11 楼公司 4

号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由经二分之一以上董事共同推选董事郭运江先生主持会议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委托代理人 14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561,140,236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58.2455%，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 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399,682,865股，占

公司总股本 41.486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9人，代表股份 161,457,37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 16.7590％；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1 人，代表股份 62,496,39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6.487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561,140,236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 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62,496,39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

权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新疆星河律师事务所委派杨玉玲律师、李莎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发表如下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

效。

四、 备查文件

1、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新疆星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

会法律意见书》。

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