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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66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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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于2019年5月2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66次会议，应参加董事9人，实

际参加董事9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与十五冶对外工程有限公司关

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秦军满、贾振宏、张士利、张向南4人回避表决）

为确保刚果（金）RTR项目的顺利执行，同意公司与十五冶对外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称

“十五冶对外工程公司” ）签订《刚果（金）RTR尾矿回收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

由十五冶对外工程公司负责刚果（金）RTR项目指定范围内的新建、扩建、拆除、试验检测、维

修改造工程及其他工作，补充协议的金额为人民币83,327,340.50元。

此项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与十五冶对外工程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出具了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此项议案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66次会议决议签字盖章件。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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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十五冶对外工程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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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关联交易概述

近日，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与十五冶对外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称十五冶对外工程公司， 该公司与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

司）签订《刚果（金）RTR尾矿回收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由十五冶对外工程公

司负责刚果（金）RTR项目指定范围内的新建、扩建、拆除、试验检测、维修改造工程及其他工

作，补充协议的金额为人民币83,327,340.50元。

2、交易方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一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十五冶对外工程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十五冶对外工程有限公司承包中色股份刚果 （金）

RTR项目构成了关联交易。

3、2019年5月20日，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66次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与十五冶对外工程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秦军满、贾振宏、张士

利、张向南4人回避表决）

上述关联交易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独立董事周科平、张继德、李相志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十五冶对外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武汉市洪山区民族大道158号1栋22-28层

法定代表人：喻振贤

注册资本：伍仟万圆整

实收资本：伍仟万圆整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冶炼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机电安装工程施工总承

包贰级；化工石油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承包与其实力、规模、

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与国外工程承包有

关的设备、材料进出口（不含国家限制或禁止企业经营的货物及技术，须持有效许可证经营）。

2、十五冶对外工程有限公司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金额（经审计） 2019年1-3月金额（未审计）

总资产 767,484,475.41 780,104,758.27

净资产 82,804,976.30 87,219,427.28

营业收入 780,547,406.37 106,208,705.88

净利润 6,231,695.96 1,372,045.86

3、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具体关联关系如下图所示：

结合该关联人主要财务指标和经营情况，我们认为该公司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项关联交易的标的为刚果（金）RTR尾矿回收项目。

2、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此次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

关联交易的定价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均在公允公

平、自愿平等的原则下进行。 关联交易的任何一方未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另一方利益。

3、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① 工程名称：刚果（金）RTR尾矿回收项目。

② 工程地点：刚果（金）Lualaba省Kolwezi市刚果（金）RTR尾矿回收项目施工现场。

③ 工程内容：刚果（金）RTR项目新增一批土建安装工作，该工作系业主自行采购的相

关设备的土建安装工作，主要包括新增酸罐、变电站、带式过滤机的土建安装及萃取车间防腐、

设备更换等相关工作， 该工作不包含在中色股份与十五冶对外工程有限公司的原建设施工合

同中。

④ 合同金额：人民币83,327,340.50元。

⑤ 支付方式：公司根据工程进度按付款指令进度支付进度款，进度款为协议中现场指令

的95%，剩余5％为质保金，质保期与主合同一致。

⑥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经甲乙双方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如需）审议通过后，由双方法定

代表人或经法定代表人授权的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后生效。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十五冶对外工程有限公司是中国十五冶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是国内知名的

冶金建筑施工企业，资金实力雄厚，是公司的优质客户。

鉴于公司与十五冶对外工程有限公司的工程承包业务占公司主营业务成本比例较小，本

项关联交易事项对公司无重大影响。

五、2019年年初至披露日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9年年初至本报告披露日， 公司与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人

民币39,967.86万元。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本项关联交易的定价在市场价格的基础上经双方协商确定，符合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未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十五冶对外工程有限公司是中国十五冶金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是国内知名的冶金建筑施工企业，具有强大的资金实力，是公司的优质客

户。 本项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规定。 公司关联

董事在审议此关联交易时回避表决。

七、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66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3、《刚果（金）RTR尾矿回收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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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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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2.00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5/24 － 2019/5/27 2019/5/27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19年5月13日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8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3,139,746,626.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6,279,493,252.0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5/24 － 2019/5/27 2019/5/27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

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

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股东烟台国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烟台中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中凯信创业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3.�扣税说明

1、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1）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 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在1

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

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免征个人所得

税。 公司本次派发现金红利时， 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2.00

元。 待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

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

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 有关规定， 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1.80元。

2、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

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

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

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80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

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

请。

3、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

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持有公司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关于

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有关规定，

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按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80元。

4、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

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2.00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人：李立民先生、肖明华女士

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处

联系电话：0535-6698537

特此公告。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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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董事会秘书取得任职资格证明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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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20日，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19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议案》，同意聘任李立民先生

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由于李立民先生当时尚未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明》，将代行

董事会秘书职责，待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明后，聘任正式生效（详细内容

参见公司于2019年4月23日披露的临2019-29号公告）。

2019年5月，李立民先生参加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第120期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并取得上

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明》，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

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9年第三次会议决议，李立民先生自取得董

事会秘书资格证明起正式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特此公告。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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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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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雨花台区小行尤家凹1号8号楼二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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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72,930,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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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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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总裁周建军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及表决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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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人，出席7人，董事Richard� Gorsuch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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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091,649 99.8226 838,948 0.1774 0 0.0000

2、 议案名称：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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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091,649 99.8226 838,948 0.1774 0 0.0000

3、 议案名称：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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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091,649 99.8226 838,948 0.1774 0 0.0000

4、 议案名称：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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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091,649 99.8226 838,948 0.1774 0 0.0000

5、 议案名称：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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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091,649 99.8226 838,948 0.1774 0 0.0000

6、 议案名称：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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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091,649 99.8226 838,948 0.1774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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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638,131 99.4233 838,948 0.5767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对部分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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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091,649 99.8226 838,948 0.1774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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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091,649 99.8226 838,948 0.1774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关联方借款之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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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644,631 99.4277 832,448 0.5723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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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091,649 99.8226 838,948 0.1774 0 0.0000

1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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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091,649 99.8226 838,948 0.1774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472,010,94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80,700 8.7750 838,948 91.2250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80,700 43.8110 103,500 56.1890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0 0.0000 735,448 100.0000 0 0.0000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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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80,700 8.7750 838,948 91.2250 0 0.0000

7

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

80,700 8.7750 838,948 91.2250 0 0.0000

8

关于公司对部分子公司

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80,700 8.7750 838,948 91.2250 0 0.0000

9

关于公司续聘财务审计

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的议案

80,700 8.7750 838,948 91.2250 0 0.0000

10

关于公司向关联方借款

之关联交易的议案

87,200 9.4818 832,448 90.5182 0 0.0000

11

关于公司开展票据池业

务的议案

80,700 8.7750 838,948 91.2250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京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第7、10项议案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律师：丁铮、唐恬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本所认为，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关于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3、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1日

证券简称：恒康医疗 证券代码：002219� � � �公告编号：2019-062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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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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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5月20日（星期一）下午14: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5月19日-2019年5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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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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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为：

2019年5月19日下午15:00至2019年5月20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88号AFC中航国际广场B幢10层1005号

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伟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交所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5名，代表股份550,086,27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9.4915%，其中

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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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代表股份42,3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23%。

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1名，代表股份550,043,978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29.489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4名，代表股份42,3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0.002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现场会议，四川蜀鼎律师事务所见证律

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50,085,57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7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41,600股，反对

700股，弃权0股。

（二）审议通过《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50,085,57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7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41,600股，反对

700股，弃权0股。

（三）审议通过《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550,085,57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7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41,600股，反对

700股，弃权0股。

（四）审议通过《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550,085,47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8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41,500股，反对

800股，弃权0股。

（五）审议通过《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50,085,57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7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41,600股，反对

700股，弃权0股。

（六）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50,085,57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7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41,600股，反对

700股，弃权0股。

该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七）审议通过《董事会关于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18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

的专项说明》

表决结果：同意550,085,57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7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41,600股，反对

700股，弃权0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四川蜀鼎律师事务所涂强、 李雪律师到会见证， 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

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

大会规则》、《深交所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公司章程》以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四川蜀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281� � � �证券简称：光迅科技 公告编号：（2019）027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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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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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1、 公司于2019年4月2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关于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 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5月20日下午 2：30

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5月19日一2019年5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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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19日15：00�至2019年5月20日15：00�的任意时间。

3、 召开方式：现场与网络相结合的方式

4、 主持人：董事长余少华

5、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三、 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297,053,624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8759%。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5人，所持股份295,363,

6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3.6263%；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所持股份1,689,931股，占

公司表决权总股份的0.2496％。

四、 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经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97,053,6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单独计票表决情况： 同意5,574,6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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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 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97,053,6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单独计票表决情况： 同意5,574,6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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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 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97,053,6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单独计票表决情况： 同意5,574,6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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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 审议通过了《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297,053,6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单独计票表决情况： 同意5,574,6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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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 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574,6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单独计票表决情况： 同意5,574,6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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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 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297,053,4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2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单独计票表决情况： 同意5,574,48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4％；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 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公司2019年度信贷业务办理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97,053,6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单独计票表决情况： 同意5,574,6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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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现行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97,053,6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单独计票表决情况： 同意5,574,6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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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五、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二

○一八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合法，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 备查文件

1、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一八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关于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

○一八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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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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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5月20日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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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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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为：2019年5月19日15:00至2019年5月20日15:00。

2、会议召开地点: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欧浦交易中心五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彭国宇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共20人，代表股份584,892,581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55.383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

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共8人，代表股份576,145,659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54.5556%。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12人，代表股份8,746,92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8283%。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18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投票数 比例 投票数 比例 投票数 比例

全体股东 553,384,059 94.6129% 31,508,522 5.3871% 0 0.0000%

2、审议通过《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投票数 比例 投票数 比例 投票数 比例

全体股东 553,384,059 94.6129% 31,506,962 5.3868% 1,560 0.0003%

3、审议通过《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投票数 比例 投票数 比例 投票数 比例

全体股东 553,384,059 94.6129% 31,506,962 5.3868% 1,560 0.0003%

4、审议通过《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投票数 比例 投票数 比例 投票数 比例

全体股东 553,384,059 94.6129% 31,506,962 5.3868 1,560 0.0003%

5、审议通过《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投票数 比例 投票数 比例 投票数 比例

全体股东 553,385,659 94.6132% 31,505,362 5.3865% 1,560 0.0003%

中小股东 9,334,847 22.8561% 31,505,362 77.1401% 1,560 0.003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或有负债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投票数 比例 投票数 比例 投票数 比例

全体股东 553,385,659 94.6132% 31,505,362 5.3865% 1,560 0.0003%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会议审议事项的表决程序、会议表决结果均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

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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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注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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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8年12月21日、2019年1月15日和2019

年3月4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

函【2018】第889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和《关于对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

关注函【2019】第30号、第175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要求公司分别在2019年1月18日和3月11

日前就问询函和关注函相关事项做出说明并对外披露。

收到问询函和关注函后，公司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开展对函件的回复工作，并协调有关方对

涉及的问题进行核查。鉴于有关方完成对函件中涉及问题的核查尚需一定时间，为确保信息披

露的真实、准确、完整，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延期至2019年5月20日前回复《问询函》

和《关注函》。 具体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

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83)。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仍有部分问题需进一步核实，无法按期完成函件的全部回复工作，经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预计将于2019年5月27日前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问询函和关注

函的回复并披露。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https://www.cninfo.com.cn)和《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5月20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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