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25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

300243

证券简称：瑞丰高材 公告编号：

2019-020

山东瑞丰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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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瑞丰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已于2019年4月20日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 敬请

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山东瑞丰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300349

证券简称：金卡智能 公告编号：

2019-042

金卡智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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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卡智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已于2019年4月20日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金卡智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692

证券简称：远程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23

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

年年度报告

及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延期披露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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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原计划于 2019� 年 4月 25日披露2018�

年年度报告及 2019�年 4�月 27�日披露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因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

相关工作进度晚于预期，公司预计无法按照原预约时间披露 2018� 年年度报告，为了保证

定期报告编制的质量和信息披露的准确性，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 2018� 年年度

报告及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时间延期至 2019�年 4�月 30日。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调整年度报告披露时间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

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300500

证券简称：启迪设计 公告编号：

2019-019

启迪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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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迪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与摘要于2019年4月20日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启迪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002122

证券简称：

*ST

天马 公告编号：

2019-064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安徽省金丰典当有限公司

签署《执行和解协议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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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天马股份” ）于2019年4月18日与安徽省金丰典当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丰典当公司）就诉公司、北京星河世界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星河公

司）、喀什星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喀什星河公司）、徐茂栋典当纠纷一案签署了《执行和解

协议书》。 具体情况如下：

一、案件基本情况介绍

1、2018年5月，原告金丰典当公司就其与四被告天马轴承公司、北京星河公司、喀什星河公司及徐

茂栋典当纠纷一案向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审理终结

并作出一审判决如下：

（1）被告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安徽省金丰典当有限公司

支付当金5,000万元、实现债权费用10.1万元（5万元+5.1万元），并支付自2018年2月28日起以5,000万

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至该5,000万元付清之日止的违约金；

（2） 原告安徽省金丰典当有限公司对被告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质押物经变卖、拍

卖或折价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3）被告北京星河世界集团有限公司、喀什星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徐茂栋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

的被告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被告北京星河世界集团有限公司、

喀什星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徐茂栋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追偿。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01,055元，由被告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星河世界集团有限公司、喀什星

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徐茂栋负担30万元，原告安徽省金丰典当有限公司负担1,055元；保全费5,000

元，由被告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星河世界集团有限公司、喀什星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徐

茂栋负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收到〈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书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8-103）及〈关于收到（2018）皖01民初607号案件《民事判决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151）。

2、后公司、北京星河公司、喀什星河公司、徐茂栋因不服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01

民初607号《民事判决》，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19,355元，由上诉人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301,055元，北京星河世界

集团有限公司、喀什星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徐茂栋共同负担18,300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收到（2018）皖民终862号〈民事判决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03）。

3、2019年2月13日，金丰典当公司向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二、《执行和解协议书》的具体内容

申请执行人（下称甲方）：安徽省金丰典当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下称乙方）：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星河世界集团有限公司、喀什星河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本协议各方经友好协商一致，在平等、自愿、合法、公正的原则下，达成如下执行和解协议：

（一）各方确认，就《民事判决书》的全部付款义务而言，乙方应向甲方偿还的金额共计人民币6，

020万元，其中本金为人民币【5000】万元，利息为【1020】万元（为各笔本金支付之日起计算至2018年

12月31日止之和）。 乙方承诺，自本协议签署生效后，乙方应按如下付款进度分期向甲方偿还前述款

项：

1、最晚于2019年11月30日前，乙方应向甲方偿还应还款金额的20%，即人民币【1204】万元；

2、最晚于2020年11月30日前，乙方应向甲方偿还应还款金额的30%，即人民币【1806】万元；

3、最晚于2021年11月30日前，乙方应向甲方偿还应还款金额的40%，即人民币【2408】万元；

4、最晚于2022年11月30日前，乙方应向甲方偿还应还款金额的10%，即人民币【602】万元。

乙方严格按照上述还款计划清偿全部款项后， 视为各付款义务方已全部履行本案生效判决的全

部还款义务，且各方就本案生效判决的履行无任何异议。

（二）本协议签署生效后，甲方应向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中止本案的强制执行申请，并提交

本协议留存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备案。

（三）本案诉讼过程中，甲方作为首封查封了乙方喀什星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乙方天马轴

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3,000万股股票，甲方对该3,000万股股票享有余值受偿权。即：后期上述股票若被

司法处置，质押权人受偿完毕后仍有余值的，甲方就本协议约定偿还利息金额与生效判决利息金额之

间的差额 (即本协议第一条约定的利息与按照生效判决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的至实际清偿日的利息的

差额），对该余值仍享有法律规定内的受偿权。届时由甲方自行向喀什星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主张权

利。

（四）如乙方未在上述约定时间内清偿全部款项，则乙方应付甲方的利息、迟延履行金、实现债权

费用等全部义务按照民事判决书【（2018)皖01民初607号】计算。

（五）本协议一式陆份，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留存一份，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经

单位加盖公章后生效，各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执行和解协议》的签订有利于公司与相关方达成债务和解。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对该项债

务确认预计负债余额为约为6380万元，通过与债权人达成的和解协议，偿还金额为6020万元，该协议

的生效预计增加公司当期合并报表利润总额360万元左右。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是公司指定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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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122

证券简称：

*ST

天马 公告编号：

2019-065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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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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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4月19日14:45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4月18日-2019年4月1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4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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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4

月18日下午15：00至2019年4月19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召开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8�号北京财源国际中心 A�座 2601�室

（三）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四）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五）会议主持人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武剑飞先生主持

（六）合法有效性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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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40人，代表股份数量234,364,554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9.7277%；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

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39人，代表股份数量85,951,493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7.2350%。

（1）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4人，代表股份数量157,915,261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3.292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9,502,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7998%。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36人，代表股份数量76,449,2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为6.4351%；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6人，代表股份76,449,2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6.4351%。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士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经认真审议，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1）表决情况：同意233,896,25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02%；反对466,4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0%； 弃权19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5,483,1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4552%；反对46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26%；弃权1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2）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

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薪酬的议案》

（1）表决情况：同意233,851,75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12%；反对466,4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0%； 弃权464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5,438,6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4034%； 反对466,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26%； 弃权

4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0%。

（2）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

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1）表决情况：同意233,851,75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12%；反对466,4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0%； 弃权464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5,438,6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4034%； 反对466,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26%； 弃权

4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0%。

（2）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

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公司控制的附属机构共同收购徐州睦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控制的资产

的议案》

（1）表决情况：同意233,817,05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64%；反对545,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28%； 弃权20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5,403,9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3630%；反对54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47%；弃权2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2）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

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广和（北京）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马迪、杜沙沙

3、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广和（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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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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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19年4月19日在

杭州市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4月12日以专人、邮件、电话方式

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到董事8人，实到董事8人，会议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并表决，由董事长朱

明虬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均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的议案》

经本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依据充分、合理，本次计提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 更具合理性， 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0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的《关于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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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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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19年4月19日（周

五）在杭州市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4月12日以专人、邮件、电话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会议应到监事3人，全体监事均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参加会议并表决，由监事会主席王秀娟主持。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的程序合法，依据充分，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计提后能更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

同意公司本次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0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的《关于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的公告》。

特此公告。

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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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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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19日召开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的议案》。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现将具体情况

公告如下：

一、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情况概述

2018年11月28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通过，公司将北京爱德康赛广告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爱德康赛” ）100%股权以32,024万元转让给舟山壹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舟山壹德” ）。 后受让方变更为舟山壹德、刘申（其中，舟山壹德受让爱德康赛50%股权，刘申受

让爱德康赛50%股权），该变更于2018年12月6日经公司第四届二十次董事会决议通过，并于2018年12

月17日经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由于2019年2月28日尚未到《关于北京爱德康赛广告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

权转让协议》）、《关于北京爱德康赛广告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

议》）约定的第一笔股权转让款4803.6万元的最后付款期限，公司未对相关应收款计提减值。 公司于

2019年2月28日发布了《2018年度业绩快报》(更新后)，并对股权转让款的相关情况作了说明。

公司2018年度业绩快报公告后，公司就股权转让款对舟山壹德、刘申进行了多次催收。 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舟山壹德已向公司支付股权款500万元，刘申已向公司支付股权款1500万元。 鉴于舟山壹

德、刘申未按《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约定的付款时间如期支付股权转让款，爱德康赛未向公司

支付结欠公司的借款及利息、利润分配款、业务往来款（上述款项公司均计入其他应收款核算），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以及有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为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至2018

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公司对上述其他应收款项（单项金额重大的其他应收款）进行了减值测试，

并计提了相应的坏账准备20,525.98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单位名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

计提理由

刘申、舟山壹德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290,844,086.39 112,549,847.52 38.70

逾期未支付

股权转让款

北京爱德康赛广告有

限公司（注

1

）

239,575,231.38 92,710,001.77 38.70

未支付

相关款项

小 计

530,419,317.77 205,259,849.29 38.70

注1：239,575,231.38元系爱德康赛截至2018年12月31日结欠公司的借款及利息、利润分配款、业务

往来款的净额合计。

二、本次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单项金额重大的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合计20,525.98万元， 将减少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净利润20,525.98万元，相应减少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0,525.98万元。 本次计提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符合相关会计政策，有利于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2018年度的资产及经营状

况。 公司本次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依据充分、合理，本次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

备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更具合理性，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四、独立董事关于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的独立意见

经认真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等相关规定和公司资产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后，公司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我们同意本次

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五、监事会关于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的意见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的程序合法，依据充分，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计提后能更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和经营

成果，同意公司本次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六、备查文件

1.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3.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公司将根据后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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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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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快报修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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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8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内部审计部门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尚未最终完成，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

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修正后与上年同期

的增减变动幅度

（

％

）

修正前 修正后

营业总收入

5,204,341,153.74 5,282,529,062.68 4,187,168,250.54 26.16

营业利润

270,172,785.87 65,795,271.00 265,316,425.08 -75.20

利润总额

270,138,423.02 65,760,908.15 264,744,820.27 -75.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34,598,726.31 31,521,765.46 231,088,681.77 -86.3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0 0.05 0.76 -93.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6.91% 0.96% 10.34% -9.3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修正后与本报告期

初的增减变动幅度

（

％

）

修正前 修正后

总 资 产

5,105,631,455.55 4,400,167,647.52 5,135,176,732.12 -14.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

3,510,360,215.64 3,307,283,254.79 3,277,183,226.72 0.92

股 本

581,202,488.00 581,202,488.00 342,033,817.00 69.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元）

6.04 5.69 9.58 -40.61

注：上表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业绩快报修正说明

1.业绩差异情况

公司于 2019年 2�月 28�日披露了《2018�年度业绩快报（更新后）》。

原披露：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27,017.28万元，同比增加1.83%；利润总额27,013.84万元，同

比增加2.0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3,459.87万元,同比增加1.52%。

修正后：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6,579.53万元，同比减少75.20%；利润总额6,576.09万元，同比

减少75.1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152.18万元，同比减少86.36%。

2.业绩差异原因

业绩差异的原因主要系公司于2019年 2�月 28�日披露《2018� 年度业绩快报（更新后）》后，对

单项金额重大的其他应收款计提了坏账准备20,525.98万元。 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0日刊登在《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关于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的公告》。

三、其他相关说明

1.目前，会计师事务所正在对公司2018年度的财务数据进行审计，本次业绩快报修正公告数据是

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的初步审计结果，尚未最终审计确认，以公司披露的2018年年度报告为准。

2.公司董事会对因业绩快报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

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

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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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金融街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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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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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在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19年04月19日14：00召开。

（二）召开地点：

北京市西城区金城坊街7号。

（三）表决方式：

现场投票与网络表决相结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

系统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四）召 集 人：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五）主 持 人：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靓女士。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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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为2019年04月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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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的时间为

2019年04月18日下午15:00至2019年04月19日下午15:00。

（七）会议的召开

参加和授权代理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44人，持有和代表股

份1,950,968,1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65.2731%，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应公司邀请，北京观韬

中茂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参加和授权代理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44人，持有和代表股

份1,950,968,1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65.2731%。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和授权代理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12人，代表股份1,046,943,61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5.0274%。

（三）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2人，代表股份904,024,4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的30.2458%。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公司2018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1．表决情况

A

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

A

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

A

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

A

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950,968,110 1,949,939,910 99.947298% 636,000 0.032599% 392,200 0.020103%

单独或合计持股

5%

以下的中小股东

9,654,657 8,626,457 89.350217% 636,000 6.587495% 392,200 4.062288%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审议公司2018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1．表决情况

A

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

A

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

A

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

A

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950,968,110 1,949,939,910 99.947298% 636,000 0.032599% 392,200 0.020103%

单独或合计持股

5%

以下的中小股东

9,654,657 8,626,457 89.350217% 636,000 6.587495% 392,200 4.062288%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三）审议公司2018年财务决算报告

1．表决情况

A

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

A

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

A

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

A

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950,968,110 1,949,939,910 99.947298% 636,000 0.032599% 392,200 0.020103%

单独或合计持股

5%

以下的中小股东

9,654,657 8,626,457 89.350217% 636,000 6.587495% 392,200 4.062288%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财务决算报告。

（四）审议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表决情况

A

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

A

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

A

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

A

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950,968,110 1,949,856,721 99.943034% 1,111,089 0.056951% 300 0.000015%

单独或合计持股

5%

以下的中小股东

9,654,657 8,543,268 88.488571% 1,111,089 11.508322% 300 0.003107%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公司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2,988,929,907股

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3元（含税）。

（五）审议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

1．表决情况

A

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

A

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

A

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

A

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950,968,110 1,949,939,910 99.947298% 636,000 0.032599% 392,200 0.020103%

单独或合计持股

5%

以下的中小股东

9,654,657 8,626,457 89.350217% 636,000 6.587495% 392,200 4.062288%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

（六）审议公司2019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债务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1．表决情况

A

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

A

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

A

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

A

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950,968,110 1,949,874,507 99.943946% 769,503 0.039442% 324,100 0.016612%

单独或合计持股

5%

以下的中小股东

9,654,657 8,561,054 88.672793% 769,503 7.970278% 324,100 3.356929%

2．表决结果：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

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债务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

事项如下：

（1）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新增债务融资提供担保，新增担保

总额不超过415亿元（其中包含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321亿元担保

额度，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47.5亿元担保额度，为参股公司提供46.5

亿元担保额度），具体如下：

单位：亿元

担保人 类别 被担保人名称

持股

比例

资产负债

率

公司按股权比例

提供担保金额

金融街控

股股份有

限公司

资产负债率

超过

70%

的

全资

/

控股

子公司

苏州融拓置业有限公司

100% 100% 38.00

金融街重庆置业有限公司

100% 78% 32.00

金融街武汉置业有限公司

100% 99% 30.00

金融街重庆融平置业有限公司

100% 99% 28.00

金融街融兴（天津）置业有限公司

100% 99% 28.00

东莞融麒置业有限公司

100% 100% 25.00

北京融方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 100% 24.00

佛山融展置业有限公司

100% 100% 23.00

金融街重庆裕隆实业有限公司

100% 100% 18.00

金融街融拓（天津）置业有限公司

100% 92% 12.00

上海融兴置地有限公司

100% 99% 10.00

常熟融展置业有限公司

100% 99% 9.00

金融街重庆融迈置业有限公司

100% 98% 8.00

成都裕诚置业有限公司

100% 100% 8.00

广州融都置业有限公司

100% 100% 5.00

天津丽湖融景置业有限公司

100% 96% 5.00

北京融晟置业有限公司

80% 90% 5.00

廊坊市盛世置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0% 100% 3.00

金融街重庆融航置业有限公司

100% 100% 3.00

金融街东丽湖（天津）置业有限公司

51% 85% 3.00

天津丽湖融园置业有限公司

34% 96% 2.00

金融街成都置业有限公司

100% 86% 2.00

小计

321.00

资产负债率

70%

以下的

全资

/

控股

子公司

金融街（遵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 68% 20.00

湖北当代盛景投资有限公司

80% 52% 16.00

遵化融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0% 0% 4.50

四川雅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4% 66% 3.00

成都中逸实业有限公司

90% 44% 2.00

成都融展置业有限公司

100% 0% 2.00

小计

47.50

参股公司

北京武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0% 92% 17.00

深圳融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0% 100% 12.50

惠州融拓置业有限公司

50% 100% 10.00

北京未来科技城昌金置业有限公司

49% 99% 7.00

小计

46.50

合计

415.00

（2）担保要求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公司按股权比例提供担保，其他股东应按照股

权比例提供担保，且被担保对象需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3）总担保额度内调剂要求

① 获调剂公司的单笔担保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

② 调剂发生时，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担保对象，仅能从资产负债率超过70%（本次股

东大会审批通过）的担保对象处调剂担保额度；参股公司仅能从其他参股公司处获得担保额

度；

③ 调剂发生时，获调剂方不存在逾期未偿还负债等情况；

④ 公司按出资比例提供担保，其他股东按照股权比例提供担保，且被担保对象需向公司

提供反担保。

满足上述条件的子公司可在总担保额度内接受调剂，上述调剂事项发生时，公司应当根

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履行审议程序，并及时披露。

如不满足上述条件，调剂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的担保额度则需要重新履

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程序。

（4）担保有效期和授权

本决议有效期限自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的12个月；授权经理班子根据担保事项

实际工作需要办理具体事宜，经董事长审批后执行；

（5）担保事项实际发生时，公司应当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履行审议程序并及时披露，任

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得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

（七）审议关于聘任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告审

计与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1．表决情况

A

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

A

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

A

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

A

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950,968,110 1,949,918,910 99.946222% 657,000 0.033676% 392,200 0.020103%

单独或合计持股

5%

以下的中小股东

9,654,657 8,605,457 89.132706% 657,000 6.805006% 392,200 4.062288%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19年

度财务报告审计与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选定的2019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聘期一年。 2019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费用和内部控制审计费用合计为398万元，其中，2019年度

财务报告审计费用308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90万元。

（八）审议公司向北京武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1．表决情况

A

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

A

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

A

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

A

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950,968,110 1,949,972,610 99.948974% 671,400 0.034414% 324,100 0.016612%

单独或合计持股

5%

以下的中小股东

9,654,657 8,659,157 89.688914% 671,400 6.954157% 324,100 3.356929%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向北京武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具

体事项如下：

（1）同意公司按股权比例向北京武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金额不超过9亿元、期限

不超过5年的股东借款，借款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至五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60%，如

基准利率调整，借款利率相应调整。

（2） 北京武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双方股东按股权比例向北京武夷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提供同等条件的股东借款。

（3）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经理班子，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办理具体事宜。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应公司邀请， 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了 “观意字

（2019）第【0213】号” 法律意见书，主要法律意见如下：“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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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

六、备查文件

1．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20

日

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

关于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观意字（

2019

）第

0213

号

致：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受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之委托， 指派我所律师出席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以下简称 “本次股东大

会” ），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规则》” ）以及公司现

行有效的《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公告材料，随其他需公告的信息一

起向公众披露。本所律师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记载、严重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否则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规则》第五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1、2019年3月27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8年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决议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2、2019年3月29日，公司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了《金

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公告形式通知召开本次股

东大会。

公告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会议地点、表决方式、会议时间、股权登记日、出席对

象等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会议议程；会议登记办法；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以及

会议联系方式等事项。 公告的刊登日期距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已满二十日。

3、2019年4月8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将《公司与北

京武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借款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的议案、关于取消将《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的议案、关于取消将《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的议案、关于取消将《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

议案、关于取消将《修改〈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的议案、关于取消将《修改〈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的议案；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将《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同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了《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消将部分议案提交2018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告》及《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

通知》。

4、2018年4月16日， 公司再次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了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5、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19年4月19日（星期五）14:00，在北京市西城区金城坊

街7号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主持。 召开时间、地点及召开方式与公司公告相一致。

公司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4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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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4月18日下午

15:00至2019年4月19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召集人的资格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1、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2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额为1,046,943,61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5.0274%。

经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统计并确认，在网络投票表决时间内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32名，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额为904,024,49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0.2458%。

综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共计4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

股份数额为1,950,968,11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5.2731%，均为股权登记日在册股东。 其中通

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持股5%以下(不含5%)的投资者(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 )

共计36名,�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额为9,654,65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2301%。

3、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有关法律的

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如下议案：

（1）公司2018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2）公司2018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3）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

（6）公司 2019�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债务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7）关于聘任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19�年度财务报告审计与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8）审议公司向北京武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其中，议案6需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就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且在公告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了计票、监票，

于网络投票截止后公布表决结果。

3、综合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投票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结果如下：

（1）公司2018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949,939,9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7298%； 反对636,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599%； 弃权392,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103%。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

情况为： 同意8,626,45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350217%； 反对636,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87495%； 弃权392,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62288%。

（2）公司2018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949,939,9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7298%； 反对636,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599%； 弃权392,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103%。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

情况为： 同意8,626,45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350217%； 反对636,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87495%； 弃权392,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62288%。

（3）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1,949,939,9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7298%； 反对636,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599%； 弃权392,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103%。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

情况为： 同意8,626,45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350217%； 反对636,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87495%； 弃权392,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62288%。

（4）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1,949,856,72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3034%； 反对1,111,08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6951%；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15%。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

情况为： 同意8,543,26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488571%； 反对1,111,08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508322%； 弃权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107%。

（5）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

同意1,949,939,9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7298%； 反对636,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599%； 弃权392,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103%。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

情况为： 同意8,626,45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350217%； 反对636,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87495%； 弃权392,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62288%。

（6）公司 2019�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债务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1,949,874,50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3946%； 反对796,50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442%； 弃权324,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612%。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

情况为： 同意8,561,05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672793%； 反对796,50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70278%； 弃权324,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56929%。

（7）关于聘任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19�年度财务报告审计与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1,949,918,9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6222%； 反对657,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3676%； 弃权392,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103%。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

情况为： 同意8,605,45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132706%； 反对657,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05006� %； 弃权392,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62288%。

（8）审议公司向北京武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同意1,949,972,6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974%； 反对671,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414%； 弃权324,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612%。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

情况为： 同意8,659,15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688914%； 反对671,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54157%； 弃权324,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56929%。

以上议案均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表决通过。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的相关规定，合法、

有效。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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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二份，以下无正文，接签章页。

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 韩德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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