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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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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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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度股东大会于2019年4月18日14：00

在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苏桐路37号公司七楼会议室以现场与网络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召

集人为公司董事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春奇先生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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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1人，代表股份158,607,13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9.6438%。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人，代表股份154,270,84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8.5600%；通过网络投票的

股东共8人，代表股份4,336,28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0839%。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共10人，代表股份15,482,07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8697%.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人，代表股份11,145,79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785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

东共8人，代表股份4,336,28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0839%。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江苏竹辉律师事务所李国兴、陈瑶律

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情况如下：

1.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444,6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76%；反对132,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34%；弃权30,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25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319,6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507%；反对132,2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539%；弃权30,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25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54%。

表决结果：通过。

2.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444,6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76%；反对132,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34%；弃权30,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25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319,6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507%；反对132,2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539%；弃权30,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25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54%。

表决结果：通过。

3.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444,6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76%；反对132,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34%；弃权30,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25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319,6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507%；反对132,2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539%；弃权30,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25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54%。

表决结果：通过。

4.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4,409,2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3533%；反对4,197,889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64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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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84,1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2.8855%；反对4,197,889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11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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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续聘2019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444,6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76%；反对132,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34%；弃权30,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25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319,6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507%；反对132,2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539%；弃权30,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25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54%。

表决结果：通过。

6.2018年度提取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的报告（详见附件）。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444,7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76%；反对132,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34%；弃权30,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15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319,7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514%；反对132,2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539%；弃权30,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15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47%。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为参股公司创元数码提供担保事项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苏州创元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143,125,054股，为关联股东，回避

了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320,3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552%；反对131,6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500%；弃权30,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15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94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320,3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552%；反对131,6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500%；弃权30,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15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47%。

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授权公司经营层择机处置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444,7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76%；反对132,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34%；弃权30,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15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319,7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514%；反对132,2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539%；弃权30,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15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47%。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苏竹辉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国兴、陈瑶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法

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江苏竹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4月19日

附件：

资产减值准备明细表

单位：元

项 目 2017-12-31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转回或转销) 2018-12-31

坏账准备 94,728,781.38 31,932,841.20 2,310,298.40 124,351,324.18

存货跌价准备 22,899,046.03 9,781,114.83 5,408,777.91 27,271,382.95

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备 7,769,034.61 7,769,034.61

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3,939,651.08 3,939,651.08

商誉减值准备 172,569,955.08 172,569,955.08

合 计 301,906,468.18 41,713,956.03 7,719,076.31 335,901,347.90

证券代码：000719� � � �证券简称：中原传媒 公告编号：2019-015号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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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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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4月18日(星期四)� 15:00；

（2）网络投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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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 (星期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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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日(星期三)� 15：00

至2019年4月18日(星期四)� 15：00的任意时间。

（3）股权登记日：2019年4月11日（星期四）

2.现场会议地点：郑州市金水东路39号A座0811会议室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王庆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 代表股份797,466,108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7.9382％。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 代表股份793,789,906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7.578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3,676,20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3593％。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8,234,42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804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4,558,22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4455％。通

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3,676,20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3593％。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全

部议案。其中第8项议案《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为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该项

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1.00�《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7,465,3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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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3,6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3％；反对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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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2.00�《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7,465,3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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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3,6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3％；反对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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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3.00�《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7,465,3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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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3,6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3％；反对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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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4.00�《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7,465,3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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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3,6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3％；反对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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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5.00�《公司关于续聘年度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7,465,3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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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3,6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3％；反对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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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6.00�《关于投资建设中原数字印刷产业园项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7,465,3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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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3,6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3％；反对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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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7.00� 《关于为河南新华物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提供银行综合授信担保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7,465,3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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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3,6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3％；反对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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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8.0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2,081,3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248％；反对5,384,71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7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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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9,7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4.6073％；反对5,384,71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39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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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河南嘉泰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牛金海、刘肖洁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人以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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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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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作成立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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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作设立投资基金概述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4月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合作成立投资基金的议案》，公司以自有资金7000万元作为有限合

伙人与普通合伙人宁夏黄三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作设立投资基金。2018年7月2日， 投资基

金完成工商登记事项， 基金名称为： 烟台量智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量智投

资” ），详见公司于2018年4月9日、2018年8月1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网披

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8019，2018020、2018047。

二、投资基金进展情况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科达股份” ，证券代码：“600986” ）于2019年4月17

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对外投资的议案》， 拟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货币方式

投资不超过15,000万元入伙量智投资。

（一）科达股份情况介绍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证券简称：科达股份，证券代码：600986）

法定代表人：刘锋杰

注册资本：132557.382000万人民币

营业范围：柴油、汽油零售（限分支机构经营）；企业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展览展示

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汽车销售；计算机网络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推广；新媒体营销服务；房地产开发、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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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科达股份的控股股东为山东科达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刘锋杰。

3、科达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经初步协商，拟签署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1、经营期限：长期，自合伙企业成立日起计算，经合伙人会议同意后，可以延长或缩短合

伙期限。

2、出资缴付：各合伙人按照项目的投资进度缴付出资，各合伙人最晚完成缴付出资的时

间为2019年12月31日。

3、资金托管：本合伙企业资金由独立商业银行托管。本合伙企业、基金管理人与托管银

行共同签订资金托管协议，明确协议各方在托管资金的保管、托管资金的投资运作和监督、

托管资金日常划拨与核算等事宜中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4、有限合伙人的权利义务：新入伙的有限合伙人与原有限合伙人享受同等权利，承担同

等责任。新入伙的有限合伙人对入伙前合伙企业的债务以其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

Ⅰ有限合伙人的权利

（1）对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情况进行监督；

（2）对本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提出建议；

（3）有权了解本合伙企业的经营情况和投资项目状况，查阅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会议文件

及会计账簿等财务资料；

（4）依法请求召开、参加或委派代理人参加合伙人会议（在普通合伙人怠于履行职责

时，根据本协议自行召集和主持合伙人会议），并行使相应的表决权；

（5）依照法律法规及本协议规定转让其在本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

（6）依照法律法规及本协议规定将其在本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出质；

（7）其在本合伙企业中的利益受到侵害时，有权向有责任的合伙人主张权利或提起诉

讼；

（8）在执行事务合伙人怠于行使权利时，有权督促其行使权利，或为本合伙企业的利益

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

（9）按照本合伙协议约定享有合伙利益的分配权；

（10）本合伙企业清算时，按本协议约定参与本合伙企业剩余财产的分配；

（11）法律法规及本协议规定的其他权利。

Ⅱ有限合伙人的义务

（1）按本协议有关约定按时、足额缴付其所认缴的出资；

（2）除按本协议约定行使相关权利外，不得干预本合伙企业的正常经营管理；

（3）不得从事可能损害本合伙企业利益的活动；

（4）对本合伙企业的债务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

（5）法律法规及本协议规定的其他义务。

5、投资范围：对高科技企业进行投资。

6、决策机制

合伙企业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由基金管理人负责召集。投资决策委员会由5名委员组

成，基金管理人推荐1名，合伙企业的执行合伙人（普通合伙人）推荐1名，有限合伙人推荐3名

（其中科达股份推荐1名）。 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每一委员成员应按照其委派方或推荐方的书

面决定任职或离任。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参与交易或与交易有关的合伙人应回避表决。关

联交易事项须经除参与交易或与交易有关的合伙人之外的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方可实行。

投资决策委员会对合伙企业具体项目的投资拥有最终决策权, �投资决策委员会实行一人一

票制。投资决策委员会决策需至少3名的委员通过后合伙企业方可具体进行投资。

投资决策委员会有权决定下列事项：

（1）审议批准合伙企业投资标的、投资范围、出资额度、出资时间、投资退出事项；

（2）审议批准合伙企业取得、拥有、管理、维持和处分合伙企业的投资资产，包括但不限

于投资性资产、非投资性资产、不动产、知识产权等；

（3）审议批准拟投项目审批、风险控制以及投后管理等制度措施的落实情况；

（4）审议批准执行事务合伙人按季提交的已投项目存续期检查报告，当所投标的出现风

险迹象时，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

（5）合伙人会议认为或本协议约定的其他需要投资决策委员会做出决议的事项。

7、投资退出

投资决策委员会决定被投资项目的退出及退出安排。投资项目退出后，基金管理人应对

该投资项目作出总结报告并向合伙企业合伙人提供该报告。

8、收益分配

1、合伙企业存续期限内，每年12月31日分配一次收益（如有），在测算并分配当期本合伙

企业应承担的税费、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托管银行的托管费及合伙企业运营费用后，剩余

可分配收益按如下顺序在各合伙人之间进行分配：

（1）若年化收益率不超过8%（包括8%），各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若年化

收益率高于8%，年化收益率高于8%的部分予以提存，具体使用由全体合伙人协商决定，未经

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合伙企业清算前，该部分资金不得被用于在投资或其他任何用途，也

不计入以后年度的可分配资金进行分配。

（2）合伙企业清算时，合伙企业测算出的整体年化收益率在8%以内的基本收益由合伙

企业各合伙人按照其实际出资比例享有相应的分成， 超出年化收益率8%的超额收益由基金

管理人与全体合伙人按2:8比例进行分配。

目前尚未签署正式合伙协议，最终达成的合伙协议以各方协商结果为准。公司将根据有

关规定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000415� � � �证券简称：渤海租赁 公告编号：2019-029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Avolon� Holdings� Limited

融资及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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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或重大遗漏。

为满足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渤海租赁” ）控股子公司Avolon�

Holdings� Limited（以下简称“Avolon” ）的业务发展需求，Avolon� Holdings� Funding� Limited

（以下简称“Avolon� Funding” ）作为票据发行人，拟向相关金融机构非公开发行总计25亿美元

优先无抵押票据。2019年4月11日（纽约时间），Avolon� Funding完成了上述优先无抵押票据的

定价工作， 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16日在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Avolon� Holdings� Limited下属子公司融资进

展的提示性公告》（2019-025号公告）。

现就上述融资相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融资进展情况

2019年4月16日（纽约时间），Avolon� Funding、Avolon及其下属子公司与Wells� Fargo�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以下简称“Wells� Fargo” ）签署了《INDENTURE》票据融资协议，Wells�

Fargo作为受托人，Avolon� Funding作为票据发行人共发行了三年期、五年期、七年期三种类型，

总计25亿美元的优先无抵押票据。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1.三年期票据

(1)发行金额：7.5亿美元；

(2)票面利率：3.625%；

(3)票据到期日：2022年5月1日；

2.五年期票据

(1)发行金额：10亿美元；

(2)票面利率：3.950%；

(3)票据到期日：2024年7月1日；

3.七年期票据

(1)发行金额：7.5亿美元；

(2)票面利率：4.375%；

(3)票据到期日：2026年5月1日；

4.上述票据的提前赎回条款：①当Avolon合并报表口径净负债权益之比大于2.5，且Avolon

通过股东分红、公司间借款及股权回购等方式向股东提供资金累计超过8亿美元固定额度加上

Avolon合并报表累计净利润的50%（自2018年1月1日开始计算）再加上向Avolon增资金额（自

2018年1月1日开始计算）三者之和时，借款人需要承担债券提前赎回义务。②当Avolon对关联

方进行除主营业务外的投资活动金额超过3亿美元或其总资产1.25%两者孰高， 或Avolon与关

联方进行除主营业务外的共同对外投资活动中投资金额超过2.5亿美元或其总资产1%两者孰

高，借款人需要承担债券提前赎回义务。

㈢融资额度使用情况

公司于2018年4月20日、5月21日分别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2017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2018年贷款额度预计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17年4

月24日、5月22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披露的2018-060、2018-087号公告。根据上述审议授权事项，公司控股子公司Avolon� Holdings�

Limited（以下简称“Avolon” ）（含全资或控股SPV及子公司）2018年贷款额度合计不超过70亿

美元或等值外币，香港渤海租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渤海” ）及其下属全资或

控股子公司贷款总计不超过35亿美元或等值外币，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首席执行官）有权对

上述融资事项做出决定，授权有效期至2018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因Avolon为香港渤海下属控股子公司，为提高公司下属子公司融资效率，满足业务开展需

要，经公司首席执行官同意，将香港渤海及其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总计不超过35亿美元或等

值外币贷款额度调剂4.5亿美元至Avolon（含全资或控股SPV及子公司）贷款额度内。调剂完成

后，Avolon（含全资或控股SPV及子公司）贷款额度为74.5亿美元或等值外币。

截至本公告日，Avolon （含全资或控股SPV及子公司） 已使用2018年度贷款授权额度约

48.32亿美元（不含本次融资金额），香港渤海及其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已使用贷款额度为

3.8亿美元。 本次优先无抵押票据发行额度将纳入公司2018年对Avolon及其下属子公司不超过

74.5亿美元及等值人民币贷款额度内，不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批。

二、担保进展情况

为支持Avolon� Funding�本次25亿美元优先无抵押票据发行工作顺利开展，Avolon及其下

属子公司CIT� Aerospace� LLC、CIT� Group� Finance� (Ireland)、CIT� Aviation� Finance� III� Ltd、

CIT� Aerospace� International、Avolon� Aerospace� Leasing� Limited、Hong� Kong� Aviation� Capital�

Limited、Park� Aerospace� Holdings� Limited（以下简称“Avolon下属子公司” ）作为担保人为上

述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⑴被担保人名称：Avolon� Holdings� Funding� Limited；

⑵成立日期：2017年8月3日；

⑶注册地址：PO� Box� 309,� Ugland� House,� Grand� Cayman,� KY1-1104,� Cayman� Islands；

⑷已发行股本：普通股250股；

⑸经营范围：飞机租赁相关融资业务；

⑹企业类型：company� limited� by� shares；

⑺股本结构：Avolon� Holdings� Limited持股100%；

⑻Avolon� Holdings� Limited财务数据：截至2018年12月31日，Avolon总资产2,715,340.3万美

元、净资产761,718.2万美元，2018年年度营业收入257,352.1万美元、净利润71,690.7万美元（以

上数据为Avolon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编制的经审计数据）。

注：Avolon� Funding是Avolon为融资单独设立的特殊目的主体， 其偿还能力由Avolon业务

运营能力决定。

2.担保主要条款

⑴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⑵担保期限：自《INDENTURE》票据融资协议项下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

⑶担保金额：25亿美元。

㈢担保额度使用情况

公司于2018年4月20日、5月21日分别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2017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2018年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18年4

月24日、5月10日、5月22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披露的2018-060、2018-068、2018-082、2018-087号公告。根据上述审议授权事项，

2018年公司控股子公司Avolon及其下属子公司对Avolon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或其SPV担保额度

总计不超过70亿美元, 香港渤海及其下属子公司对香港渤海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

总计不超过35亿美元或等值外币，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首席执行官）有权对上述担保事项做

出决定，授权有效期至2018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因Avolon为香港渤海下属控股子公司，为满足业务开展需要，经公司首席执行官同意，将

香港渤海及其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总计不超过35亿美元或等值外币担保额度调剂4.5亿美

元至Avolon（含全资或控股SPV及子公司）担保额度内。调剂完成后，Avolon（含全资或控股

SPV及子公司） 担保额度为74.5亿美元或等值外币。 截至本公告日，Avolon及其下属子公司对

Avolon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或其SPV已使用2018年度担保授权额度483,227.6万美元 （不含本次

担保金额）。本次Avolon及Avolon下属子公司为Avolon� Funding提供的担保金额纳入2018年度

Avolon及其下属子公司对Avolon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或其SPV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74.5亿美元

担保额度内。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此事项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

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㈣董事会意见

Avolon及Avolon下属子公司为Avolon� Funding提供上述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系支持其开展

租赁业务，Avolon� Funding系Avolon下属操作飞机租赁业务的全资子公司，具备稳定的收入，偿

债能力稳定可靠。本次担保有助于增强Avolon� Funding资金实力并提升其资金使用效率，有利

于促进Avolon� Funding的业务拓展，担保风险可控，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本次担保不提供反担

保。

㈤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前12个月内公司累计发生担保金额为4,038,996.71万元， 其中天津渤海对海

航控股发生担保金额约217,000万元人民币；公司对天津渤海发生担保金额约269,397.89万元人

民币；公司对天津渤海SPV发生担保金额约10,640.40万元人民币；天津渤海对其全资SPV公司

发生担保金额约37,000万元人民币；天津渤海全资SPV对横琴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担保金额

约7,000万元人民币； 香港渤海、HKAC和Avolon对其全资或控股SPV或其子公司担保金额约

521,227.60万美元（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1：6.7110计算折合人民币3,497,958.42万元）。

本次担保发生后，公司截至公告日前12个月内公司累计发生担保金额为5,716,746.71万元，

占2017年度公司经审计总资产约19.03%， 其中天津渤海对海航控股发生担保金额约217,000万

元人民币；公司对天津渤海发生担保金额约269,397.89万元人民币；公司对天津渤海SPV发生担

保金额约10,640.40万元人民币； 天津渤海对其全资SPV公司发生担保金额约37,000万元人民

币；天津渤海全资SPV对横琴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担保金额约7,000万元人民币；香港渤海、

HKAC和Avolon对其全资或控股SPV或其子公司担保金额约771,227.60万美元（以美元兑人民

币汇率1：6.7110计算折合人民币5,175,708.42万元）。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或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的担保的情

况。

特此公告。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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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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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9年4

月9日召开的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2018年12月31日

总股本55,398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3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

72,017,400元。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553,98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1.3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扣税后， 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

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17元； 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

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

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

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26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3元；持

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4月24日，除权除息日为：2019年4月25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9年4月24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19年4月25日通过

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股权激励限售股。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817 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 08*****802 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19年4月16日至登记日：2019年4月24日），如因自派

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

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江苏省丹阳市经济开发区齐梁路99号大亚工业园

咨询联系人：戴柏仙

咨询电话：0511--86981046

传真电话：0511--86885000

七、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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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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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重大遗漏。

2019年4月18日，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5,000万元出资

设立全资子公司云南锗业智能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暂定名， 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为

准）。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后即可实施，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拟成立的子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云南锗业智能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吴家营街道云上小镇9栋314号

3、注册资本：5000万元

4、法定代表人：陆贵兵

5、经营范围：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的设计、安装及调试；电子工程、安全技术防范工程、

建筑智能化工程的设计及施工；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应用及技术咨询；计算机系统集成及

综合布线；经济信息咨询；数字内容服务。

6、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上述事项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7、出资方式：货币资金

二、投资主体介绍

本次投资主体为本公司。

三、资金来源

此次出资公司将全部使用自有资金。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投资事项为设立全资子公司，无需签订对外投资合同。

五、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拟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的设计、安装及调试；电子工

程、安全技术防范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的设计及施工，可利用公司现有的红外系列产品的

产业基础，进一步丰富公司产品类别，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进而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

2、存在的风险：子公司成立后可能会面临经营风险、管理风险及政策风险等各方面不确

定性因素。公司将加强对子公司的管理和风险控制，以不断适应业务要求和市场变化，积极

防范和应对上述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后续事项的相关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对公司的影响：本次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本次出资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生

产经营无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0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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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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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重大遗漏。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

知于2019年4月14日以通讯方式发出,并于2019年4月1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

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本次会议出席人数、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5,000万元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云南锗业智能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暂定名，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为准）。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19年4月19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04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