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losure 信息披露
（上接B122版）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1月28日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1月27日一2019年1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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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28日9:30－
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月27日
15:00至2019年1月28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股东投票表决时，应选
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
决结果为准。
（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19年1月23日
（七）出席对象
1、截至2019年1月23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公司全体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2）。因故不能亲自出席现场
会议的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委托代
理人出席的，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及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的其他人员。
（八）会议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福华路北深圳国际交易广场1812-1816号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共用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2、《关于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3、《关于聘任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4、《关于公司出租部分房产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程序
合法、资料完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月12日登载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或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决议公告》、《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共用额度及提供担保的公告》、《关于子公司申请
银行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公告》、《关于聘任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关于公司出租
部分房产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议案1、议案2为特别
决议事项，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备注
提案编码
100

提案名称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总议案：表示对以下所有议案统一表决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共用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

2.00

《关于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

3.00

《关于聘任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4.00

《关于公司出租部分房产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事项
1、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
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和证券账
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
证券代码：002584

证券简称：西陇科学

公告编号：2019-003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对外担保情况概述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包括全资
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或启用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在此额度内由公司根据实际资金需求申请授信或者进行借贷。并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
申请或者使用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部分子公司申请或使
用银行授信及为在境外商业银行融资开立融资性保函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的连带责任担
保，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在上述额度内决定并签署担保协议等相关文件。授
权期限：自公司股东会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西陇科学：关于为子公司申请或者使用银
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7） 已于2018年3月2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
露，上述议案经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上海西陇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西陇” ）向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综合融资额度、广州西陇精细化工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西
陇精细” ）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风支行申请融资额度，根据债权人要求，
公司为上海西陇和西陇精细申请银行融资提供担保，具体如下：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公司名称

法 定 代 表 主 营 业 注册 资 上市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人
务
本
持股比例 时间

上海西陇
化工有限
公司

李树炎

广州西陇
精细化工
技术有限
公司

黄伟鹏

化工产
品销售
化工产
品研
发、销
售

2000

100%

95.1%

营业收入

净利润

3,883.92

76,557.53

-83.62

2018年9月30日

4,362.41

54,699.65

478.49

10,940.39

78,462.80

1,464.33

2018年9月30日

总资产

43,331.86

26,114

11,162.7

52,757.83

证券简称：西陇科学

公告编号：2019-004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信息披露义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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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比例达到5%；
2、本次权益变动未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收到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黄伟波、黄伟鹏、
黄少群、黄侦凯、黄侦杰（以下简称“
实际控制人” ）通知，自2016年7月2日权益变动报告书披
露后至2018年1月10日收市，实际控制人已累计减持本公司股票29,260,882股，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达到5%，具体如下：

证券代码：002340

证券简称：格林美

黄侦凯

减持方式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2016年7月7日

减持期间

12.73

3,670,000

0.63%

大宗交易

2016年7月7日

12.73

2,590,000

0.44%

大宗交易

2016年7月12日

12.93

5,050,000

0.86%

大宗交易

2016年7月13日

13.16

3,102,500

0.53%

集中竞价交易

2018年7月4日

8.25

2,413,000

0.41%

集中竞价交易

2018年9月19日

6.27

759,539

集中竞价交易

2018年9月20日

6.39

460,466

0.08%

集中竞价交易

2018年9月21日

6.19

178,870

0.0306%

大宗交易

2018年9月13日

5.94

834，700

0.14%

集中竞价交易

2018年9月19日

黄伟波

6.43

315,000

0.05%

6.17

346,204

0.0592%

集中竞价交易

2018年9月25日

6.06

305,117

0.0521%

集中竞价交易

2018年12月12日

6.43

358,807

0.0613%

集中竞价交易

2018年12月13日

6.45

521,231

0.0891%

集中竞价交易

2018年12月17日

6.077

439,602

0.0751%

集中竞价交易

2018年12月18日

6.251

408,066

0.0697%

集中竞价交易

2018年12月20日

5.985

206,181

0.0352%

集中竞价交易

2018年12月21日

6.429

300,000

0.0513%

集中竞价交易

2018年12月26日

6.421

345,232

0.0590%

集中竞价交易

2018年12月27日

6.289

300,091

0.0513%

集中竞价交易

2018年12月28日

6.074

256,403

0.0438%

大宗交易

2019年1月8日

5.45

953,495

0.1629%

大宗交易

2019年1月9日

5.48

766,967

0.1311%

大宗交易

2019年1月10日

5.67

629,309

0.1075%

大宗交易

2018年9月13日

5.94

845,500

0.14%

集中竞价交易

2018年9月19日

6.46

218,719

0.04%

集中竞价交易

2018年9月20日

6.37

5000

一

2018年9月21日

6.17

328,467

0.0561%

2018年9月25日

6.1

286,255

0.0489%

集中竞价交易

黄伟鹏

集中竞价交易

2018年12月12日

6.42

171,633

0.0293%

集中竞价交易

2018年12月13日

6.42

231,851

0.0396%

集中竞价交易

2018年12月17日

6.221

206,303

0.0353%

集中竞价交易

2018年12月18日

6.181

193,890

0.0331%

集中竞价交易

2018年12月20日

5.977

127,116

0.0217%

集中竞价交易

2018年12月21日

6.406

174,026

0.0297%

集中竞价交易

2018年12月26日

6.481

166,840

0.0285%

5.45

384,257

2019年1月9日

5.48

2019年1月10日

6.282

大宗交易

2019年1月8日

大宗交易
集中竞价交易
合计

股数(万股)

合计持有股份
黄伟波

9239.113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高管锁定股
合计持有股份

黄伟鹏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高管锁定股

黄少群

黄侦凯

黄侦杰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钩的栏
目可以投票

总议案：表示对以下所有议案统一表决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共用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

2.00

《关于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

3.00

《关于聘任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4.00

《关于公司出租部分房产的议案》

√

注：
1、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2、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 、“反对” 、“弃权” 栏内相应地方打“√” 为准，
对于本次股东大会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股东参会登记表
名称/姓名

营业执照号码/
身份证号码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邮编

证券代码：002654

证券简称：万润科技

公告编号：2019-011号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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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股票代码：000752

股票简称：西藏发展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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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1、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目前累计涉诉金额巨大，若所涉事项涉及上市
公司向控股股东或者其关联人提供资金且情形严重的， 且无可行的解决方案或者虽提出解
决方案但预计无法在一个月内解决的，公司股票有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可能，敬请投资者
注意风险。经公司核查，截止公告日，公司3个主要银行账户和1个非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被
冻结额度为21,258万元，实际被冻结金额2.24万元，公司股票有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可能，
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据金额3,000万元及其孳息、诉讼费以及可能产生的其他费用等，将对公司的期后利润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银河商贸” ）于2018年10月22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西藏银河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收到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18）川01民初3724号关于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一
案的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起诉状等文件。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冠中国
冠中国际” ）诉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际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称“
公司” 、“
上市公司” 、“
西藏发展” ）、成都仕远置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仕远置
商贸” ）、银河商贸三被告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案。2018年11月27日下午，成都市中级人民法
法院” ）对该案组织进行了证据交换。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银河商贸于2018年12
院（以下简称“

0.0531%

日收到法院（2018）川01执保46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冻结被申请人西藏发展持有的四川恒生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股权（出资比例：49%，出资金额4900万元），冻结期限三年，自2018年12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15.78%

8510.4370

14.54%

1741.25

2.97%

1951.3494

3.33%

7497.8635

12.81%

6559.0876

11.21%

8328

14.23%

6878.7398

11.76%

1465.5

2.51%

1660.0973

2.84%

6862.5

11.73%

5218.6425

8.92%

合计持有股份

7817

13.36%

7450

12.7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954.5

1.63%

1862.5

3.18%

高管锁定股

6862.5

11.73%

5587.5

9.55%

月27日起至2021年12月26日止，冻结限额3000万元。
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2018-083、2018-100、
2018-109、2019-007）。
2、最新进展情况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银河商贸于2019年1月10日收到法院送达的（2018）川01民初3724号
民事裁定书（落款时间为2018年10月18日）。申请人冠中国际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请求对被
申请人西藏发展、银河商贸的财产在3000万元范围内采取保全措施。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成都中心支公司出具《财产保全保单保函》为财产保全提供担保。

2.61%

1143.5625

1.95%

0.65%

285.8906

0.49%

司的股权（出资比例：49%，出资金额4900万元），冻结期限三年，自2018年12月27日起至2021

高管锁定股

年12月26日止， 冻结限额3000万元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19年1月5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2019-007号公告。
二、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857.6719

1.47%

1524.75

2.6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81.1875

0.65%

381.1875

0.65%

高管锁定股

1143.5625

1.95%

1143.5625

1.95%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未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
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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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实际控制人关于股票锁定的承诺
实际控制人承诺在担任董事期间不单独采取行动以致每年减少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超过
25%，且离职后半年内，不减少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6个月后的12个月内通过证券
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本承诺正
在履行中。
黄伟波承诺参与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所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
让，本承诺已经履行完毕。
实际控制人2015年7月8日承诺未来六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详见《关于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承诺不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43），本承诺已履行完毕。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3、公司于2016年6月4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计划的提示性公告》(公告
编号：2016-048)，2016年度减持计划已经实施完毕。2018年8月28日， 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披露了《西陇科学：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18-084），实际控制人2018年度减持计划尚未执行完毕，未来12个月内可能继续减持本公司
股票。
4、2018年12月1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实际控制人减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2018年9月
21日、2018年12月29日，公司分别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了《关于实际控制人减持公司股份
达到1%的公告》，公司将继续关注实际控制人减持计划后续的实施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
披露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5、本次减持完成后，实际控制人黄伟波、黄伟鹏、黄少群、黄侦凯、黄侦杰为公司控股股东，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不发生变更。 本次减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
件。
四、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 月12日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下属公司对外投资的
《印尼红土镍矿生产电池级镍化学品（硫酸镍晶体）（5万吨镍/年）项目》
的项目进展与在印尼举行奠基活动的公告
公司名称

出资额（美元）

持股比例（%）

新展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4,410万

21

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

7,560万

36
25

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5,250万

PT. Indonesia Morowali Industrial Park

2,100万

阪和兴业株式会社

1,680万

8

合计

21,000万

100

10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在爆发性增长,未来三元动力电池将成为新能源汽车的主流动力，高镍
化三元材料是破解钴价高位运行局面和新能源汽车里程焦虑难题的利器之一， 掌握了镍资源
就是掌握未来三元动力电池成本竞争的核心。
印度尼西亚是世界红土镍矿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占有世界红土镍矿储量的10%以上，
主要资源集中在苏拉威西岛和附近岛屿。印度尼西亚青山园区总投资已达50亿美元，掌握了大
量的优质镍资源，已建成由红土镍矿直接生产不锈钢的全产业链生产基地，年产300万吨不锈
钢热轧板卷，园区已经建成码头（年3000万吨吞吐能力）、电力（200万KW）、道路交通等完善
基础设施，园区员工30000余名，成为中国政府“一带一路” 倡议对接印度尼西亚“
全球海洋支
点” 战略的杰出代表。印尼青山园区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丰富的镍资源将成为本项目高效实施
的坚实基础。
该项目由掌握资源的青山钢铁、掌握动力电池市场的邦普循环（CATL下属企业）和掌握
三元材料制造技术的格林美联合投资建设，实施上游镍资源核心、中端材料制造与下游动力电
池市场的大联合，将有效打通“
红土镍矿---三元电池原材料---三元动力电池” 镍资源新能
源材料全产业链产业体系，建设全球竞争力的镍资源高镍三元材料制造体系，满足全球新能源
发展对低成本、高质量三元材料的市场需求。该项目的有效实施，将抢占镍资源先机，将为公司
构建全球竞争力的三元动力新能源原材料制造商提供坚实的原料保障， 将促进公司未来在全
球三元材料市场领域的竞争地位提升， 对稳定与提升公司电池材料核心业务的盈利能力具有
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备查文件
经注册地主管部门核准的青美邦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设立契据。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十一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065号公告

2018年09月0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067号公告

2018年09月1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070号公告

2018年10月11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076号公告

2019年1月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9-005号公告

2018年09月2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073号公告

2018年11月2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098号公告

2018年11月2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100号公告

2018年12月1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108号公告

2018年10月2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083号公告

2018年11月2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100号公告

2018年12月22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109号公告

2019年1月5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9-007号公告

2018年11月1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095号公告

2018年11月27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099号公告

2018年12月21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109号公告

2018年9月20日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2018-071号公告

2018年11月22日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2018-097号公告

2018年12月13日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2018-106号公告

2019年1月9日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2019-008号公告

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法院受理的瞬赐保理诉
西藏发展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案号（2018）
川0113民初2099号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受理的至中实业诉西
藏发展借款合同纠纷，案号（2018）浙0103民
初4168号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冠中国际诉西藏
发展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案号（2018）川01
民初3724号

成都仲裁委员会受理的汶锦贸易诉西藏
发展借款合同纠纷案，案号（2018）成仲案字
第1227号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阿拉丁控股集团
诉西藏发展民间借贷纠纷，案号（2018）浙01
民初3924号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永登县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诉西藏发展票据追索权纠
纷，案号（2018）川01民初5373号

除此之外，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将进一步核查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诉讼、仲裁事项，经核实确认后若存在应披露的诉讼事项，公司将及时进行披露。
三、对公司的影响
1、目前公司收到的法院诉讼材料仅包括诉状及电子商业承兑汇票复印件，暂未获取合同

银河商贸对仕远置商贸并无该笔应付账款。 鉴于大股东西藏天易隆兴投资有限公司目前正

1524.75

1.95%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吴小蓉诉西藏发
展民间借贷纠纷，案号（2018）川01民初1985
号

产在3000万元范围内采取保全措施，本裁定立即开始执行。

381.1875

2.61%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059号公告

2018年09月04日

等其他证据材料。原告诉状中提及的仕远置商贸应收银河商贸4,343.60万元的债权，经核查，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524.75

2018年08月30日

法院经审查认为，冠中国际申请财产保全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国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一百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裁定对西藏发展、银河商贸的财

合计持有股份

1143.5625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048号公告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18年10月24日、2018年11月29日、2018年12月22日、2019年1月5日

根据该民事裁定书，法院作出（2018）川01执保469号执行裁定（落款时间为2018年12月
27日，公司于2019年1月4日收到），冻结被申请人西藏发展持有的四川恒生科技发展有限公

合计持有股份

2018年08月01日

一、（2018）川01民初3724号案件
1、基本情况

0.0170%

占总股本比例
(%)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国投泰康诉西藏
发展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号：（2018）京民
初字第60号

2、截至目前，（2018）川01民初3724号案件法院未有审判结果，如法院判决本公司支付票

99,400

5%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2019
年1月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2019年1月11日在深圳市福田区福华路北深圳国际交
易广场1812-1816号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蔡承荣女士主持，董事会秘书及财务总监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 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 《关于全资子公司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2019-004号《关于全资子公司借款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万象新动移动科技有限公司向易平川先生借款不超过人民币3,000
万元，有助于满足其日常资金需求及经营发展；交易定价依据为交易双方参考当前中国人民
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协商确定，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的利益的情形；该关联交易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有关规定，合法、合规。
（二）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
产品或结构性存款的议案》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告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2019-007号《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
保本型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的公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在保障日常经营正常运作的前提下，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
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有利于提高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收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
利益之情形；且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已履行《公司章
程》所规定的审批程序，合法、合规。
因此，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或结
构性存款。
（三）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告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2019-008号《关于聘任2018年度审计机构
的公告》。
监事会认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在
业内享有良好声誉，具备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独立对公司财务
状况进行审计，能够勤勉尽职、客观公正地发表审计意见。监事会同意聘任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度审计机构，审计报酬为人民币170万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十一日

公告编号：2019-010

310,845

公告编号：2019-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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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外投资概述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或“格林美” ）于2018年9月2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
事会第四十次会议、2018年10月16日召开的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下属公司荆门格林美与新展国际、广东邦普、印度尼西亚IMIP园区、阪和兴业拟签署〈关于
建设印尼红土镍矿生产电池级镍化学品（硫酸镍晶体）（5万吨镍/年）项目的合资协议〉的议
案》，同意公司下属公司荆门格林美与新展国际（青山钢铁下属企业）、广东邦普（CATL控股
公司）、 印度尼西亚IMIP园区、 阪和兴业签署 《关于建设印尼红土镍矿生产电池级镍化学品
（硫酸镍晶体）（5万吨镍/年）项目的合资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相关公告。
一、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已完成在印尼新设合资经营公司的设立登记，并于2019年1月11日，在印度尼西
亚中苏拉威西省摩洛哇丽县中国印度尼西亚综合产业园区青山园区成功举行了奠基典礼。
印尼海洋统筹部长鲁胡特、工业部长艾朗加·哈塔托、中苏拉威西省长等印尼政府官员，青
山钢铁董事局主席项光达、 格林美董事长许开华、CATL副董事长潘健、 邦普循环董事长李长
东、阪和兴业代表、印尼摩洛哇丽工业园区有限公司(IMIP)总裁郑宗悦等300余名嘉宾出席奠基
活动。
合资经营公司具体信息如下：
1、公司名称：PT. QMB NEW ENERGY MATERIALS（青美邦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2、授权资本：21,000万美元
3、成立日期：2019年1月8日
4、经营期限：30年
5、公司住所：South Jakarta, Province of Special Capital Territory of Jakarta, Indonesia（印
度尼西亚中苏拉威西省摩洛哇丽县中国印度尼西亚综合产业园区青山园区）
6、公司经营范围：电池级镍化学产品及其附属品的生产制造与进出口贸易，新能源材料制
造，机电、化工产品的国内贸易与进出口贸易。
各股东出资金额及持股比例:

100

提案名称

月20日收到法院送达传票，确定于2019年1月31日上午9:30开庭审理该案。公司于2019年1月4

29,260,882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份性质

备注
提案编码

0.0657%

二、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 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公司股份284,336,135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48.586%。本次权益变动后，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公司股份255,075,253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43.586%。
股东名称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最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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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本人/企业
作为授权委托人确认， 本人/企业因自身原因不能参加深圳万润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
企业）出席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及性质：
委托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股东大会各项议案表决意见如下：

0.13%

2018年9月21日

集中竞价交易

241.3

以上2017年12月31日财务数据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018年9月
30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风支行最高额保证合同
1、被担保人：西陇精细
2、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风支行
3、主债权发生期间：2018年11月7日至2019年10月30日
4、担保金额：人民币5000万元；
5、担保方式：连带担保责任；
6、担保期限：各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单笔合同最后一期还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两
年。
（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最高额保证合同
1、被担保人：上海西陇
2、债权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3、主债权发生期间：2018年12月21日至2019年12月19日
4、担保金额：人民币5000万元；
5、担保方式：连带担保责任；
6、担保期限：2年。担保期限起算日为债务的履行期间届满日或者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的原因系子公司因主营业务经营发展的需要向银行申请融资，资金用途明确。担
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财务风险可控，本次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的担保额度范围内，不属于违规担保的情形。
本次对子公司提供担保是可以合理利用银行金融渠道，为子公司日常业务开展提供支持，
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0元（不含对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
司的担保）,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为子公司申请和使用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总额为人民币
15亿元。
包含本次担保在内，公司对各子公司申请和使用银行授信提供的担保额度合计人民币32,
500万元， 占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净资产169,697.02万元的比例为19.15%。 公司无逾期担保事
项，也无为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事项。
六、备查文件
1、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月12日
证券代码：002584

黄伟鹏

减持均价

大宗交易

集中竞价交易
净资产

2017年12月31日 36,089.82

2017年12月31日 29,763.54
10200

黄少群

B123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复印件和证券账户卡；
（2）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委托他人出席的，受托
出席者须持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及委托人证券账户卡；
（3）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的方式登记，股东请仔细填写《股东参会登记表》（见附件
3），以便登记确认。传真在2019年1月25日17：00前传至公司证券事务部；来信请寄：深圳市福
田区福华路北深圳国际交易广场1812-1816号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邮编：
518046（信封请注明“
万润科技股东大会” 字样）。
2、登记时间
2019年1月25日9：00－11：30，14：30－17：00
股东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的， 应将授权委托书于2019年1月25日 （含）
17：00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登记地点。
3、登记地点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路北深圳国际交易广场1812-1816号公司证券事务部
4、登记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朱锦宇
联系电话：0755-33378926
联系传真：0755-33378925
电子邮箱：wanrun@mason-led.com
5、其他事项：
预计会期半天，与会人员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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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1。
六、备查文件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十一日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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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654” ，投票简称为“
万润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上述投票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 、“
反对” 或
弃权” 。
“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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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的交易时间，即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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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15:00，
结束时间为2019年1月28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15:00。
股东名称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申请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
公告

2019年 1 月 12 日 星期六

披露日期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国投泰康诉
西藏发展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案号：（2018）
京民初字第32号
（该案件原告已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国投泰康诉
西藏发展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案号：（2018）
京民初字第33号

证券代码：002147

2、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目前累计涉诉金额巨大，若所涉事项涉及上市
公司向控股股东或者其关联人提供资金且情形严重的， 且无可行的解决方案或者虽提出解
决方案但预计无法在一个月内解决的，公司股票有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可能，敬请投资者

公司目前涉及诉讼的具体情况如下：
诉讼事项

处于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期间，相关事项还在继续核查中，公司亦已展开和相关主体的票据
核查工作，相关进展情况公司将及时进行信息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披露索引

注意风险。经公司核查，截止公告日，公司3个主要银行账户和1个非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被

2018年06月2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032号公告

冻结额度为21,258万元，实际被冻结金额2.24万元，公司股票有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可能，

2018年06月2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033号公告

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2018年06月22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034号公告

3、经公司核查，截止公告日，公司持有的西藏拉萨啤酒有限公司、西藏银河商贸有限公

2018年06月2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036号公告

司、苏州华信善达力创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四川恒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诚善达（苏州）

2018年08月3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059号公告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状态为冻结。

2018年11月2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100号公告

4、截至目前，（2018）川01民初3724号案件法院未有审判结果，如法院判决本公司支付票

2018年12月27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112号公告

据金额3,000万元及其孳息、诉讼费以及可能产生的其他费用等，将对公司的期后利润产生重

2018年06月2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032号公告

大不利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018年06月2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033号公告

5、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2018年06月22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034号公告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2018年06月2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036号公告

准，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2018年08月3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059号公告

2018年09月0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066号公告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1月2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098号公告

2019年1月11日

证券简称：ST新光

公告编号：2019－003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月11日

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债券未按期兑付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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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收到控股股东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新光集团” ）通知，获悉新光集团债券未按期兑付，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新光集团债券未按期兑付情况
发行人名称：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债券名称：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债券简称：16新光01
债券代码：118464
发行金额：人民币15亿元
债券余额：人民币1亿元
票面利率：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1年票面利率为7.00%，在债券存续期第2年固定不变；在
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2年末，发行人选择上调票面利率，即本期债券存续期第3年的票面年利
率为7.50%。
债券期限：3年期，在存续期内第1年末、第2年末分别附加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和发行人调
整票面利率选择权。
起息日：2016年1月14日
付息日：2017年至2019年间每年的1月14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非交易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如投资者在第1年末行使回售选
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17年的1月14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如投资者在第2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7年至2018年的1月14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
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2019年1月14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
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
日为2017年1月14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或2018年1月
14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
由于受宏观降杠杆、银行信贷收缩、民营企业融资困难等多重因素影响,新光集团流动性
出现问题，截至目前，新光集团已经发生多笔债券违约，偿债压力很大，导致新光集团未能按
时偿付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的本金及利息。
二、债券兑付后续安排
新光集团将保持与债券持有人沟通，通过多种途径努力筹措本期债券本息。同时新光集
团将按照债务融资工具相关规定及募集说明书要求，做好相关后续工作。
公司将密切关注新光集团债券兑付后续进展情况， 并根据相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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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份新增轮候冻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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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近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查询获悉公司控股股东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光集团” ）
所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新增轮候冻结,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轮候冻结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新光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
是

轮候冻结股数

轮候冻结开
始日

1,134,239,907股

2019年1月7
日

轮候期限

轮候机关

本次冻结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36月

上海市高级人民
法院

100%

财产保
全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 新光集团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1,134,239,907股， 占公司总股本
62.0455%， 已累计 质押公司有 限 售 条 件 流 通 股 1,114,901,934 股 ， 占 其 持 有 公 司 股 份 的
98.2951%，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0.9877％。累计司法冻结1,134,239,907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100％，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2.0455％。
上述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冻结的情况暂未对本公司的日常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但若
上述股东被冻结的股份之后被司法处置，则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公司将持续
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股东冻结股份涉及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股份补偿的情况
2015年公司实施了重大资产重组，并与新光集团、虞云新签署了《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本次被冻结的股份涉及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股份补偿， 有可能出现冻结股份影响业绩补
偿的潜在风险。
公司将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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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