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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利集团” ）第四届董事会2018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100,000万元（含本数）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具体

详见公司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截至2019年5月21日，公司已将100,000万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及时通知了公司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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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控股股东侯毅先生通

知，获悉其所持部分公司股份办理补充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补充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万

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个

人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侯毅 是 300 2019-5-20 2020-3-18

华西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1.17% 补充质押

合计 300 1.17%

侯毅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57,507,852股，占公司2019年5月20日总股本的22.35%；侯毅

先生累计共质押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216,270,144股， 占其个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83.99%，占公司2019年5月20日股份总数的18.77%。

二、其他情况说明

本次股份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如后续出现平仓风险，侯毅

先生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补充现金等措施应对。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

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073� � � �证券简称：软控股份 公告编号：2019-042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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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5月21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5月20日至2019年5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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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20日15：00至2019年5月21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青岛市郑州路43号，研发中心第十七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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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长HE� NING（何宁）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77,688,364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9.0247%。 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77,

582,4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134%；通过网络投票的出席会议的股东2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105,900股，占有公司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3%。

出席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中，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2,379,87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4668%。

3、公司董事长HE� NING（何宁）先生主持会议，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

见证律师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会议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1、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77,688,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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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32,379,878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

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77,688,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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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32,379,878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

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77,595,7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9%；反对票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票9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1%。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32,287,278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40%；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票92,6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60%。

4、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77,688,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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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32,379,878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

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77,688,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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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32,379,878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

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6、审议通过《未来三年（2018-2020年）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77,688,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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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32,379,878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

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审议通过《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77,688,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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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32,379,878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

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77,688,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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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32,379,878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

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销售业务回购担保总额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77,675,0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5%；反对票

1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32,366,578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9%；反对票13,3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

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1%；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向农业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100,000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77,675,0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5%；反对票

1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32,366,578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9%；反对票13,3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

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1%；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向交通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120,000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77,675,0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5%；反对票

1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32,366,578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9%；反对票13,3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

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1%；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向建设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40,000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77,675,0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5%；反对票

1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32,366,578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9%；反对票13,3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

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1%；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3、审议通过《关于向工商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100,000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77,675,0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5%；反对票

1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32,366,578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9%；反对票13,3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

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1%；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4、审议通过《关于向中国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50,000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77,675,0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5%；反对票

1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32,366,578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9%；反对票13,3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

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1%；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5、审议通过《关于向浦发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50,000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77,675,0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5%；反对票

1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32,366,578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9%；反对票13,3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

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1%；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6、审议通过《关于向光大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40,000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77,675,0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5%；反对票

1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32,366,578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9%；反对票13,3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

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1%；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7、审议通过《关于向民生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30,000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77,675,0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5%；反对票

1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32,366,578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9%；反对票13,3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

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1%；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8、审议通过《关于向招商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30,000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77,675,0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5%；反对票

1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32,366,578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9%；反对票13,3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

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1%；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9、审议通过《关于向兴业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50,000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77,675,0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5%；反对票

1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32,366,578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9%；反对票13,3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

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1%；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审议通过《关于向青岛银行申请不超过30,000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77,675,0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5%；反对票

1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32,366,578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9%；反对票13,3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

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1%；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1、审议通过《关于向中信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60,000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77,675,0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5%；反对票

1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32,366,578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9%；反对票13,3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

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1%；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2、审议通过《关于向华夏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20,000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77,675,0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5%；反对票

1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32,366,578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9%；反对票13,3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

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1%；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3、审议通过《关于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30,000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

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77,675,0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5%；反对票

1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32,366,578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9%；反对票13,3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

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1%；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4、审议通过《关于向青岛农商行银行申请不超过50,000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77,675,0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5%；反对票

1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32,366,578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9%；反对票13,3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

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1%；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5、审议通过《关于向恒丰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30,000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77,675,0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5%；反对票

1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32,366,578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9%；反对票13,3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

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1%；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6、审议通过《关于向渤海银行青岛分行申请不超过30,000万元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77,675,0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5%；反对票

1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32,366,578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9%；反对票13,3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

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1%；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7、审议通过《关于向国家开发银行青岛市分行申请不超过30,000万元的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77,675,0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5%；反对票

1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32,366,578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9%；反对票13,3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

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1%；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8、 审议通过 《关于向比利时联合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不超过40,000万元的授信额

度》。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77,675,0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5%；反对票

1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32,366,578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9%；反对票13,3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

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1%；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9、审议通过《关于向比利时联合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不超过4,000万欧元或等值美元

授信额度并为海外子公司使用该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77,675,0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5%；反对票

1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32,366,578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9%；反对票13,3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

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1%；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0、审议通过《关于同意海外子公司向银行申请不超过4,000万欧元或等值美元的融资并为其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77,675,0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5%；反对票

1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32,366,578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9%；反对票13,3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

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1%；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1、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77,675,0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5%；反对票

1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32,366,578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9%；反对票13,3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

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1%；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之非独立董事选举》。

以累积投票制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四名非独立董事，具体如下：

（1）选举HE� NING（何宁）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77,595,7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9%。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32,287,278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40%。

HE� NING（何宁）当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为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至本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

（2）选举鲁道夫·沙尔平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77,595,7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9%。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32,287,278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40%。

鲁道夫·沙尔平当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任期为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至本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

（3）选举范卿午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77,595,7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9%。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32,287,278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40%。

范卿午当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任期为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

日。

（4）选举鲁丽娜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77,595,7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9%。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32,287,278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40%。

鲁丽娜当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任期为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

日。

3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之独立董事选举》。

以累积投票制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三名独立董事，具体如下：

（1）选举王捷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77,595,7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9%。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32,287,278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40%。

王捷当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为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2）选举李迁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77,595,7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9%。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32,287,278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40%。

李迁当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为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3）选举张静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77,595,7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9%。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32,287,278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40%。

张静当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为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34、审议通过《关于更新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以累积投票制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两名监事，具体如下：

（1）选举张垚为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77,595,7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9%。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32,287,278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40%。

张垚当选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为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至本届监事会届满之日。

（2）选举孙志慧为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77,595,7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9%。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32,287,278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40%。

孙志慧当选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为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至本届监事会届满之日。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律师李茹律师、徐述律师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关于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详见 “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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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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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19年5月16日以电话、电子邮件和传真的方式发出。

2.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

于2019年5月21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3.�董事参与表决的情况

本次会议应出席的董事9名，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9名，名单如下：

张斌、林崇、罗成忠、陈凌旭、陈丽芳、雷石庆、胡建华、刘宁、郑守光。

4.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关于放弃福建省金海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增资扩股优先购买权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放弃福建省金海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增资扩

股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2票；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金海公司第一大股东宁德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为我公司控股股东，故

本次交易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陈丽芳女士、雷石庆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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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放弃福建省金海旅游

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增资扩股

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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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放弃该股权的优先购买权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

响。

2、本次交易涉及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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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次放弃权利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福建省金海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海公司” ）为我公司持股10%

的参股公司。 金海公司拟通过非公开协议的增资方式引进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岭南文旅” ）及宁波国泰元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元

亨” ），共同推进大京景区旅游项目。 目前市国资委已同意金海公司的非公开协议增

资方案，并将该公司资产评估结果予以备案。

宁德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国投公司” ）为我公司和金海

公司的第一大股东，闽东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简称“闽东能源” ）为其全资子公司，市

国投公司和闽东能源与我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因此该事项涉及关联交易。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放弃金海公司增资扩股优

先购买权事项的议案》（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2票），同意金海公司增资

6315.79万元的事项并放弃上述增资扩股中按我公司持有股份比例优先购买新股的权

利。 独立董事已对该事项出具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本次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

本次放弃权利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及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情况

1.宁德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宁德市蕉城区蕉城南路98-1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900741677086U

法定代表人：林健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能源投资、股权投资、企业资产运营管理、城市建设、房地产开发；承担

市政府的重大项目投资与建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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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8年12月31日，市国投公司总资产152.46亿元，净资产83.10

亿元，营业收入8.93亿元，净利润1.84亿元。

关联关系说明：市国投公司为我公司的控股股东。

股权结构：宁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市国投公司100%股权。

其他说明：宁德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闽东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宁德市蕉城区院岗路18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900157424266N

法定代表人：叶斌

注册资本：1139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对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的投资；殡葬服务；非证券类股

权投资及与股权投资有关的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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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8年12月31日，闽东能源总资产5.28亿元，净资产3.12亿元，

净利润5029.28万元，实现投资收益 6359.41万元。

股权结构：宁德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持有闽东能源100%股权。

关联关系说明：闽东能源为我公司的控股股东市国投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其他说明：闽东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时间：1998年07月20日

住所：东莞市东城街道东源路东城文化中心扩建楼1号楼10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708010087G

法定代表人：尹洪卫

注册资本：100333.12�万元

经营范围：园林景观工程、市政工程、植树造林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矿山生态修

复工程施工；生态环境治理、土壤生态修复、河道与湖泊水污染治理；风景园林规划设

计、城乡规划设计、旅游规划设计、市政工程设计；旅游信息咨询，旅游项目策划，旅游

及其关联产业的开发，文化创意策划、品牌创意策划、文化活动的组织策划服务，展览

展示服务； 项目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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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说明：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岭南文旅与我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宁波国泰元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时间：2017年1月23日

住所：宁波市海曙区灵桥路229号（1-331）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3MA2842YL3K

法定代表人：刘晓丽

注册资本：1亿元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

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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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说明：宁波国泰元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国泰元亨与我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福建省金海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住所：霞浦县松港接到东兴社区长溪路8号九龙商业街A号楼A601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921MA2YGYD558

法定代表人：郑佳华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经营范围：旅游资源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旅游产品开发与销售；旅游项目投资

与经营；旅游景区园林规划、设计及施工；景区内旅游客运及相关配套服务；景区游览

服务；旅游宣传促销策划；文化传播；导游服务；旅游信息咨询；旅行社服务；住宿；休闲

渔业开发；餐饮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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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说明：金海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金海公司成立于2017年8月18日，注册资本20000万元，实缴资本4000万元，由市国

投公司与霞浦县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霞浦旅投” ）、闽东能源、闽东电

力合资设立，其中市国投公司占股比51%，霞浦旅投占比20%、闽东能源占比19%、公司

占股比10％。由金海公司负责投资建设的大京景区旅游项目位于霞浦县东冲半岛东侧

长春镇境内，规划总面积约19.82平方公里，分为东冲半岛风景名胜区大京景区17.94平

方公里和大京景区配套区1.88平方公里及周边海域。

金海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2月28日

资产总额 42,484,657.36 42,523,870.06 42,512,026.38

负债总额 2,484,657.36 2,523,870.06 2,512,026.38

所有者权益 4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项 目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1-2月

营业收入 - - -

营业利润 - - -

净利润 - - -

四、定价依据及交易情况介绍

根据厦门市大学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经市国资委备案

的金海公司资产评估报告，截止评估基准日2019年2月28日，在公开市场持续经营的前

提下，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金海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为40,000,000.00元，评

估值为40,936,780.23元，增值率2.34％。 以上述评估值为基准计算，金海公司的注册资

本由人民币20000万元增加到26315.79万元，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6315.79万元,相应的

认购价为不低于6463.58万元。 其中：岭南文旅认购新增注册资本6052.63万元，认购价

为不低于人民币6194.26万元 （其中6052.63万元为注册资本， 所余金额为资本公积

金）；国泰元亨认购新增注册资本263.16万元，认购价为不低于人民币269.32万元（其

中263.16万元为注册资本，所余金额为资本公积金）。

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各方股东认缴出资和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形式 认缴出资金额 持股比例

宁德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现金 10200万元 38.76%

霞浦县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现金 4000万元 15.2%

闽东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现金 3800万元 14.44%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现金 2000万元 7.6%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现金 6052.63万元 23%

宁波国泰元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现金 263.16万元 1%

根据金海公司章程第四十一条规定，“……一方股东经其他股东同意向股东方以

外的他人转让的股权， 在同等条件下， 其他股东对该转让股权享有优先购买权。

……” ，公司对本次增资扩股具有按我司持有股份比例优先购买新股的权利。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影响

金海公司拟通过非公开协议的增资方式引进岭南文旅及国泰元亨， 共同推进大

京景区旅游项目。

公司参股金海公司是作为非主业相关的一种财务性投资， 若公司不放弃该股权

的优先购买权，则须按相应股比注资不低于646.358万元，将占用公司资金；放弃该股

权的优先购买权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本年度，公司根据与市国投公司签订的《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向市国投公司租

赁本公司占用工业土地（22块，6,918.72亩工业用地），租金为每年600万元。 除此外，本

公司与市国投公司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其他关联交易。

七、董事会审议情况、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放弃福建省金海旅游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增资扩股优先购买权的议案》，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2

票回避。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放弃权利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金海公司为我公司

持股10%的参股公司。 金海公司拟通过非公开协议的增资方式引进岭南生态文旅股份

有限公司及宁波国泰元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共同推进大京景区旅游项目。 公司作为

金海公司的股东， 同意金海公司增资6315.79万元的事项并放弃上述增资扩股中按我

公司持有股份比例优先购买新股的权利。 金海公司的股东市国投公司及闽东能源投

资有限公司与我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因此该事项涉及关联交易。 该事项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本次放弃增资扩股优先购买权，符合公司当前整体经营发展

的实际情况，没有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没有发现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 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关联

董事应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放弃权利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鉴于公司参股金海公司

是作为非主业相关的一种财务性投资，若公司不放弃该股权的优先购买权，则须按相

应股比注资不低于646.358万元，将占用公司资金；放弃该股权的优先购买权不会对公

司本年度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 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同意金海公司增资6315.79万元的事项并放弃上述增

资扩股中按我公司持有股份比例优先购买新股的权利， 符合公司当前整体经营发展

的实际情况，该事项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已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审议程序合法合

规，没有发现有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该议案。

八、董事会关于放弃权利的说明及对公司的影响

董事会认为：公司参股金海公司是作为非主业相关的一种财务性投资，若公司不

放弃该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则须按相应股比注资不低于646.358万元， 将占用公司资

金；放弃该股权的优先购买权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 董事会同意金海公司增资6315.79万元的事项并放弃上述增资扩股中按我

公司持有股份比例优先购买新股的权利。

本次交易涉及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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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次放弃权利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21日

股票代码：002772� � � �股票简称：众兴菌业 公告编号：2019-067

债券代码：128026� � � �债券简称：众兴转债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众兴转债恢复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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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代码：002772� � � � � � � � � �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众兴菌业

债券代码：128026� � � � � � � � �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众兴转债

恢复转股日期：2019�年05月22日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实施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

方案，根据《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及

相关规定，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代码：128026，债券简称：众兴转债）于2019年05月

10日起暂停转股。

根据规定，众兴转债将于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自2019�年05

月22日起恢复转股。 敬请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留意。

特此公告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0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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