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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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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19年5月21日14:30开始

2）网络投票：2019年5月20日下午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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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为2019年5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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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20日下午15:00至2019年5月21

日下午15:00。

2．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86号完美世界大厦18层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池宇峰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0人，代表股份883,006,218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8.1935％，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7.1578％。（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314,

823,097股，其中公司已回购股份19,969,314股，该部分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

会享有表决权的总股本数为 1,294,853,783股）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668,902,728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1.6586%，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0.874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214,103,49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5350%，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6.2838％。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6人，代表股份61,887,158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7795%，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706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278,362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987%，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97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60,608,796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807%，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609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会议审议事项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2,964,2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2％；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4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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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845,1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21％；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4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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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79％。

公司独立董事在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2、审议通过《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2,964,2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2％；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4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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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845,1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21％；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4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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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79％。

3、审议通过《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2,964,2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2％；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4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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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845,1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21％；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4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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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79％。

4、审议通过《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2,964,2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2％；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4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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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845,1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21％；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4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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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79％。

5、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3,006,2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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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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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87,1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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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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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2,960,7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8％；反对3,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弃权4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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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841,6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65％；反对3,5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7％；弃权4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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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79％。

7、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79,679,6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233％；反对3,326,587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7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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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560,5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6248％；反对3,326,587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7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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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池宇峰及其一致行动人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数为667,624,366股，

本议案有效表决票为215,381,852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5,370,0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5％；反对11,8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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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75,3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9％；反对11,8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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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为公司及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3,006,2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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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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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87,1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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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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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彭林、李盖

结论性意见：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

集人资格、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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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收回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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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用股份” 或“公司” ）于2019年3月27日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同意在12个月内使用不超过人民币6.5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购买低风险、保本型理

财产品。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分别发表了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

年3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的《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1）。

一、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收回的情况

公司于2019年4月9日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港下支行签署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协议》，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16,000万元购买了农业银行“汇利

丰” 2019年第4756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5月14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的《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1）。

上述理财产品已于2019年5月17日到期，公司已按期收回本金人民币16,000万元，取得理

财收益人民币575,780.82元，协议履行完毕。 本金及收益已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二、本次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情况

2019年5月21日，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港下支行签署《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协议》，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汇利丰” 2019年第4974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2、投资币种：人民币

3、挂钩标的：欧元/美元汇率

4、客户预期净年化收益率：3.55%或3.50%

5、产品收益说明：如在观察期内，欧元/美元汇率始终位于参考区间内，则到期时预期可

实现的投资年化收益率为 3.55%/年；如在观察期内，欧元/美元汇率突破了参考区间，则到期

时预期可实现的投资年化收益率为 3.50%/年。

（观察期： 产品起息日至产品到期前两个工作日北京时间下午 2� 点之间； 参考区间：

（1.0860� ， 1.1470），不含边界点。 ）

6、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

7、产品起息日：2019年05月22日

8、产品到期日：2019年06月28日

9、认购金额：7000万元

10、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投资风险及其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公司购买标的为低风险、保本型理财产品，总体风险可控，但基于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等

因素影响，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选择保本型的投资品种。 独立董事、 监事会有权对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2、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

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对资金的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监督。

4、公司将严格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 中披露报告

期内低风险短期理财产品投资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四、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是在确保募投项目建设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以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保 本型的投

资理财业务，通过进行保本型的短期理财，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提高公司的整体业绩水

平，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未到期余额为人民币5.46亿

元，无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行为。

特此公告。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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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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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黄姑山路4号公司三楼大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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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54,235,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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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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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

行了投票表决。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

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向东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及表决方

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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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人，出席5人，董事江忠永先生、罗华兵先生、李志刚先生、王汇联先生、周玮

先生因工作原因出差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独立董事冯晓女士、马述忠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亲

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陈国华先生因工作原因出差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陈越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副总经理王海川先生因工作原因出差未

能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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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4,191,579 99.9920 44,000 0.0080 0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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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4,191,579 99.9920 44,000 0.0080 0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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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4,191,579 99.9920 44,000 0.0080 0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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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4,189,979 99.9917 45,600 0.0083 0 0

5、 议案名称：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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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4,189,979 99.9917 45,600 0.0083 0 0

6、 议案名称：关于与友旺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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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636,037 99.9918 44,000 0.0082 0 0

7、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19年度审计机构并确定其报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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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4,189,979 99.9917 45,600 0.0083 0 0

8、 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2019年度对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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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3,139,479 99.8022 1,096,100 0.1978 0 0

9、 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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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4,191,579 99.9920 44,000 0.0080 0 0

10、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阶段性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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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4,188,979 99.9915 46,600 0.0085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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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503,234 100 0 0 0 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0 0 0 0 0 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53,686,745 99.9151 45,600 0.0849 0 0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994,000 99.4397 5,600 0.5603 0 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52,692,745 99.9241 40,000 0.0759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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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1,894,384 97.73 44,000 2.27 0 0

2 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894,384 97.73 44,000 2.27 0 0

3 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894,384 97.73 44,000 2.27 0 0

4 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892,784 97.6475 45,600 2.3525 0 0

5 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892,784 97.6475 45,600 2.3525 0 0

6

关于与友旺电子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1,894,384 97.7300 44,000 2.2700 0 0

7

关于续聘2019年度审计机构

并确定其报酬的议案

1,892,784 97.6475 45,600 2.3525 0 0

8

关于本公司2019年度对全资

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

842,284 43.4528 1,096,100 56.5472 0 0

9

关于2018年度董事、监事薪酬

的议案

1,894,384 97.7300 44,000 2.2700 0 0

10

关于使用阶段性闲置的自有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1,891,784 97.5959 46,600 2.4041 0 0

注：不包含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投票。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6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关联股东陈向东、罗华兵已回避表决上述议案；

2、议案8为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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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事务所

律师：鲁晓红、胡敏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

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为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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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03042� � � �证券简称：华脉科技 公告编号：2019-026

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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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工业集中区丰泽路66号华脉国际广场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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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2,234,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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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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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胥爱民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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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出席4人，董事黄海拉先生、沈红女士、孙小菡女士因公出差未能出席本

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朱重北先生出席本次会议；总经理姜汉斌先生、副总经理王晓甫先生、窦云女

士、吴珩女士及财务总监陆玉敏女士列席本次会议。 副总经理焦自亮先生、岳卫星先生因工作原因

未能列席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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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34,199 100.0000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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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34,19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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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873,752 91.1947 6,360,447 8.8053 0 0.0000

4、 议案名称：《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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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34,19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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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34,19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议案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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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34,19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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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873,752 91.1947 6,360,447 8.8053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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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34,19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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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34,19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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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2,225,52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续聘公司2019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2,225,52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的议案

2,225,52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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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朱占勇、王炎冰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

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0100� � � �证券简称：TCL集团 公告编号：2019-072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19年5月16日以邮件形式发出通知，并于2019年5月2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应参

与表决董事12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12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一、会议以 12�票赞成， 0票弃权， 0票反对 审议并通过《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暨“TCL集团全球创享计划”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根据《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TCL�集团全球创享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以下简称“《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TCL�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TCL�集团全球创享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及相

关规定，董事会拟对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TCL� 集团全球创享计划”（以下简称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或“本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中满足解

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股票进行解除限售。

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人数为712人。 本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6,685,

704股，约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05%。

详情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日发布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 《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暨“TCL集团全球创享计划”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

二、会议以 12�票赞成， 0�票弃权，0票反对 审议并通过《关于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暨“TCL�集团全球创享计划” 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744名激励对象因重大资产重组转移到

TCL实业控股（广东）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任职或离职等原因而不再适合成为激励对

象，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21,114,162股将由公司回购并注销。11名在职激励

对象因2018年度业绩考核未达标导致当期解除限售条件未达成，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95,626股，将由公司回购并注销。

公司拟回购注销上述755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21,209,788股，

回购价格为1.63元/股，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4,571,954.44元。

详情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日发布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 《关于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暨“TCL集团全球创享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的公告》。

本议案将提交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以 12票赞成， 0票弃权， 0票反对 审议并通过《关于提请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

会的议案》。

董事会提请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

“TCL�集团全球创享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股

东大会具体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0100� � � �股票简称：TCL集团 公告编号：2019-073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于2019年5月16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通知，并于2019年5月2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监事

会应参与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3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一、会议以 3�票赞成， 0�票弃权， 0票反对 审议并通过《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暨“TCL集团全球创享计划”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根据《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TCL�集团全球创享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以下简称“《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TCL�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TCL� 集团全球创享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及相

关规定，董事会拟对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TCL� 集团全球创享计划”（以下简称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或“本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中满足解

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股票进行解除限售。

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人数为712人。 本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6,685,

704股，约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05%。

详情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日发布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 《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暨“TCL集团全球创享计划”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

二、会议以 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并通过《关于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暨“TCL�集团全球创享计划” 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744名激励对象因重大资产重组转移到

TCL实业控股（广东）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任职或离职等原因而不再适合成为激励对

象，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21,114,162股将由公司回购并注销。11名在职激励

对象因2018年度业绩考核未达标导致当期解除限售条件未达成，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95,626股，将由公司回购并注销。

公司拟回购注销上述755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21,209,788股，

回购价格为1.63元/股，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4,571,954.44元。

详情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日发布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 《关于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暨“TCL集团全球创享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的公告》。

本议案将提交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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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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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新提案提交表决，也无提案被否决或变更。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9�年 5�月 21�日（星期二）下午 15:00�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

年5月2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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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1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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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体时间为：2019年5月20日下午15:00至2019年5月21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黄浦区南京西路399号明天广场17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勇先生

（6）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刊登在2019年4月30日和2019年3月8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

决程序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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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359,118,640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59.6673%。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1,357,800,93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9.609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1,317,70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578%。 参加现场及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代表20

名，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4,951,10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2174%。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见证本次股东

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下

列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1,359,118,640股，同意1,358,587,54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609%；反对34,3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0.0025%；弃权496,8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0.036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420,00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89.2731%，反对3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0.6928%，弃权496,8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10.0341� %。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1,359,118,640股，同意1,358,552,54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583%；反对34,3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0.0025%；弃权531,8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0.039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385,00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88.5662%，反对3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0.6928%，弃权531,8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10.7410� %。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1,359,118,640股，同意1,358,587,54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609%；反对34,3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0.0025%；弃权496,8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0.036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420,00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89.2731%，反对3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0.6928%，弃权496,8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10.0341� %。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1,359,118,640股，同意1,358,552,54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583%；反对34,3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0.0025%；弃权531,8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0.039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385,00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88.5662%，反对3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0.6928%，弃权531,8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10.7410� %。

5、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19�年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1,359,118,640股，同意1,358,552,54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583%；反对34,3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0.0025%；弃权531,8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0.039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385,00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88.5662%，反对3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0.6928%，弃权531,8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10.7410� %。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1,359,118,640股，同意1,358,587,54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609%；反对34,3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0.0025%；弃权496,8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0.036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420,00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89.2731%，反对3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0.6928%，弃权496,8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10.0341� %。

7、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年度财务报告有关事项追溯调整的议案》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1,359,118,640股，同意1,358,552,54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583%；反对69,3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0.0051%；弃权496,8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0.036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385,00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88.5662%，反对6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1.3997%，弃权496,8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10.0341� %。

8、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确认以前年度关联方暨补充披露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4,951,106股， 同意4,420,006股， 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89.2731%；反对34,3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0.6928%；弃权496,8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10.034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4,420,00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89.2731%，反对3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0.6928%，弃权496,8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10.0341� %。

关联股东上海华信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回避本议案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应晓晨律师、赵文雯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

集人的资格、审议事项以及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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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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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将参加由广西上市公司协会、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共

同举办的“2019年广西地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通过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互联网平台举行， 投资者

可以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http://roadshow.sseinfo.com）或关注微信公众号：上证路演

中心（sse_roadshow），参与公司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时间为2019年5月28日（星

期二）14:00至17:00。

届时公司高管将通过网络在线问答互动的形式，与投资者就公司治理、发展经营情况、融

资情况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交流。 期间，公司高管将全程在线，通过上证

路演中心互动平台实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2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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