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称 SA ，防晒，有限责任公司 - 公司私人财富管理。
总部： L-卢森堡，
R.C.S.卢森堡乙
章程
在今年 2000 ，并于第一天。
下述签署人，硕士，公证在卢森堡侨之前。
有出现：
- 随着在 L 卢森堡，在 RCS 卢森堡乙号法定注册地址
这里所代表的信息通信技术先生全权管理，拥有专业的地址为 L -卢森堡，
这样的亮相派对，代表如上所述，被请求公证声明，如下所示兹全是成立的公共有限责任公
司（兴业无名）的公司章程：
艺术。 1 。形式和名称。
1.1 没有建立公众有限责任公司的兹（ ？兴业无名？ ） （本公司）将由卢森堡法律由五月
11 日，2007 引入了家庭财富管理公司（公司订立的法律管辖，特别是家庭财富管理） （法
律上的 SPF ）及日期为法律 8 月 10 日， 1915 年，贸易公司，经修订（法律上的公司） ，
以及由协会目前的章程（章程） 。
1.2 本公司将根据名称 SA ， SPF 的名称存在。
1.3 本公司可能有一个股东（唯一股东）或以上的股东。本公司不会因死亡，暂停民事权利，
破产，清算或唯一股东破产解散。
艺术。 2 。注册办事处。
2.1 本公司的注册办事处，成立于卢森堡，卢森堡大公国。
2.2 可以转移在卢森堡的公司（董事会） ，或在一个唯一董事的情况下（独家董事）的董事
会由唯一董事的决定的决议自治市的界限。
2.3 凡董事会确定非凡的政治或军事事件发展的黄金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和发展动态的论文
或事件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注册办事处干扰正常将对本公司的活动，或与沟通的易用性之间
的这种办公和国外的人，注册办事处可能暂时在国外被传输，直到论文的特殊情况下完全停
止。这种临时措施应具有对本公司所有的，不论注册办事处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暂时转移，仍
将是一个卢森堡注册成立的公司的国籍没有任何影响。
艺术。 3 。持续时间。
3.1 本公司注册成立，为无限期。
3.2 本公司可以将其溶解，在任何时间，由股东大会（定义见下文）内所采用所需的章程修
正案的方式进行解决。
艺术。 4 。企业对象。
4.1 本公司之唯一目的，为的任何商业活动的排斥，是收购，持有，管理和处置，一方面，
金融工具在 2005 年 8 月 5 日的财务担保合同的法律的意义上，与，在另一方面，现金及任
何形式关押在一个银行账户的资产。
财务担保金融工具，在二零零五年八月五日的法律的含义合约是可以理解（一）所有证券及
其他工具，包括但不限于股份公司和其他工具相媲美的公司股份，在企业和单位集体投资计
划，债券及其他形式的债务工具，存款，贷款票据及支付凭证证书参股（二）证券所有这给
了认购，购买或交换，以收购股份，债券或其他工具的权利（三）长期金融工具和手段，以
现金结算（不包括支付工具）引起，包括货币市场工具， （d）所有其他文书证明所有权，
主张权利或证券， （ e）与所有其他工具金融标的，指数，商品，贵金属，农产品，金属
或商品，其他商品的风险（六）有关上述分段 a）至 e 项）或任何修饰或项目论文，论文无
论权利主张金融工具在物理形态，无论其治法的无纸化，通过转让入门的书或交付，无记名
或记名或不和 endorseable 。
4.2 一般来说，月公司实施监督或控制的任何措施，并进行任何操作或交易所有其认为必要

或有益的成就和企业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对象在最广泛的方式可能，但本公司不干扰在该公
司的所有其持有的股份进行管理。
艺术。 5 。转增股本。
5.1 认购股本设定为 31000 欧元（ 31,000 欧元）一千（ 1,000）普通股股份，包括没有按值。
5.2 除股本，有可能是建立一个溢价账到任何支付所有这一切，我们除了任何 ITSA 价值的份
额被转移溢价。该溢价账的量可以被用来提供支付股份之全部本公司从可换购股东信息和通
信技术，以抵消净变现的任何损失，作出分派给股东或拨款的法定盈余公积。
5.3 本公司之认购股本可能会增加或减少所需修订公司章程的方式采用通过一项决议，由股
东大会。
艺术。 6 。股份。
可能只有 6.1 如在法律上的 SPF 第 3 条界定的合格投资者持有的股份。
本公司 6.2 股，可记名或不记名形式或部分以某种形式或其他形式，在股东的唯一意见，或
在股东多个，在股东认为，受预见到的法律限制公司。
6.3 本公司只承认一个每股单一业主。如果一个或多个股份共同拥有，或者拥有这样的共享
（S ）的标题划分，分割或争议，所有的人 - 自称该股份的权利（S ）已/要备份单个律师代
表该股份（ S）对本公司。未能额外上述受权意味着连接到这些共享（S ）的所有权利的悬
浮液。同样的规则也应适用一年使用权持有人（用益物权）和裸所有者（ NU-所有者）之间
或者出质人和质权人之间有冲突的情况下。
6.4 本公司可回购股票信息通信技术在提出由法律上公司的限制。
股份 6.5 任何出售/转让提交到所有其他股东（ ？其他股东？ ）所有这一切，有优先购买权
的一致认可。
如果一个股东（ ？售股股东？ ）想卖他/她的股份，他/她应提供给其他股东事先写了他/她
有意出售/他/她的股份转让给第三方（通知？第三方？ ） 。这种通知应包括股份将予出售
的数量，潜在购买者的名称，价格（不得超过净资产的。了解，它的净值总额为总金额的两
倍等于股本已发行股本，本财政年度的业绩，储备和亏损/利润结转，净资产总额将根据财
务报表的法定核数师经正式认证。应在财务报表少六（6 ）个月）及不可撤回有关收购建议
出售股份的其他股东以相同的价格。
的其他股东将有权获得 offert 股份的权利根据其条款，并提到在通知中的条件，只要他们以
书面形式在三十（30 ）天内收到书面的通知日期售股股东及本公司说明。
任何缺乏反应在上述期限将被视为自动放弃行使其优先购买权的权利。
在任何情况下，被出售股份可能会被分割。优先购买权的权利是按比例与每个余下股东于本
公司股本中的参与行使。应该余下股东之一不行使总黄金部分他的优先购买权的权利，这种
不增加行使余下股东的权利。应股 offert 数不成正比数全部是优先购买权的行使，股份余额
将归于违约股东之间的协议，每年通过抽签的权利没错股。
艺术。 7 。该公司的股东会议。
7.1 在一个唯一股东的情况下，唯一股东假设赋予股东大会的所有权力。论文文章，作出的
决定或行使股东大会通过权力必须参考作出的决定，或行使，由唯一股东，只要公司仅有一
名股东的权力。采取的唯一股东决定由分钟的方式记录。
7.2 在股东多的情况下，任何，定期构成本公司的股东（股东大会）的会议应代表本公司股
东的整个身体。它有权责令，进行或批准有关本公司的所有业务行为的广泛权力。
7.3 股东周年大会上应根据卢森堡法律于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此类网站的注册办事处直辖市的
注册办事处的地址举行，在卢森堡可能会在召开会议的通知中指定，六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五。
若该日并非营业日在卢森堡的银行，在股东周年大会须举行下一个营业日。
7.4 股东周年大会可在国外举行，如果在董事会的绝对和最后的审判，特殊情况需要。
本公司股东之 7.5 其他会议可能在本次会议的可能是各自召集通知在指定的地点和时间举行。
7.6 任何股东可在股东大会上参加了电话会议，视频会议或类似通讯设备，从而指（ i）股

东在出席会议的聚类可以被识别， （ ii）所有人员参加了会议可以听取和对方说话' （ iii）
本次会议的传输进行在一个持续的基础及（iv ）股东能够正确故意，并通过均值聚类这样的
在该会议构成亲自出席参加会议。
艺术。 8 。通知，仲裁，律师和召集通知的权力。
8.1 期间法律为准的召集通知，除非另有规定提供的通知。
8.2 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8.3 在任何股东大会（普通和特殊）将有效故意只有在股本至少 51 ％的（ 51 ％ ）存在或
代表。在股东修改公司章程的特别会议的情况下，这样的法定人数为适用于第一和第二次会
议。
8.4 在任何适时作出的任何决议召集的股东大会将是黄金的大部份 51 ％的（ 51 ％ ），出
席并参加表决代表股东通过。
8.5 股东可作用于任何股东大会上通过委任评论其他人士作为受委代表在写他无论是在原，
电传或电子邮件至所有的电子签名，所有这一切都根据卢森堡法律是有效的，是贴。
8.6 如果本公司所有股东均出席或委派代表在大会上，并认为自己为妥为召开及知情会议的
议程，会议恕不另行通知召开。
艺术。 9 。管理。
9.1 本公司须在一个情况下唯一股东的唯一董事管理，或由董事至少组成的情况下，股东的
多个三（ 3 ）名成员组成的董事会，他们的数量来确定的唯一股东，或情况股东多个，股
东大会通过。的董事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次） 。若董事多个月的股东大会决定建立两类董
事（A 和 B 董事会董事） 。
9.2 的董事应当由唯一股东选出，或在股东多元化的股东大会，会期不超过六（6 ）年，直
至其继任人选出，由，但是， “任何董事可以在任何时候通过采取股东大会上通过决议案
被删除。导演（次）资格再获委任矣。
9.3 在空缺的董事一职因死亡，辞职或其他方式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其余董事可以进行会
谈，选举董事填补空缺，这样直到下次股东大会的情况下。
艺术。 10 。董事会会议。
10.1 如董事多个，董事，董事会须从信息通信技术在成员主席可供选择，五月信息通信技术
在成员中选择一个或多个副主任。董事会也可以选择一个局长，你不必是一个导演，你已指
示可能保持董事会的会议记录，以及开展从时间导向的时间管理及其他任务，如通过董事会。
董事的 10.2 董事会应根据呼叫满足，至少，主席或任何两名董事或由任何人授予这种效果
由董事，于所示在股东大会通知的地方，人（次）召开会议设定议程。以书面或电报或电传
或电子邮件董事会的任何会议通知应发给全体董事至少八日历天提前一小时的会议这样的设
置，除了在紧急情况下为 24 的情况小时之前通知足矣谈情须妥为所有这一切都载紧迫的原
因。本通知可免除，或追溯要么，以书面同意或以电报或电传或电子邮件的每个董事。不须
为所描述的计算以前由董事会决议的通过时间表的时间和地点举行的会议另行通知。
10.3 任何董事可以任命或以电报，电传或电子邮件评论其他董事代为行事董事会以书面的任
何会议。董事不得代表一个以上的同事。
董事故意 10.4 董事会或有效作用可能只当董事的至少多数存在或由代表出席董事会会议。
如有足够法定人数，未取得在为会议设定的时间后半小时出席董事押后五月会议以后的时间
和地点。续会的通知须由董事会秘书，可以考虑，如果有，谁没有任何董事。
10.5 决定应采取的董事的过半数票在黄金为代表的这样的会议。倘在任何会议上投赞成票或
反对票的决议的数目应等于，董事会主席不得，投决定票。在平局的情况下，所提议的决定
被视为拒绝。
10.6 任何董事可以在董事会会议上通过电话会议，视频会议或类似通讯设备参加即意味着所
有的人参加了会议聚类可以听到对方，并参与会议由 means 聚类这样即构成存在该人士出席
会议。

10.7 尽管有上述规定，董事会的决议也可以通过一致书面同意，它可以由一个或多个文件，

其中包含的各项决议的通过，而每一位董事签署。该决议案的日期应为最后签署之日起。
10.8 本文章并不适用于该公司由一个唯一董事管理的情况。
艺术。 11 。该委员会的权力。董事会被赋予执行或导致执行管理和处置的所有行为在本公
司的利益最广泛的权力。所有的权力没有明确的法律保留对公司或公司章程提交股东大会属
于董事会的管辖，惟对所有持有本公司的现场或间接参与的股权出售黄金。在这样的情况下，
董事会应当要求股东有效决定于多数，并载于第 8.3 及注册成立本条款 8.4 法定人数规定的
事先书面同意。
艺术。 12 。权力的转授。董事会 AUSSI 法定额外的一个人，无论是导演还是不是，对施行
中每一级的具体内本公司执行功能。
艺术。 13 。绑定签名。
13.1 本公司须予的所有事项仅透过（i ）势必走向第三方董事会或唯一董事，或（ ii）任何
人或该人的唯一签署的附签名，其中任意两个成员的签名附这样的签字电源已经 - 被授予由
董事会或独家主任，目的则只有在这样的权力的限制。
13.2 如 A 类和 B 类董事，该公司将通过与任何乙董事连同签署任何董事的印章约束。
艺术。 14 。利益冲突。
14.1 任何合约或其他交易本公司与任何其他公司或商号受影响黄金之间应由事实，任何一个
公司的董事或高级职员或更多的是兴趣，或者是主任，副，高级职员或雇员无效有关其他公
司或商号。
14.2 本公司储备的任何董事或高级人员你有董事，高级职员或任何公司或商号与本公司须签
订合同或从事业务的员工，否则不得仅因隶属关系这样的这样的其他公司或商号的，可以预
防考虑及投票或在就任何该等合约或其他业务事项行事。
14.3 倘本公司之任何董事可于本公司的任何相反的交易，董事的个人利益这样的应当向董事
会这样的个人和对面的兴趣并且在任何交易不得考虑或表决，而该交易，而该等董事当中权
益，应当报下届股东周年大会上继。两不前几段向董事会关于本公司所有这一切都在公平条
款订立的日常业务过程中进行的交易的决议。
艺术。 15 。法定核数师（次） 。
本公司 15.1 的操作应当由一个或几个法定核数师（ S） （专员（S ） ） ，或者，凡在公
司要求由律师，独立外聘核数师（审计师）的监督。法定核数师（次）即告当选，任期不超
过六年，并符合资格膺选矣。
15.2 由指定的法定核数师（ s）将大会将于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了他们的人数，他们的薪酬和
他们的任期届满。在任法定核数师（ S）可于任何时间在股东大会由或无故被删除。
艺术。 16 。会计年度。本公司会计年度自 1 月的 1 日应各年度，并终止对第 31 届同年十二
月。
艺术。 17 。利润分配。
17.1 从公司年度净利润的 5％ （百分之五）应分配给法律规定的储备。这种分配应停止，
一旦这样的法定盈余公积的金额，以 10％的本公司股本中（百分之十）。诚如或有增加或
减少时所提供的上述第 5.3 节所须。
17.2 条股东大会决定了全年净利润的其余部分应当及时进行处理五，并独自决定派付股息时，
如在信息和通信技术决定杂役认为最适合的企业宗旨和政策。
以欧元支付的 17.3 股息可或董事会选定的，他们可能在时间和地点如支付任何其他货币可
以由董事会决定。董事会决定之条款及于本法律规定对公司的限制派付中期股息五月。
艺术。 18 。解散和清算。本公司可以解散，在任何时间，由股东大会通过决议采纳需要修
订的文章论文的方式。在公司解散的情况下，清算应是由一个或几个清盘人（谁可能是自然
人或法人）由股东大会决定有关清盘任命进行。如股东大会 AUSSI 决定的权力和清盘（
S）的酬金。

艺术。 19 。修订。这些文章可能被修改，从时间到时间，通过股东特别大会上，受法定要
求和多数派中提到的法律上的公司。
艺术。 20 。适用的法律。兹提述该法对 SPF 和法律上的公司为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具体的规
定是在文章论文的所有事项的规定。
过渡性规定
第一个业务年度开始的这一天，结束于 31 日 2014 年 12 月的。
第一次年度股东大会将于 2015 年召开。
订阅
本公司之章程细则，建立起具有马尔萨斯飞过，唯一股东，预命名，代表诚如上文所述，现
声明： （ i）向成为一名合格的投资者在法律上的 SPF 第 3 条及（ii ）认购的含义到一千（
1,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所有股份缴足论文的唯一股东为百分之一百（ 100 ％ ）以现金支付的程度，使 31000 欧元
的金额（ 31,000 - 欧元）的唯一股东支付的是从现在开始是在自由处置本公司，其证据
HAVING 飞过考虑到礼公证。
唯一股东决议
唯一股东，预命名，代表如上所述，占认缴资本，通过了如下决议：
1 。董事人数设定为 1（一）及核数师在 1（一）数量;
2 。以下为获委任为董事的人：
- 先生，预命名;
3 。下面的人被任命为法定审计师：
- 预命名; 。
4 。这之董事及法定核数师的董事会成员的任期届满时本公司 2017 年的年度股东大会，并
5 。本公司的注册办事处的地址为 L-卢森堡，

下面签名的公证你是否理解并会讲英语，特此声明，在上面的亮相派对，本契约的措辞中英
文其次是法国释放 proxyholder 的请求。同时亮相的 proxyholder 并以案例的英文和法文版本
之间的差异要求，英文版本为准。
为这事，本公证书被绘制在卢森堡，在命名这个文件开头的一天。
在阅读文档的人飞过亮相，谁所有已知
公证员通过他的姓，名，公民身份和居住地时，对方表示出现的公证，本契约签订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