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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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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9月16日14：5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13号院1号楼合生财富

广场15层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结合网络投票方式

（四）召集人：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赵晖先生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本公司股份总数为534,948,992股，本次股东大会中，议案一和议案二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为534,948,992股。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3人，代表股份342,400,719股。

具体情况如下：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人，代表股份285,239,482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股份总数的83.31%。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57,161,2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

份总数的16.69%。

3、参与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持有公司总股份 5%以下股份的股东，以下同）1

人，代表股份11,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份总数的0.0032%。

（八）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市中洲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提案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具体审议与

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关于向杭州康欣置业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同意342,400,7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0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

本项议案获得有效通过。

（二）审议《关于控股子公司长沙中住兆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长沙金地

金泰置业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同意342,400,7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0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

本项议案获得有效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中洲律师事务所委派陈思佳、霍晴雯律师现场见证并

出具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

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股东大会决议。

（二）律师法律意见书。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002057� � � �证券简称：中钢天源 公告编号：2019-049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与声明：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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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9月16日（星期一）下午14:3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9月16日（星期一）上午

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9月15日 （星期

日）下午15：00至2019年9月16日（星期一）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马鞍山市雨山区霍里山大道南段9号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文军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公司总股本575,287,776股。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

代理人共计10人， 代表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249,341,011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3.3420%。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共5人，代表公司有

效表决权股份249,321,26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3.338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

人，代表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19,75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34%。 公司部分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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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

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49,329,26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3%；

反对2,7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9,0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0.5063％；反对2,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9241％；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569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2/3以上

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49,332,01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4%；

反对9,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0,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4.4304%；反对9,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56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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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刘小英律师、温乐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

东大会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事项为会议通知公告中列明的事项， 会议的召集、召

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会议

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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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大股东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公告

股东湖南长炼兴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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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于2019年5月24日披露了《第三大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

号： 2019-018)，公司第三大股东湖南长炼兴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兴

长集团” ) 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2,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4%)。

2019年9月16日，公司收到兴长集团出具的《关于岳阳兴长股份减持计划实

施进展的告知函》，截至2019年9月16日，兴长集团计划减持时间过半；根据《上市

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号)、《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

将其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减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湖南长炼

兴长集团

有限责任

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2019年6月17日一

2019年9月16日

/ 0 0

大宗交易 / 0 0

其他方式 / 0 0

合 计 / / 0 0

说明：

(1)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兴长集团在计划减持期间未减持公司股份。

(2)�公司于2019年8月8日实施了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兴长集团持股数量

从14,270,154股增加到14,983,662股，本次减持计划中减持数量由2,000,000股调整

为2,100,000股。

(3)兴长集团于2018年5月19日披露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截至2018年5

月30日 (该权益变动报告书涉及股权转让过户于2018年5月30日完成， 详见公司

2018年6月1日公司《关于第二大股东股权协议转让完成过户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一031号)，兴长集团持有公司股份14,300,15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27％；2018

年5月31日至2018年8月10日期间，兴长集团累计减持了本公司股份30,000股，减持

后持有公司14,270,154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259%� (详见2018年8月14日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计划实施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一036�号)；2019年8月8日，

公司实施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利润分配后， 兴长集团持股增加到14,983,662

股，持股比例仍为5.259%。

(4)兴长集团一致行动人湖南长炼兴长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称“兴长企

服” )于2018年5月19日披露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截至2018年5月30日，兴长

企服持有公司股份26,522,43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775％；2019年8月8日公司实施

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兴长企服持股增加到27,848,559股，2018年5月31日至

2019年9月16�日期间，兴长企服未减持岳阳兴长股份。 截至2019年9月16日，兴长

企服持股数为27,848,559股，持股比例仍为9.775％。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兴长集团持有公司股份14,983,662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259%，在计划减持期间未减持公司股份。

二、其他相关说明

1、兴长集团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号)、《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亦不存在违反股东相关承诺的情况；

2、截至本公告日，兴长集团尚未实施预披露的减持计划，兴长集团承诺将严

格按照有相关规定和有关要求，合法、合规地实施减持计划，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三、备查文件

兴长集团《关于岳阳兴长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3666� � � �证券简称：亿嘉和 公告编号：2019-058

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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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先后于2019年4月12日召开了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19年5月7日召开了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含全资子公司）

使用总额不超过30,000.00万元人民币的闲置自有资金通过商业银行、 证券公司、

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进行委托理财，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低风险型短

期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等投资产品，有效期自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资金

可循环滚动使用。公司授权总经理或总经理授权人员在上述额度范围行使投资决

策并签署相关文件， 由公司财务部门负责具体组织实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4月13日披露的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9-016）及2019年5月8日披露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19-022）。

一、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继续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继续进行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如下：

受托人 产品名称

产品类

型

认购金额（万

元）

理财币

种

预期年化收益

率

起息日 到期日

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分行

利率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7,000 人民币 1.82%-4.00%

2019年4月10

日

2019年10月8

日

中信银行南京月

牙湖支行

共赢利率结构28939期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

（ 产 品 编 码 ：

C195U017A）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4,940 人民币 3.60%-4.00%

2019年9月12

日

2019年12月30

日

合计 / / 11,940 / / / /

注：公司与上述受托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产品到期赎回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产品到期赎回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受托人 产品名称

产品类

型

认购金

额

理财币

种

起息日 到期日

赎回金

额

实际年化

收益率

实际收益

平安银行南京

江宁支行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

性存款（挂钩利

率）产品

TGG190096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3,000 人民币

2019年1月4

日

2019年4月4

日

3,000 4.20% 31.068493

中国民生银行

上海分行

挂钩利率结构性存

款(SDGA190299)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5,000 人民币

2019年3月8

日

2019年6月6

日

5,000 3.90% 48.082192

苏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京

分行

2019�年第 19�期结

构性存款（产品编

码：

201901043M006000

1850）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3,000 人民币

2019年1月8

日

2019年7月8

日

3,000 4.25% 63.75

合计 / / 11,000 / / / 11,000 / 142.900685

注：公司与上述受托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含全资子公司）将遵守审慎投资原则，严格筛选发行主体，选择信誉

好、资金安全保障能力强的发行机构。

2、财务部建立投资产品台账，及时分析和跟踪投资产品投向、进展情况，一旦

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

险。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投资产品的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必

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含全资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

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的正常周转需要，不会影响

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通过对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适度、适时的现金管

理，有利于提高公司自有资金使用效率，且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有利于进一步

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的尚在存续期的理财产

品的本金余额为人民币11,940万元（含本次）。 具体如下：

受托人 产品名称

产品类

型

认购金额（万

元）

理财币

种

预期年化收益

率

起息日 到期日

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分行

利率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7,000 人民币 1.82%-4.00%

2019年4月10

日

2019年10月8

日

中信银行南京月

牙湖支行

共赢利率结构28939期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

（ 产 品 编 码 ：

C195U017A）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4,940 人民币 3.60%-4.00%

2019年9月12

日

2019年12月30

日

合计 / / 11,940 / / / /

特此公告。

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002705� � � �证券简称：新宝股份 公告编码：（2019）048号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宝股份” 、“公司” 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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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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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9月16日（星期一）下午2点45分；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9月15日-2019年9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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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9:30-11:30，13:00-15:

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9月

15日15:00至2019年9月16日15:00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办龙洲路大晚桥边新宝股份

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4、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郭建刚先生；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554,624,47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9.2007%。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共3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549,758,274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8.593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4,866,19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607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中，中小投资者共4人，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为5,670,91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7076%。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审议并通过

以下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年度业绩激励基金计划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 同意554,624,373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5,670,8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9.9982%；反对0

股；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018%。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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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的

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

效。

备查文件：

1、《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002472� � � �证券简称：双环传动 公告编号：2019-067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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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9月16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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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15日下午15:00至2019年9月16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9月16日上

午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股权登记日： 2019年9月6日

5、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古墩路702号赞宇大厦12楼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长鸿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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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6人，代表股份157,329,454股，占公

司总股份的22.9160％。 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3人，代表股份157,238,454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22.9027％；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 代表股份91,000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0.0133％。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7人，代表股份11,464,380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1.6699％。 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4人，代表股份11,373,380股，占公司总

股份的1.6566％；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 代表股份91,000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0.0133％。

中小股东系指除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及单独或合计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4、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同时见证律师对本次

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审议通过了

以下议案：

议案1.00�《关于补选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240,554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435％；反对88,9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56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375,4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2246％；反对8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775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双环传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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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

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002551� � � �证券简称：尚荣医疗 公告编号：2019-053

债券代码：128053� � � �债券简称：尚荣转债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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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未涉及变更以往已通过的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9月16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9月15日-2019年9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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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6日9:30一11:30� 、13:00一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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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15:00一2019年9月16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深圳市龙岗区宝龙工业城宝龙5路2号尚荣科技工业园公

司会议室。

4、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将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梁桂秋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代理人，下同）共计1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342,209,889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48.4744%。

1、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代理人，下同）共计6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342,079,994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48.4560%；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4人，

代表股份129,895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0184％；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或其代理

人，下同）共计7人（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3人，参加网络投票的4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728,116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1031%。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梁桂秋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周玉梅女士、黎志琛先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

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审议通过了

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宁波银行申请买方信贷额度并为该额度提供担保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股数为342,208,18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995%；反对股数为1,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05%；弃权股数

为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726,4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表决权99.7665%； 反对股数为1,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0.2335%；弃权股数为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0.0000%。

本议案获得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2/3以上通过，其形成的决议

为特别决议，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周玉梅女士、黎志琛先生现场见证，并出

具了 《关于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

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 （2016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2017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600545� � � �证券简称：卓郎智能 公告编号：临2019-051

卓郎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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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被担保人名称：Saurer� Spinning� Solutions� GmbH� &� Co.� KG（以下简

称卓郎德国）、Saurer� Technologies� GmbH� &� Co. � KG （以下简称卓郎德国技

术）

● 本次为卓郎德国及卓郎德国技术提供的担保金额为1000万欧元， 已实

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0,520万欧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卓郎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卓郎智能）第九届董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外担保预计及授权的议

案》，同意公司及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子公司根据实际经营需要，为公司

下属子公司提供发生额合计不超过6.5亿欧元或等值人民币（包含子公司之间提

供的担保，不包含为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其他企业提供的担保），授权期限自股东

大会通过之日起至下一次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授权管理层在上述授权的

担保额度范围内决定实际发生的担保形式、期限和金额等具体事宜，授权公司

相关代表签署与对外担保相关的合同及其他文件（临2019-015、临2019-019、临

2019-029）。

卓郎香港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郎香港）于近期与德国中央合作银行

签署担保协议，由于卓郎德国及卓郎德国技术向德国中央合作银行申请授信额

度增加， 卓郎香港为卓郎德国及卓郎德国技术申请贷款的担保金额由原1000万

欧元增加至2000万欧元。

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担保授权范围内，无需履行其他审批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卓郎德国

被担保人名称：卓郎德国

注册地点：德国

设立时间：2012年12月21日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

单位：

千欧元

最近一期

（2019年6月，未经审计）

最近一年

（2018年12月，经审计）

总资产 623,897 733,655

净资产 162,168 166,112

营业收入 255,930 674,665

净利润 -3,923 25,143

2.卓郎德国技术

被担保人名称：卓郎德国技术

注册地点：德国

设立时间：2017年7月13日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

单位：

千欧元

最近一期

（2019年6月，未经审计）

最近一年

（2018年12月，经审计）

总资产 91,998 105,584

净资产 39,520 38,225

营业收入 62,383 154,499

净利润 1,295 11,774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卓郎香港

被担保方：卓郎德国及卓郎德国技术

债权人：德国中央合作银行

担保金额：1000万欧元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类型：借贷

担保期限：无期限

公司持有卓郎智能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郎智能机械）80.65%股权，卓

郎德国及卓郎德国技术为卓郎智能机械全资子公司。

四、董事会意见

为提高公司决策效率、满足公司经营需求，公司于2019年4月25日召开第九

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担保预计及授权的议案》。 独立

董事独立意见如下：开展对外担保业务是基于公司及子公司业务需要，有利于保

障公司稳定发展、 提高公司经营效率， 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

司，担保风险可控。 公司关于开展对外担保预计及授权的事项审议程序合法、有

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42,355万欧元（均为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的71.2%，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82,400万人民币，累计无逾

期担保。

特此公告。

卓郎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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