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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变更经营地址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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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经营需要,近日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鸿纬翔宇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将经营地址进行变更，并领取了由涡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详情内容如下：

一、变更事项：

1、住所变更

变更前：合肥新站区三十头社区龙湖东路西侧。

变更后：涡阳县经开区将军大道南侧、星园路东侧。

二、安徽鸿纬翔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现主要工商信息登记情况：

1、 名称：安徽鸿纬翔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682064983E（1-1）

3、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 住所：涡阳县经开区将军大道南侧、星园路东侧

5、 法定代表人：宋军贤

6、 注册资本：壹亿玖仟玖佰叁拾捌万圆整

7、 营业期限：2008年11月19日至长期

8、 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施工；钢结构、彩板制作、安装；新型建材生产、销售。

三、备查文件：

1、安徽鸿纬翔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安徽鸿路钢结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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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41� � � � �证券简称：鸿路钢构 公告编号：2019-034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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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

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2019年3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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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1、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2、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四楼会议室（安徽省合肥双凤开发区）

4、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4月19日（星期五）下午14:30分

5、主持人：董事长商晓波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参加本次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5名,代表股份273,983,21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2.32%。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表10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73,630,279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52.25%；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5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52,94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674%。 公司董事、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安徽天禾律

师事务所卢贤榕、熊丽蓉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过与会股东的认真审议，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行使表决

权，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73,983,21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其中，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2、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73,983,21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73,983,21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4、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273,954,21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反对29,0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弃权0股（其中，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061,81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反对29,

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5、审议通过了《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273,983,21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6、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4.8540

亿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3,983,21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公司对子公司及子公司对母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1,921,77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反对2,061,447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弃权0股（其中，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9,5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反对2,

061,44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8、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部分董事及高管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1,921,77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反对2,061,447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弃权0股（其中，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9,5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反对2,

061,44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9、审议通过了《续聘公司2019年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3,983,21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090,99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10、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募集资金年度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3,983,21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090,99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三、律师见证情况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的卢贤榕、熊丽蓉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规范运

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会议所审议通过的决议合

法、有效。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天禾师事务所出具的《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之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鸿路钢结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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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11� � � �证券简称：延安必康 公告编号：2019-033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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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9年4月19日接到公

司控股股东新沂必康新医药产业综合体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沂必康” ）通知，获悉

兴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资管” ）为缓解新沂必康股权质押压力，支持其长

期发展，特开展纾困业务，将分批受让新沂必康前期股权质押债务，本次质押为兴业资管开

展的第二批纾困业务。 新沂必康已于2019年4月17日将其所持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

押登记手续，并于2019年4月19日办理完毕质押登记手续。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解除质

押股数（股）

质押开

始日期

解除质

押日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质押公告日期

新沂

必康

是 15,000,000

2017年2月13

日

2019年4月17

日

中山证券

有限责任

公司

2.66% 2017年2月14日

合计 一 15,000,000 一 一 一 2.66% 一

注：上表中股份质押的情况详见公司于2017年2月14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

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13）。

截至2019年4月17日， 上述质押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毕解除

质押登记手续。

二、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股）

质押开

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股份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新沂

必康

是 15,000,000

2019年4月19

日

2020年4月17

日

兴业资管 2.66% 满足其融资需求

合计 一 15,000,000 一 一 一 2.66% 一

截至目前，上述质押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毕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期间该部分股权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三、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新沂必康持有本公司股份564,447,868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36.84%。 其中已累计质押股份560,097,041股，占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总数99.23%，占公司

总股本的36.55%。

四、备查文件

1、新沂必康出具的告知函；

2、股票质押合同；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961� � � �证券简称：中南建设 公告编号：2019-076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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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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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次：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2、召集人：第七届董事会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现场会议地点：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西路1068号联强国际广场A栋10楼会议室

5、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4月19日（星期五）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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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时间（2019年4月

18日下午15:00）至投票结束时间（2019年4月19日下午15:00）间的任意时间

6、主持人：陈锦石董事长

7、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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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8、会议出席具体情况：

分类 人数 代表股份数 占该类别有表决权总股份数比例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10 2,038,695,449 54.9545%

网络投票情况 92 56,906,677 1.5340%

总体出席情况 102 2,095,602,126 56.488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书面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进行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1、表决情况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

关于为泰安城投等公司融资提供担保

的议案

2,091,541,959 99.8063% 4,060,167 0.1937% 0 0%

议案1为特殊决议事项，须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涉及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议案的表决情况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

关于为泰安城投等公司融资提供担保

的议案

59,103,587 93.5720% 4,060,167 6.4280% 0 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2、律师姓名：周芙蓉，曹蕾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日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缪文彬、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马学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马学军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3,937,221,647.77 3,888,642,138.03 3,888,642,138.03 1.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2,265,724,560.91 2,248,843,067.44 2,248,843,067.44 0.75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26,692,787.26 -77,295,170.57 -77,295,170.57 -63.9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351,519,068.59 344,809,456.41 344,809,456.41 1.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0,524,035.29 -22,575,186.73 -22,575,186.73 146.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497,346.46 -17,913,668.50 -17,913,668.50 30.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7 -1.10 -1.10

增加1.57个

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64 -0.0139 -0.0139 146.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64 -0.0139 -0.0139 146.1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712,719.00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净损益：-104,

589.05;处置长期股权投资净损益：817,

308.0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

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

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752,752.62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

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

取得的投资收益

5,760,621.7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6,852,279.1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350.08

所得税影响额 -2,051,640.72

合计 23,021,381.75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56,00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双良集团有限公司 329,370,517 20.12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江阴同盛企业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307,894,203 18.8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 168,367,210 10.28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61,769,246 3.77 0 未知 未知

江苏利创新能源有限公司 19,392,000 1.18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缪双大 14,607,722 0.8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14,007,000 0.86 0 未知 未知

朱斌琳 10,403,277 0.64 0 未知 未知

江苏澄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9,696,000 0.59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韩群曜 6,858,000 0.42 0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双良集团有限公司 329,370,517 人民币普通股 329,370,517

江阴同盛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07,894,203 人民币普通股 307,894,203

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 168,367,210 人民币普通股 168,367,21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61,769,246 人民币普通股 61,769,246

江苏利创新能源有限公司 19,392,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392,000

缪双大 14,607,722 人民币普通股 14,607,72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4,007,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007,000

朱斌琳 10,403,277 人民币普通股 10,403,277

江苏澄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9,696,000 人民币普通股 9,696,000

韩群曜 6,858,000 人民币普通股 6,858,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双良集团有限公司、江阴同盛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江苏利

创新能源有限公司、江苏澄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和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互为

关联方，他们拥有共同的终极自然人股东。

公司未知除上述关联股东外的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1.1�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报告期内，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名称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

存货 557,050,156.36 417,880,162.95 33.30 主要系本期订单增加，采购增长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8,963,504.18 2,927,316.90 206.20 主要系本期待抵扣进项税额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6,849,037.13 37,337,809.55 -54.87 主要系年终奖本期一次支付所致

应交税费 37,947,940.87 69,493,765.08 -45.39 主要系本期缴纳上年度计提税费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25,693.35 -1,101,704.83 111.41 主要系汇率变动所致

3.1.2�报告期内，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名称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

税金及附加 2,915,327.73 4,970,946.98 -41.35

主要系本期出口免抵税额减少，城建及

教育费附加计提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10,034,674.08 5,784,256.18 73.48 主要系本期汇兑损失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16,857,196.77 592,954.34 2742.92 主要系本期违约金收入增加所致

3.1.3�报告期内，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名称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26,692,787.26 -77,295,170.57 -63.91

主要系本期采购增加及票据到期收款

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862,188.21 -17,287,001.23 95.01 主要系本期期货收益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400,123.76 -216,287,678.86 102.96 主要系本期偿还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缪文彬

日期2019年4月20日

证券代码：600481� � � �证券简称：双良节能 公告编号：2019-12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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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阴国际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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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51,254,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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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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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缪文彬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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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出席6人，董事缪志强先生、徐海忠先生、孙玉麟先生因公务未能出

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马培林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

3、董事会秘书王磊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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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870,802 99.9549 383,857 0.0451 0 0.0000

2、

议案名称：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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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870,802 99.9549 376,357 0.0442 7,500 0.0009

3、

议案名称：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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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870,802 99.9549 376,357 0.0442 7,500 0.0009

4、

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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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870,802 99.9549 376,357 0.0442 7,500 0.0009

5、

议案名称：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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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870,802 99.9549 376,357 0.0442 7,500 0.0009

6、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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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870,802 99.9549 127,000 0.0149 256,857 0.0302

7、

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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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879,902 99.9559 367,257 0.0431 7,500 0.0010

8、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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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879,902 99.9559 367,157 0.0431 7,600 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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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45,244,082 99.1587 376,357 0.8248 7,500 0.0165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45,244,082 99.1587 127,000 0.2783 256,857 0.5630

7

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45,253,182 99.1786 367,257 0.8048 7,500 0.0166

8

关于审议修改《公司章

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45,253,182 99.1786 367,157 0.8046 7,600 0.0168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鹏律师 张斯佳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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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0日

股票简称：广州发展 股票代码：600098� � � �临2019-019号

公司债券简称：12广控01� � � �公司债券代码：122157

企业债券简称：G17发展1� � � �企业债券代码：127616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提前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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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

定，公司于2019年1月1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广

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继续以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

意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24,500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不超过自公

司董事会批准之日起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1月18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继续以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需要，2019年4月18日,�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将250万元补充流

动资金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将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一九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078� � �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2019-045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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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19年4月19日（星期五）下午14:50

（2）网络投票：2019年4月18日（星期四）-2019年4月19日（星期五）。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4月19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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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为2019年4月18日（星期四）下午15:00至2019年4月19日

（星期五）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技中三路1号海王银河科技大厦24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四）投票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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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社会公众股股东提供网络

形式的投票平台。

（五）会议主持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兼总裁刘占军先生主持召开。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56人，代表股份1,350,146,84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8.872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1,246,719,32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5.1288％。 通过网

络投票的股东144人，代表股份103,427,52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7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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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50人，代表股份115,441,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1788％。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12,014,07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4349％。 通过网络投票

的股东144人，代表股份103,427,52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7439％。

（二）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三）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2018年分红承诺的议案》

在审议本议案的过程中，作为董事局成员的股东、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张思民先生、张

锋先生、刘占军先生、深圳海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聂志华先生，共5位股东，合计1,232,705,247股回

避表决，本议案实际有效表决股数为117,441,600股。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947,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792％；反对414,2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527％；弃权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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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81％。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以及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94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719％；反对41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588％；弃权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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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93％。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49,791,9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7％；反对274,9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4％；弃权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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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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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08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26％；反对27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381％；弃权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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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93％。

3、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49,791,9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7％；反对274,9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4％；弃权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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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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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08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26％；反对27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381％；弃权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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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93％。

4、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办理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49,748,9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5％；反对317,9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5％；弃权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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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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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043,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553％；反对317,9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754％；弃权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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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93％。

5、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49,696,4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66％；反对370,4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4％；弃权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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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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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991,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098％；反对37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209％；弃权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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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93％。

6、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同比例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49,696,4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66％；反对370,4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4％；弃权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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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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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991,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098％；反对37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209％；弃权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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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93％。

7、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收购河南海王银河医药有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49,677,4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52％；反对389,4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8％；弃权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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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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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972,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34％；反对389,4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373％；弃权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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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93％。

五、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海派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陈笑雨、费龙飞

（三）结论性意见：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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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 广东海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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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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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04月19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程先锋

先生的通知，获悉程先锋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部分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股数(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解除日 质权人

本次解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程先锋 是 15,000,000 2017年4月18日 2019年4月18日

申万宏源证券有

限公司

2.88%

程先锋 是 5,000,000 2018年9月19日 2019年4月18日

申万宏源证券有

限公司

0.96%

合计 -- 20,000,000 -- -- -- 3.84%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2019年04月19日，程先锋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为521,196,30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为43.18%。本次解除质押后，程先锋先生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数量为185,797,300股，

占其个人持股比例35.65%，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5.39%。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04月20日

2019年 4月 20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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