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3098� � � �证券简称：森特股份 公告编号：2018-064

森特士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的

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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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特士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将于2018年12月30日届满。

鉴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监事会候选人的提名工作仍在进行中，为有利于相关工作安排，保证董事会、监

事会工作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同时，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和高级管理人

员的任期亦相应顺延。延期后的董事会、监事会换届工作预计将不迟于3个月内完成。

在换届工作完成前，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监事会全体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将依法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忠实、勤勉、高效地履行相应职责。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

特此公告。

森特士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234� � � �证券简称：民和股份 公告编号：2018-040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

申请受理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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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于2018年12月27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182128号）。中

国证监会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

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中国

证监会审核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3077� � � �证券简称：和邦生物 公告编号： 2018-76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解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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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获悉,公司控股股东四川和邦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邦集团” ）向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质押的公司股份30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

本3.40%，已于2018年12月27日办理完成解除质押手续。

截止目前，和邦集团持有公司股份2,936,806,603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33.25%。此次股份解质后，和

邦集团剩余质押的股份数量为2,538,100,000股， 占其持股总数比例为86.42%，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28.74%。贺正刚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邦集团” ）合并持有公司

股份3,349,438,603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37.93%。此次股份解质后，贺正刚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和邦集团

合并剩余质押的股份数量为2,836,990,000股，占其持股总数比例为84.70%，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32.12%。

特此公告。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000158� � � �证券简称：常山北明 公告编号：2018-091

石家庄常山北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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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石家庄常山北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1月13日召开董事会七届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本次回购股份工作相关事宜的议案》，2018年11月29日，公司召开2018年度第4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上述议案。2018年12月1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18-089）。公司

拟以自有或自筹资金不低于人民币30,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60,000万元，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并注销，回购价格不超过8.00元/股（含8.00元/股）。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

份数量为准。本次公司回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相关公告。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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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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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应当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日予以公告。现将公司首次

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于2018年12月26日首次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回购股份， 回购股份数136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

0.08%，购买股份最高成交价为5.07元/股，购买股份最低成交价为4.85元/股，支付的总金额6757754.18元

（含交易费用）。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石家庄常山北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013� � � �证券简称：中航机电 公告编号：2018-067

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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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2月21日向全体董事以电子邮件方式

发出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的通知，会议于2018年12月26日以通讯

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协议受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为提升上公司管理效率，理顺公司经营架构，根据国资委关于“瘦身健体、提质增效” 的总体要求及公

司内部管理需要， 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中航精机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湖北航嘉麦格纳座椅系统有限公司

25.1%股权转让至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2月27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中小板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 《关于公司协

议受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26日

股票代码：002345� � � �股票简称：潮宏基 公告编号：2018-108

债券代码：112420� � � �债券简称：16潮宏01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11月份新增直营门店情况简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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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11号一一上市公司从事珠宝相关业务》的要求，广东潮

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18年11月份公司旗下珠宝品牌新增直营门店概况公

告如下：

序号 门店名称

所在地

区

开业时间

经营形

式

面积

（㎡）

投资金额

（万元）

主要商品类别

1 CHJ牡丹江万达 东北 2018-11-21 直营 77 237.37

时尚珠宝首饰、黄金

饰品

2 CHJ厦门万象城 华南 2018-11-23 直营 123 568.92

时尚珠宝首饰、黄金

饰品

3

CHJ长沙星沙新城吾悦

广场

华中 2018-11-23 直营 55 215.02

时尚珠宝首饰、黄金

饰品

4 CHJ嘉兴银泰 华东 2018-11-30 直营 76.3 243.32

时尚珠宝首饰、黄金

饰品

注：上述投资金额主要包括首次铺货和装修。

以上经营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最终数据以定期报告为准，特此提醒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017� � � �证券简称：东信和平 公告编号：2018-47

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12月21日以

传真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18年12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11人，亲自出席董

事11名，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延长配股相关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12�月28�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延长配股相关决议有效期及股东大会授权有效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49）；公司独

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 2018�年 12月 28�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独立董事关

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二、会议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

理公司本次配股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12�月28�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延长配股相关决议有效期及股东大会授权有效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49）；公司独

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 2018�年 12月 28�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独立董事关

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会议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议案》。

董事会决定于2019年1月15日（星期二）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的方式召开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提交的议案。会议事项详见2018�年12�月28�日刊登于《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召开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18-50）。

特此公告。

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017� � � �证券简称：东信和平 公告编号：2018-48

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12月21日以

传真和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会议于2018年12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5人，亲自出席监事

5名。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经与会监事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 会议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延长配股相关决议有效期的议

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12�月28�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延长配股相关决议有效期及股东大会授权有效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49）。

二、会议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

理公司本次配股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12�月28�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延长配股相关决议有效期及股东大会授权有效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49）。

特此公告。

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017� � � �证券简称：东信和平 公告编号：2019-49

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长配股相关决议有效期及

股东大会授权有效期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月22日召开的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7年度配股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2017

年度配股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本次配股相关决议有效期及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配股相关事

项的有效期自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鉴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已于2018年10月29日出具《关于核准东信

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749号），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6个月内有效，而

本次配股相关的决议有效期及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配股相关事宜的有效期将于2019�

年 1�月 21日到期，本次配股工作仍在实施过程中，为确保配股相关事宜顺利进行，公司董事会拟提请股

东大会将本次配股方案相关决议的有效期及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配股相关事项的有效期延长至2019

年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除延长配股方案相关决议的有效期和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配股相关事宜的有效期外，其它内容保持不变。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已审议通过《关于延长配股相关决议有效

期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配股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公司

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独立意见， 具体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上述议案尚需

提交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017� � � �证券简称：东信和平 公告编号：2018-50

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9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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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根据《公司法》、《股东大会规范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和要求，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

关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表决。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具体事项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提议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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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1月15日下午14:30开始，会期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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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5日上午9：30至11：30， 下午13：

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月14日15：00至2019年1月15日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见附件1）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应选择现

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19年1月8日（星期二）

7、会议出席对象

（1）凡2019年1月8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 不能亲自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

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须为本公司股东）， 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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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地点：珠海市南屏屏工中路8号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延长配股相关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2、《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配股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要求，上述议案需对中小

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上述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临时

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

事项提交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程序合法、资料完备，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12月28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三、议案编码

议案编码 议案名称

备注（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延长配股相关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

2.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配股相关事宜

有效期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时间：2019年1月11日、1月14日（9:00一11:30，14:00一16:00）

2、登记办法：

①法人股东登记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附

件）、股东账户卡或持股凭证、出席代表身份证；

②个人股东登记须有本人身份证、股票帐户卡或持股凭证；

③受个人股东委托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登记时须有代理人身份证、委托股东的身份证、授权委托

书和委托人股票帐户卡；

④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异地股东信函登记以当地邮戳

日期为准，不接受电话登记。

3、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4、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股东的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5、网络投票时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6、联系方式：

联系人：陈宗潮 林伟

电 话：0756-8682893� � �传真：0756-8682296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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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2。

六、备查文件

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帐号： 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被委托人姓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

议案

编码

议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延长配股相关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

2.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

次配股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

如委托人对上述表决事项未作出明确指示，受托人 是□ 否□ 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见表决。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被委托人签名：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1.对于审议事项，委托股东可在“同意” 、“反对” 、“弃权”栏内相应地方打“√”做出投票指示；

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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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017

2、投票简称：东信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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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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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议案投票表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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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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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4日下午15:00， 结束时间为2019年1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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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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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600397� � � �股票简称：

*

ST安 编号：2018-066

公司债券代码：122381� � � �公司债券简称：安债暂定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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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2018年12月20日以传

真或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并于2018年12月27日上午9:00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

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林绍华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

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认真讨论和审议了本次会议议程事项，对有关议案进行了书面记名投票

表决，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助理的议案》，其中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工作需要，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同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同意聘任游长征先生

为公司总经理助理，任期从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核销去产能关闭煤矿已计提减值准备部分资产的议案》，其中9票赞成，0票反

对，0票弃权。

为落实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政策，根据《国务院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

（国发﹝2016﹞7号）和《财政部关于印发〈规范“三去一降一补” 有关业务的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财

会〔2016〕17号）等文件精神，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公司2016-2017年度财务决算对已关闭退出

煤矿及相关单位的井巷建筑物、与煤矿生产相关的地面建筑物和井下部分不能回撤的设备等固定资产、与

井巷工程有关的在建工程、关闭退出煤矿的采矿权和相关的材料物资计提了资产减值准备，现拟核销上述

已计提减值准备的部分资产，其中：

1.2016年共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共计1,311,849,820.32元，2017年决算已核销874,060,839.60元， 详见公司

2017年12月29日公告。现拟核销2016年已计提减值准备的部分资产计47,745,895.78元。

2.2017年共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共计492,871,670.40元，其中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466,611,224.18元，计

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6,127,577.70元， 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9,750,569.10元和存货跌价准备10,382,299.42

元，详见公司2018年4月18日公告。现拟核销上述已计提减值准备的部分资产计377,501,244.48元。

本次拟核销已计提减值准备的部分资产共计425,247,140.26元。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及指定媒体的《安源煤业关于核销去产能关闭煤矿已计提减值准备部分资产的公告》。

本议案经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17年度薪酬的议案》，其中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经考核， 公司2017年度的各项工作完成年初既定目标， 按照《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年薪制考核管理办

法》，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17年度的薪酬分配方案：

姓名 职务 月数 金额（元） 姓名 职务 月数 金额（元）

林国尧 副总经理 12 320256 曹鸿霞 副总经理 1 26688

易光藕 副总经理 1 26688 谭亚明 总经理助理 12 288231

兰祖良 董事、财务总监 9 240192 皮志坚 总经理助理 12 288231

本议案经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其中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

权。

同意2019年1月15日召开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事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及指定媒体的《安源煤业关于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附件：1、总经理助理简历。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28日

附件1：

总经理助理简历

游长征先生简历：游长征，1968年8月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曾任坪湖矿通风区实习技

术员、抽放队技术员、通风区技术员、通风区副区长，曲江公司通风安全科科长、副总工程师、代总工程师、

总工程师、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贵州鼎望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总经理、党总

支书记，江煤贵州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全面工作）、总经理、党委书记、董事长，现任江西省能

源集团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部长。

证券代码：600397� � � �股票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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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代码：122381� � � �公司债券简称：安债暂定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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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18年12月20日以传

真或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并于2018年12月27日上午9:00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到5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谭亚明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的要求。本次会议认真讨论

和审议了会议议程事项，并对有关议案进行了书面记名投票表决，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核销去产能关闭煤矿已计提减值准备部分资产的议案》，其中5票赞成，0票反

对，0票弃权。

为落实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政策，根据《国务院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

（国发﹝2016﹞7号）和《财政部关于印发〈规范“三去一降一补” 有关业务的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财

会〔2016〕17号）等文件精神，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公司2016-2017年度财务决算对已关闭退出

煤矿及相关单位的井巷建筑物、与煤矿生产相关的地面建筑物和井下部分不能回撤的设备等固定资产、与

井巷工程有关的在建工程、关闭退出煤矿的采矿权和相关的材料物资计提了资产减值准备，现拟核销上述

已计提减值准备的部分资产，其中：

1.2016年共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共计1,311,849,820.32元，2017年决算已核销874,060,839.60元， 详见公司

2017年12月29日公告。现拟核销2016年已计提减值准备的部分资产计47,745,895.78元。

2.2017年共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共计492,871,670.40元，其中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466,611,224.18元，计

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6,127,577.70元， 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9,750,569.10元和存货跌价准备10,382,299.42

元，详见公司2018年4月18日公告。现拟核销上述已计提减值准备的部分资产计377,501,244.48元。

本次拟核销已计提减值准备的部分资产共计425,247,140.26元。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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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核销去产能关闭煤矿

已计提减值准备部分资产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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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落实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政策，根据《国务院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

（国发﹝2016﹞7号）和《财政部关于印发〈规范“三去一降一补” 有关业务的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财

会〔2016〕17号）等文件精神，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公司2016-2017年度财务决算对已关闭退出

煤矿及相关单位的井巷建筑物、与煤矿生产相关的地面建筑物和井下部分不能回撤的设备等固定资产、与

井巷工程有关的在建工程、关闭退出煤矿的采矿权和相关的材料物资计提了资产减值准备，现拟核销上述

已计提减值准备的部分资产，其中：

一、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拟核销资产情况

1.2016年共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共计1,311,849,820.32元，2017年决算已核销874,060,839.60元， 详见公司

2017年12月29日公告。现拟核销2016年已计提减值准备的部分资产计47,745,895.78元。

2.2017年共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共计492,871,670.40元，其中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466,611,224.18元，计

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6,127,577.70元， 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9,750,569.10元和存货跌价准备10,382,299.42

元，详见公司2018年4月18日公告。现拟核销上述已计提减值准备的部分资产计377,501,244.48元。

本次拟核销已计提减值准备的部分资产共计425,247,140.26元。

二、拟核销资产范围

拟对上述已全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不动产及采矿权进行核销，具体为：

1、固定资产中的井巷资产、已拆除的生产用房屋及建筑物；

2、在建工程中未完工的井巷工程；

3、无形资产中的采矿权。

三、拟核销部分资产构成情况表

序

号

名 称 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无形资产 合计

去产能关闭矿井合计 390,555,794.41 24,940,776.75 9,750,569.10 425,247,140.26

1 青山煤矿 353,867,212.63 6,127,577.70 9,750,569.10 369,745,359.43

2 东村煤矿 15,439,039.31 18,813,199.05 34,252,238.36

3 桥二煤矿 21,249,542.47 21,249,542.47

四、核销部分资产对公司财务状况影响

因上述拟核销部分资产已全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本期财务状况无影响，经主管税务机关备案

确认后，上述资产损失可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具体可扣除的金额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数为准。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附件：

1、2016年关闭退出煤矿已提减值准备及已核销和拟核销资产对照表

2、2017年关闭退出煤矿已提减值准备及拟核销资产对照表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28日

附件1：

2016年关闭退出煤矿已提减值准备及已核销和拟核销资产对照表

金额单位：元

序号 名 称

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无形资产 存货 合计

已提减值准备 2017年已核销

本次

拟核销

已提

减值准备

2017年

已核销

本次拟核销 已提减值准备 2017年已核销

本次拟

核销

已提跌价准备

2017年

已核销

本次拟

核销

已提减值准备 2017年已核销 本次拟核销

合计 1,163,891,104.30 781,866,221.07 62,713,695.41 35,840,184.15 56,354,434.38 56,354,434.38 28,890,586.23 1,311,849,820.32 874,060,839.60 47,745,895.78

一

去产能关闭

矿井小计

1,159,407,015.56 781,174,330.72 62,713,695.41 35,840,184.15 56,354,434.38 56,354,434.38 28,890,586.23 1,307,365,731.58 873,368,949.25

1 高坑煤矿 301,432,690.89 260,011,292.39 5,125,020.22 5,125,020.22 5,002,666.35 5,002,666.35 4,946,168.97 316,506,546.43 270,138,978.96

2 杨桥煤矿 104,793,796.23 82,049,533.26 8,481,307.10 8,481,307.10 2,931,483.00 2,931,483.00 3,262,252.43 119,468,838.76 93,462,323.36

3 黄冲煤矿 63,596,783.95 55,655,969.40 3,463,676.10 3,463,676.10 898,504.75 67,958,964.80 59,119,645.50

4 坪湖煤矿 144,015,962.34 78,993,933.83 26,735,191.65 26,735,191.65 4,070,273.49 174,821,427.48 105,729,125.48

5 建新煤矿 146,142,685.45 62,452,288.76 3,357,722.04 149,500,407.49 62,452,288.76

6 伍家煤矿 31,882,357.44 22,646,799.00 741,096.96 741,096.96 2,050,366.56 34,673,820.96 23,387,895.96

7 巨源煤业 208,900,849.36 172,730,514.08 1,846,036.00 1,846,036.00 17,480,320.32 17,480,320.32 936,243.73 229,163,449.41 192,056,870.40

8 天河煤矿 80,351,530.32 46,634,000.00 20,387,820.83 20,387,820.83 2,497,513.47 103,236,864.62 67,021,820.83

9 白源煤矿 20,661,725.07 8,060,312.21 847,782.81 29,569,820.09

10

英岗岭煤矿

（含桥二、东

村）

57,628,634.51 28,932,696.73 18,813,199.05 18,813,199.05 47,745,895.78

二

与去产能关

闭矿井相关

单位小计

4,484,088.74 691,890.35 4,484,088.74 691,890.35

12 景能发电 4,484,088.74 691,890.35 4,484,088.74 691,890.35

附件2：

2017年关闭退出煤矿已提减值准备及拟核销资产对照表

金额单位：元

序号 名 称

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无形资产 存货 合计

已提减值准备 本次拟核销 已提减值准备 本次拟核销 已提减值准备 本次拟核销 已提跌价准备

本次拟

核销

已提减值准备 本次拟核销

合计 466,611,224.18 361,623,097.68 6,127,577.70 6,127,577.70 9,750,569.10 9,750,569.10 10,382,299.42 492,871,670.40 377,501,244.48

1 青山煤矿 433,347,676.42 353,867,212.63 6,127,577.70 6,127,577.70 9,750,569.10 9,750,569.10 6,272,592.05 455,498,415.27 369,745,359.43

2 白源煤矿 25,479,583.49 5,952.96 25,485,536.45

3

英岗岭煤矿

（含桥二、东

村）

7,755,885.05 7,755,885.05 4,103,754.41 11,859,639.46 7,755,885.05

4 涌山发电站 28,079.22 28,07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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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2019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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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9年1月15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9年1月15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江西省南昌市丁公路117号公司17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9年1月15日

至2019年1月15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 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

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否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审议《关于核销去产能关闭煤矿已计提减值准备部分资产的议案》； √

2 审议《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17年度薪酬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2018年12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2。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sseinfo.

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

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

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

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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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有权出席

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

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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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手续

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以下文件办理登记：

1、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

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会议

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2、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

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3、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登记， 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的股东请在传真或信函上注明联系方

式。

（二）登记时间：2019年1月9日，上午：9:00-11:30；下午：13:30-17:00。

（三）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

六、其他事项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

2、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半天，与会人员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3、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丁公路117号

联系人：钱蔚 饶斌

邮编：330002

联系电话：0791-87151886� � � � � �传真：0791-87151886

特此公告。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28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9年1月15日召开的贵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核销去产能关闭煤矿已计提减值准备部分资产的

议案》；

2 审议《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17年度薪酬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

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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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2 月 28日 星期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