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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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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公司进行委托理财的基本情况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月22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和2019年2月13日召开的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

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

资金需求和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总额

度不超过12亿元，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公司及子公司在额度及期限范围内可循环滚

动使用。授权公司董事长在额度范围内行使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19年1月23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使用暂

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6）。

公司2019年2月16日至2019年3月15日进行委托理财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公司

受托

人

产品

名称

产品

类型

风险

评级

投资方向

预期年

化收益

率

起息日

购买金

额（亿

元）

赎回情况

智度科

技股份

有限公

司

招商

银行

北京

分行

招商银行

朝招金

（多元稳

健型）理

财计划

非保本

浮动收

益类

R2�稳

健型

本理财计划资金由招商银行投资于银行间

和交易所市场信用级别较高、流动性较好的

金融资产和金融工具， 包括但不限于债券、

资产支持证券、理财直接融资工具、资金拆

借、逆回购、银行存款、券商收益凭证等，并

可通过信托计划、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等资产

管理计划进行投资。

3.00%

2019年

3月1日

0.7 未赎回

民生

银行

北京

分行

非凡资产

管理天溢

金对公机

构B款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二级

本理财产品募集资金主要投资于存款、债券

回购、资金拆借等货币市场工具，债券、理财

直接融资工具、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基金、主

要投资方向为债券的基金专户、合法合规的

资产管理计划等投资工具，以及合法合规的

债权类资产、权益类资产（仅面向高资产净

值客户/私银客户/机构客户发行的产品进

行配置）、其他资产或资产组合。

3.00%

2019年

3月1日

1.7 未赎回

民生

银行

北京

分行

非凡资产

管理增增

日上收益

递增理财

产品对公

款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二级

本理财产品募集资金主要投资于存款、债券

回购、资金拆借等货币市场工具，债券、理财

直接融资工具、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基金、主

要投资方向为债券的基金专户、符合监管要

求的资产管理计划等投资工具，以及符合监

管要求的债权类资产、权益类资产、其他资

产或资产组合。

3.15%

2019年

3月1日

0.9 未赎回

二、进行委托理财对公司的影响

在保证公司正常的资金需求以及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 暂时

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风险可控，公司对具体投资项目的风险

与收益进行充分的预估与测算，确保相应资金的使用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与主营业

务的发展造成影响，并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高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

司财务成本，为广大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三、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1、虽然公司委托理财的项目都会经过严格的评估和筛选，但金融市场受宏

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因此投资的实际收

益不可预期。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及时根据证券市场环境的变化，加强市场分析和调研工作，及时调整投资

策略及规模，严控风险；

2、公司将严格筛选投资对象，尽量选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产品；

3、公司将实时跟踪和分析资金投向，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

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4、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十二个月内使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

情况（含本公告所述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累计十二个月内使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情

况：

公司 受托人

产品

名称

预期年化收益

率

起息日 赎回日

购买金额

（亿元）

理财收益

（元）

招商银行

北京分行

招商银行朝招金

（多元稳健型）理

财计划

3.00%

2018年2月13

日

2018年3月2日 0.05

4,844,654.81 （截至2018

年12月1日）

2018年7月18日 0.25

2018年4月3日 2018年9月13日 0.5

2018年4月16

日

2018年9月13日 0.6

2018年5月28日 0.5

2018年6月7日 2018年9月13日 0.5

2018年6月15

日

2018年7月18日 0.45

2018年6月29

日

2018年11月15日 0.55

2018年7月16

日

2018年9月13日 0.4

2018年7月19

日

2018年11月15日 0.9

2018年10月19

日

2018年10月30日 1

2018年11月20

日

2018年11月21日 1.9

2019年3月1日 未赎回 0.7 --

招商银行日益月

鑫理财计划

4.70%

2018年3月13

日

2018年4月12日 1.45 563,760.00

招商银行聚益生

金系列公司（35

天）A款理财计划

4.00%

2018年9月13

日

2018年10月18日 2 769,000.00

智度科

技股份

有限公

司

中信银行

郑州分行

中信理财之共赢

稳健天天快车A款

人民币理财产品

2.90%

2018年 2月 14

日

2019年1月30日 0.3

2,317,397.26 元 （截 至

2019年2月1日）

2018年 3月 12

日

未赎回 0.3

2018年4月3日

未赎回 0.4

2018年11月15日 0.4

2018年4月27日 0.2

2018年12月5

日

2019年1月30日 0.2

中信理财之共赢

稳健周期35天理

财产品

4.80%

2018年 2月 14

日

2018年3月21日 1.45 667,393.26

浦发硅谷

银行北京

分行

浦发硅谷银行科

创宝1号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

4.00% 2018年6月6日 2018年7月6日 0.5 164,383.56

兴业银行

北京分行

添利快线净值型

理财产品

3.63%

2018年 11月 1

日

未赎回 0.8 --

2019年1月30日 0.2 --

民生银行

北京分行

非凡资产管理天

溢金对公机构B款

3.00% 2019年3月1日 未赎回 1.7 --

非凡资产管理增

增日上收益递增

理财产品对公款

3.15% 2019年3月1日 未赎回 0.9 --

广州市

智度互

联网小

额贷款

有限公

司

中信银行

广州分行

中信理财之共赢

稳健天天快车A款

人民币理财产品

2.90%

2018年 2月 28

日

2018年4月9日 1．0

5,896,893.15（截至2019

年3月15日）

2018年6月20日 0.1

2018年7月9日 0.5

2018年9月13日 1

2019年3月7日 0.5

2018年 4月 20

日

2018年5月7日 0.1

2018年5月17日 0.2

2018年5月28日 0.37

2018年5月30日 0.08

2018年6月7日 2019年3月7日 0.3

2018年10月19

日

2018年12月4日 1

中信理财之共赢

稳健周期35天理

财产品

4.15%

2018年 9月 14

日

2018年10月19日 1 397,945.21

中信理财之共赢

稳健周期35天理

财产品

3.95%

2018年10月24

日

2018年11月28日 1 378,767.12

博时基金

管理有限

公司

博时天天增利货

币市场基金

3.50%

2018年 4月 11

日

2018年6月13日 0.5 282,695.38

博时现金宝货币

市场基金

3.75%

2018年 6月 13

日

未赎回 0.5 --

农业银行

广州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安

心·灵动·20天”人

民币理财产品

3.50%

2018年 12月 4

日

未赎回 1 --

2018年12月17

日

未赎回 0.7 --

北京掌

汇天下

科技有

限公司

招商银行

北京分行

招商银行朝招金

（多元稳健型）理

财计划

3.00%

2018年11月22

日

未赎回 0.1 --

智度投

资（香

港）有

限公司

方圆投资

管理（香

港）有限

公司

Prudence�Capital�

SPC�– Diversified�

Income�SP

3.5%

2018年 7月 21

日

未赎回

0.11

（亿美

元）

--

五、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十二个月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累计十二个月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情

况如下：

序号

受托人名

称

产品

名称

产品代码

产品

起息日

产品

到期日

产品

收益率

购买理财产

品金额

理财产品的收

益

1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

分行

现金管理1号 2101123504 2017年12月8日

2018年2月5日 2.20%/年 0.82亿元 291,605.48元

2018年6月27日 2.20%/年 0.18亿元 13,019.16元

2

利多多对公结构性

存款固定持有期

JG902期

1101168902

2018年02月07

日

认购/申购确认

日（不含当日）

后第90天

4.5%/年 6.05亿元 6,881,875.00元

3

利多多对公结构性

存款2018年JG820

期

1101188820

2018年05月11

日

2018年06月25

日

4.0% 3.6亿元 1,760,000.00元

4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

分行

利多多对公结构性

存款2018年JG1185

期

1101189185

2018年07月12

日

2018年09月25

日

4.54%/年 3.68亿元 3,387,848.89元

5

利多多公司

18JG1941期人民币

对公结构性存款

1101181441

2018年10月11

日

2018年12月28

日

4.05%/年 3.7亿元 3,205,125元

6

利多多公司

19JG0043期人民币

对公结构性存款

1101195043

2019年01月07

日

2019年03月28

日

4.10%/年 3.75亿元 未赎回

六、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委托理财产品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16日

股票代码：600240� � � �股票简称：华业资本 编号：临2019-024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仲裁案件的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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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件所处的仲裁阶段：诉中保全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申请人

●该案的金额：人民币46,900,000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由于本案尚在仲裁过程中，对公司本

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1月23日披露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仲裁案件的进展公告》（编号：临

2018-125），相关案件情况详见上述公告。 近日，公司收到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

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 ）发来的《民事裁定书》、《查封（冻结、扣押）财产通知

书》{(2018)粤0391财保177号}，内容如下：

一、《民事裁定书》及《查封通知书》内容：

《民事裁定书》{(2018)粤0391财保177号}，内容如下：

申请人恒天中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2018年10月30日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请

求查封、 冻结被申请人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价值人民币46,900,000

元的财产。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为申请人的财产保全提供

担保。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裁定查封、冻结被申请人名下的

财产，以人民币46,900,000元为限。

《查封（冻结、扣押）财产通知书》{(2018)粤0391财保177号}，内容如下：

因申请人恒天中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申请财产保全一案， 法院依据 (2018)粤

0391财保177号《民事裁定书》，已冻结下列财产：

1、 已轮候冻结被申请人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市华盛业投资

有限公司持有的100%股权；

2、 已轮候冻结被申请人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市华富溢投资

有限公司持有的90%股权；

3、 已轮候冻结被申请人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国泰君安申易

一期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中25%的合伙财产份额；

4、 已冻结被申请人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在托里县华富兴业矿业投

资有限公司持有的100%股权，冻结期限为三年，期限自2024年11月27日至2027年11月

26日；

5、 已冻结被申请人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在托里县华兴矿业投资有

限公司持有的100%股权， 冻结期限为三年， 期限自2024年11月27日至2027年11月26

日；

6、 已冻结被申请人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在陕西盛安矿业开发有限

公司持有的90%股权，冻结期限为三年，期限自2018年11月14日至2021年11月13日。

二、本次裁定对本公司的影响

上述裁定系法院作出的诉讼保全措施，并非最终判决。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仲

裁事项及其他诉本公司案件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查封（冻结、扣押）财产通知

书》{(2018)粤0391财保177号}。

特此公告。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208� � � �证券简称：合肥城建 公告编号：2019023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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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合肥工投

工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业科技” ）100%股权，同时拟向不超过10名特定对

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 因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

影响，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合肥城建，证券代码：002208）

已于2019年3月11日上午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10个交易日，详情参见公司

2019年3月9日披露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9021）。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

工作。 为保证信息披露公平，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自2019年3月18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目前，公司正根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8�

年修订）》编制重组预案，预计将于5个交易日内披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的重组预案并申

请股票复牌。

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公告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

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208� � � �证券简称：合肥城建 公告编号：2019024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截止到筹划重大资产停牌之日

公司前十大股东、前十大流通股东

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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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公司

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合肥城建，证券代码：002208）自2019年3月11日上午开市起停

牌，详情参见2019年3月9日刊载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9021）。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要求， 公司现将截止到筹划重大资产停牌之日，

即截至停牌前一个交易日2019年3月8日的前十大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和所持股份类别，

前十大流通股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和所持股份类别等相关情况披露如下：

1、股东总人数：截至2019年3月8日，公司股东总数:38,420户。

2、前十大股东：截至2019年3月8日，公司前十大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和所持股份类

别如下：

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股份类别 持股比例

1 合肥兴泰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85,348,160 无限售条件流通A股 57.90%

2 合肥城改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884,500 无限售条件流通A股 0.59%

3 高长亮 1,617,800 无限售条件流通A股 0.51%

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邮

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989,921 无限售条件流通A股 0.31%

5 耿治涛 888,451 无限售条件流通A股 0.28%

6 江锦锋 770,100 无限售条件流通A股 0.24%

7 陈丽珺 650,434 无限售条件流通A股 0.20%

8 许盈 645,200 无限售条件流通A股 0.20%

9 陈兰娣 621,500 无限售条件流通A股 0.19%

10

上海狄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利斌价值成长1号

580,701 无限售条件流通A股 0.18%

3.前十大流通股股东：截至2019年3月8日， 公司前十大流通股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

量和所持股份类别如下：

前十大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股份类别 持股比例

1 合肥兴泰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85,348,160 无限售条件流通A股 58.05%

2 合肥城改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884,500 无限售条件流通A股 0.59%

3 高长亮 1,617,800 无限售条件流通A股 0.51%

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邮

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989,921 无限售条件流通A股 0.31%

5 耿治涛 888,451 无限售条件流通A股 0.28%

6 江锦锋 770,100 无限售条件流通A股 0.24%

7 陈丽珺 650,434 无限售条件流通A股 0.20%

8 许盈 645,200 无限售条件流通A股 0.20%

9 陈兰娣 621,500 无限售条件流通A股 0.19%

10

上海狄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利斌价值成长1号

580,701 无限售条件流通A股 0.18%

特此公告。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682� � � �证券简称：东方电子 公告编号：2019009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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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大会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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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3月15日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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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5日上午9：30-1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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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14日下午15:00至2019年3月15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的地点：烟台市芝罘区机场路2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丁振华先生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2、出席情况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1名，代表股份数量556,384,526�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41.4987%。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3人，代表股份25,7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019%。

3、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终止2017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556，408，426 99.9997% 1,845 0.0003% 0 0 通过

以上议案经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607,720 99.6973% 1,845 0.3027% 0 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孙广亮律师、杨芳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律师认为，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表

决程序等有关事项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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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3月15日

证券代码：603518� � � � �证券简称：维格娜丝 公告编号：2019-029

转债代码：113527� � � � �转债简称：维格转债

维格娜丝时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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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茶亭东街240号南京云锦博物馆三楼5号大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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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6,996,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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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7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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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议,会议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董事王毅因公务未参加会议，董事张庆辉因公务未参加会

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 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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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990,268 99.9935 6,300 0.0065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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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990,268 99.9935 6,300 0.0065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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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990,268 99.9935 6,300 0.0065 0 0.0000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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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并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

6,413,194 99.9018 6,300 0.0982 0 0.0000

2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

6,413,194 99.9018 6,300 0.0982 0 0.0000

3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6,413,194 99.9018 6,300 0.0982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2、3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斯亮、赵耀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

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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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维格娜丝时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6日

证券代码：601669� � � �股票简称：中国电建 公告编号：临2019-016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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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2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九次会议、2019年1月17日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年3月13日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股份的议案》、《关于修订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于2019年3月15日披露了《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

份的回购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2月28日、2019年1月18日、2019年3月15日刊

登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19年3月15日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了首次回购股份，现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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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将本次回购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数量为974,502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01%，购买的最高价

为5.84元/股，购买的最低价为5.77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5,649,037.58元（不含印花税、

佣金等交易费用）。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实施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445� � � �证券简称：ST中南 公告编号：2019-017

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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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送达的《民事起诉状》、《传票》等材料。

一、有关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案件当事人

原告：乾道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被告一：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二：陈少忠

被告三：周满芬

被告四：孔少华

被告五：江阴中南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二）案件基本情况

2018年5月， 原告乾道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与被告一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商业保理合同》，约定原告为被告一提供“有追索权循环额度隐蔽国内保理服务” ，保理融

资额度为5000万元。 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被告五为被告一发生的上述债务提供连带担保

责任。被告一按照保理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了两个月的利息250万元，剩余利息至今未向原告

支付。 依据双方保理合同规定，即使申请人未出具保理回购通知书，亦有权直接对被告一行

使追索权。 因此，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

（三）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50,000,000元；

2、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利息、违约金人民币1,967,500元（暂计至2018年8

月20日）；

3、请求判令被告承担保全费5,000元；

4、请求判令被告承担诉前保全的担保费52,000元；

5、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二、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目前，上述事项已进入诉讼程序，但尚未判决，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

的影响，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民事起诉状》、《传票》。

特此公告。

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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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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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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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提议召开）

3、会议主持人：王君平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3月15日（星期五）14: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3月14日一3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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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3月14日15:00至2019年3月15日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5、股权登记日：2019年3月11日（星期一）

6、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7、现场会议地点：宁波市海曙区石碶街道车何广博工业园会议室

8、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分别刊登在2019年2月27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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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96,633,8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5210%。 (注：截至本次会议股权登记

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股数量11,350,478股，上述股份数不计入公司有效表决

权总数）。 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0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96,628,6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5201%。

（2）网络投票情况

参与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5,2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 （中小投资者为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和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共5人，代表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数16,906,1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643%。

2、会议由王君平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 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3、本次会议股东无委托独立董事投票的情况。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结合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296,633,8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16,906,11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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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含）同意。

2、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234,766,4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980％； 反对4,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16,901,51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28％；反对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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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股东任杭中（持有公司股份数为61,862,866股）回避本项议案表决。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瑛明事务所律师余娟娟、张利敏出席本次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

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以

及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三月十五日

2019年 3 月 16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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