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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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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雏鹰农牧，证券代码：002477）于

2018年9月18日、2018年9月19日、2018年9月20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了20%，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的说明

（一）公司正在筹划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公司因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公司股票自2018年6月22日（星期五）开市起停牌，由于本次交易

所涉及的投资标的较多，工作量较大，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尚未完成，目

前尚不具备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的条件；公司股票于2018年9月13日

（星期四）开市起复牌并继续推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9月13日公司在巨潮

资讯网（https://www.cninfo.com.cn）和《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关于继续推进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暨股票复牌的公告》。

（二）公司董事会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实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情况，公司对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目前公司控股股东股票质押，可能出现债务违约风险，对公司融资信用有一定的影响；公司在2018

年贷款到期相对集中，加之国家政策和行业的负面影响，部分非银行金融机构要求公司提前还贷或追加增

信措施，公司出现了暂时性现金流紧张；因公司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借款纠纷，公司部分土

地房产被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查封。上述事项公司已经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2018年8月，国内生猪市场陆续出现“非洲猪瘟”疫情，对生猪市场有一定的影响。经公司自查，截至本

公告日，公司未发现有任何疑似“非洲猪瘟” 的疫情，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有序。

3、近期公共传媒未报道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4、除继续推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重大事项外，不存在其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外，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截止目前，公司筹划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尚未最终确定，相关交易方尚未签署正式协议；上述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尚需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提醒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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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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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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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通过信托计划持有的公司

股份遭遇平仓

被动减持暨风险提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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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侯建芳先生和

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核心管理人员的通知，由于近日公司股价下跌，其通过信托计划持有

的公司股份遭遇平仓，出现被动减持，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被动减持的信托计划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

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51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为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侯建芳先生和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于2015年7月16日至2015年11

月13日之间通过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合计分别增持公司股票9,388,656股、6,261,861股[2016年6月24日公司实

施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2016年4月20日的总股本1,045,053,21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2元人民币

（含税）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0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股份增至28,165,968股、

18,785,58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0%、0.60%，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7月22日及11月14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

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61）、《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113）、《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核心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15-112）。参与增持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侯建芳先生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核心管

理人员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法定期限内及增持计划完成后六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票。上述承

诺均得到严格执行。

2017年12月，鉴于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已到期，并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

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侯建芳先生和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作为

次级委托人，分别于2017年12月25日、2017年12月19日委托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信

托” ）设立了“骏惠5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骏惠5号” ）“骏惠6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

简称“骏惠6号” ），分别通过上述人员成立的信托计划以大宗交易方式承接了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具体内容详见2017年12月27日、2017年12月20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通过信托计划承接其通过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关于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核心管理人员通过信托计划承接

其通过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二、本次被动减持情况

近期，公司股价持续下跌，“骏惠5号”“骏惠6号”触发止损线，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侯建芳先生

和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核心管理人员未及时补充信用增强资金，云南信托于2018年9月19

日按照上述信托计划优先级委托人指令，平仓了“骏惠5号” 、“骏惠6号”持有的公司股份28,165,968股、

18,785,583股，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0.90%、0.60%，具体情况如下：

（一）“骏惠5号”被动减持情况

本次被动减持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侯建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288,507,159股（包括直接持股

及通过信托计划间接持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1.10%；侯建业先生持有公司股票47,160,960股，占公司总股

本1.50%；侯杰先生持有公司股票47,160,960股，占公司总股本1.50%；深圳市聚成企业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聚成股份” ）持有公司股票34,469,622股，占公司总股本1.10%；侯建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

侯建业先生与侯杰先生通过信托计划持有公司股票34,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1.08%。综上，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侯建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侯建业先生、侯杰先生、聚成股份合计持有公司股票1,451,298,

701股（包括直接持股及通过信托计划间接持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6.29%。

2018年9月19日，云南信托通过二级市场以1.94元/股的价格减持了“骏惠5号”持有的公司股份28,165,

96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0%；减持后“骏惠5号” 不再持有公司股份。

本次被动减持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侯建芳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260,341,191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40.20%；侯建业先生持有公司股票47,160,960股，占公司总股本1.50%；侯杰先生持有公司股票47,160,

960股，占公司总股本1.50%；聚成股份持有公司股票34,469,622股，占公司总股本1.10%；侯建芳先生及其一

致行动人侯建业先生与侯杰先生通过信托计划持有公司股票34,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1.08%。综上，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侯建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侯建业先生、侯杰先生、聚成股份合计持有公司股票1,

423,132,733股（包括直接持股及通过信托计划间接持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5.39%。

（二）“骏惠6号”被动减持情况

2018年9月19日，云南信托通过二级市场以1.94元/股的价格减持了“骏惠6号”持有的公司股份18,785,

58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0%；减持后“骏惠6号” 不再持有公司股份。

三、其他相关说明

1、由于公司股价持续下跌，“骏惠5号”“骏惠6号”触发止损线，云南信托减持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侯建芳先生和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核心管理人员通过信托计划持有的公司股

票，造成上述人员股份被动减持。

2、截至本公告日，“骏惠5号”“骏惠6号”持有的公司股份已全部变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侯

建芳先生和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核心管理人员作为上述信托计划次级委托人未产生任何

收益，出资额及补仓金额合计12,500万元已全部损失。

3、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侯建芳先生和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核心管理人员

未提前获悉公司任何重要未披露的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交易公司股票的行为。

4、本次被动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5、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人员所持公司股份的后续变化情况，并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代为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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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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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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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再次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

对2018年半年报问询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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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9月6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

对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半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半年报问询函【2018】第12号）（以下简称

“问询函” ）。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及中介机构积极准备问询函的回复工作，对涉及的问题进行逐

项落实与回复。鉴于该问询函所涉及的事项较多、工作量较大，部分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核对、分析，同时中

介机构需要履行相关核查程序及内部审批流程， 公司无法在2018年9月12日前按要求完成全部回复工作。

为更好的完成回复工作，保护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经与有关各方充分讨论、审慎研究，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

所申请延期回复本次问询函至2018年9月20日前。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对2018年

半年报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11）。

由于问询函涉及的内容较多，部分事项还需要进一步核实、补充和完善，公司尚不能9月20日完成相关

工作，故再次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回复问询函。公司将加快进度，争取在2018年9月27日完成本次问

询函的回复工作，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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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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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盛文化” 或“公司” ）股票（股票简称：美盛文化，股票代码：

002699） 交易价格于2018年9月18日、9月19日、9月20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3.8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属于股票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二） 公司近期未发现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三）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经询问，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

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五）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六）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七）公司2018年上半年度净利润为人民币11,374.9万元，公司2018年1-9月预计净利润变动区间为人民

币18,106.69万元至33,195.6万元，预计变化幅度为-40.00%至10.00%,变动原因为较2017年同期经营业绩上升，

投资收益减少。公司现阶段经营业绩情况良好。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自2018年2月5日起至今严格按照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

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重大资产重组》、《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停复牌业务》等规则的有关规定

申请了停复牌，并严格按照披露要求定期公告事项进展情况。目前重组工作仍在继续推进中，本次交易尚需

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是否能够获得审议通过尚存在不确定性， 交易的最终方案需以公司董事

会、股东大会审议并披露的方案为准。

除上述内容外，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一）公司经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二）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

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20日

证券代码：002323� � � �证券简称：*ST百特 公告编号：2018-123

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存在暂停上市风险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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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股票存在暂停上市风险

2017年4月7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调查通知书》（编号：

稽查总队调查通字171088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被立案调查。公司已于2017年4月8日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进行了披露（公告编号：2017-023）。

2017年5月12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编号： 处罚字[2017]54

号）。公司已于2017年5月13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进行了披露（公告编号：2017-053）。

2017年12月1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编号：[2017]102号）。公司已于2017年12月

16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进行了披露（公告编号：2017-099）。

2018年7月4日，公司收到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发来的《关于通报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嫌犯罪

案被中国证监会移送公安机关的函》（中小板函【2018】第5�号），公司因涉嫌构成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

信息罪，已于近日被中国证监会移送公安机关。公司已于2018年7月5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进

行了披露（公告编号：2018-091）。

公司因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第 14.1.1� 条第（八）规定的因重大信

息披露违法被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存在暂停上市风险。公司自2018年7月6日起，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公

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二、公司被移送公安机关具体情况

2018年7月4日，公司收到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发来的《关于通报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嫌犯罪

案被中国证监会移送公安机关的函》（中小板函【2018】第5�号），公司因涉嫌构成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

信息罪，已于近日被中国证监会移送公安机关。公司已于2018年7月5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进

行了相关披露（公告编号：2018-091）。

三、公司股票交易安排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13.2.5条的规定，公司股票于7月5日停牌一天，

并于7月6日起复牌，交易三十个交易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将自公司股票复牌三十个交易日期限届满后的次

一交易日对公司股票实施停牌。 公司股票自2018年7月6日复牌之日起至2018年8月16日， 已满三十个交易

日。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ST百特；证券代码：002323）已于2018年8月17日开市起停牌，待深

圳证券交易所根据相关规则作出后续安排。

四、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主要方式

公司将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接受投资者咨询：

（1）投资者互动平台网址：http://irm.p5w.net

（2）咨询电话：021-32579919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21日

证券代码：002127� � � �证券简称：南极电商 公告编号：2018-101

南极电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部分股权补充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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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极电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张玉祥先生的通知，

获悉张玉祥先生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进行了补充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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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质押开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押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的比

例

用途

张玉祥 是

3,000,000 2018

年

9

月

18

日

2019

年

4

月

22

日

华宝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0.46%

补充质

押

张玉祥 是

1,950,000 2018

年

9

月

18

日

2019

年

4

月

25

日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0.30%

补充质

押

合计

4,950,000 0.76%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玉祥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654,899,49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6.68%；其一致行动人

朱雪莲女士及上海丰南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丰南” ）分别持有公司股份67,606,947股、75,

118,83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分别为2.75%、3.06%。张玉祥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797,

625,26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2.49%。

张玉祥先生累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372,435,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56.87%，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15.17%。其一致行动人朱雪莲女士及上海丰南无质押股份。

三、其他情况说明

本次质押主要用于前次股票质押的补充质押，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是张玉祥先生为防范风险而主动进

行的补充质押。截至本公告日，张玉祥先生所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上述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

制权变更。

公司将持续关注张玉祥先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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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华宝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

3、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

特此公告。

南极电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1678� � � � �股票简称：滨化股份 公告编号：2018-045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延期购回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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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之一刘维群关于其办理了股份质

押延期购回的通知。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2017年9月22日，刘维群将其持有的750,000股公司股份质押给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占当时公司总

股本的0.0631%。具体情况详见公司2017年9月26日披露的《滨化股份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

易的公告》（临2017-047）。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其质押股份变为975,000股。2018年9月6日，

刘维群将其持有的525,000股公司股份质押给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对上述质押股份的补充质押，占

公司总股本的0.0340%， 详见公司2018年9月7日披露的 《滨化股份关于控股股东补充质押的公告》

（2018-042）。上述质押及补充质押股份合计为1,500,000股，原定购回日期为2018年9月20日。

2018年9月20日，刘维群针对其质押的1,500,000股股份办理了延期购回业务，购回日期延长至2019年3

月20日。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张忠正及其一致行动人（张忠正、石秦岭、王树华、王黎明、金建全、初照

圣、李德敏、杜秋敏、刘维群、赵红星等十人）（以下简称“控股股东” ）。截至本公告日，刘维群持有公司股

份16,768,90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858%，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1,500,000股，占其持股总数的8.9451%，占公

司总股本的0.0971%。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控股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71,957,591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4.0843%。控股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1,500,000股，占其持股总数的0.4033%，占公司总股本的0.0971%。

刘维群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未来将通过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等方式偿还。其质押股份

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若出现平仓风险，刘维群

将通过补充质押或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风险。

上述质押事项如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披露。

特此公告。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20日

证券代码：601678� � � �证券简称：滨化股份 公告编号：2018-046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提前终止减持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 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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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刘维群持有滨化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16,768,90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858%。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2018年7月30日，公司披露《滨化股份控股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2018-040），刘维群拟减持股份不超过70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0453%，减持价格为按市场价

格，减持期间为2018年8月17日至2019年2月13日。截至本公告日，刘维群在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内未实施减

持，并决定提前终止本次减持计划。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张忠正

5%

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129,729,600 8.4000% IPO

前取得：

129,729,600

股

石秦岭

5%

以下股东

61,775,813 4.0000% IPO

前取得：

61,775,813

股

李德敏

5%

以下股东

26,141,232 1.6926% IPO

前取得：

26,141,232

股

王黎明

5%

以下股东

25,927,200 1.6788% IPO

前取得：

25,927,200

股

金建全

5%

以下股东

25,909,441 1.6776% IPO

前取得：

25,909,441

股

王树华

5%

以下股东

24,336,000 1.5758% IPO

前取得：

24,336,000

股

初照圣

5%

以下股东

24,055,200 1.5576% IPO

前取得：

24,055,200

股

杜秋敏

5%

以下股东

20,653,402 1.3373% IPO

前取得：

20,653,402

股

刘维群

5%

以下股东

16,768,903 1.0858% IPO

前取得：

16,768,903

股

赵红星

5%

以下股东

16,660,800 1.0788% IPO

前取得：

16,660,800

股

上表中的十人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仅为刘维群单独实施。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张忠正

129,729,600 8.4000%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石秦岭

61,775,813 4.0000%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李德敏

26,141,232 1.6926%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王黎明

25,927,200 1.6788%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金建全

25,909,441 1.6776%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王树华

24,336,000 1.5758%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初照圣

24,055,200 1.5576%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杜秋敏

20,653,402 1.3373%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刘维群

16,768,903 1.0858%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赵红星

16,660,800 1.0788%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合计

371,957,591 24.0843%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其他情形：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

/

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减持完成情

况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股比

例

刘维群

0 0%

2018/8/17～

2019/2/13

集中竞

价交易

0－0 0

未完成：

700,000

股

16,768,903 1.0858%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未实施减持并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四)(四)

(一)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未实施减持并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五)(五)

(二)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基于目前二级市场形势及对公司价值的合理判断，刘维群决定提前终止本次减持计划。

特此公告。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9/20

证券代码：002019� � � �证券简称：亿帆医药 公告编号：2018-066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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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09月20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程先锋先生的通知，

获悉程先锋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票被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股）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程先锋 是

8,000,000

2018

年

9

月

18

日

2018

年

12

月

14

日

招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1.53%

用于办理股 票

质押式回 购交

易业务 补充质

押

程先锋 是

7,000,000

2018

年

9

月

18

日

2019

年

2

月

27

日

招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1.34%

用于办理股 票

质押式回 购交

易业务 补充质

押

程先锋 是

5,000,000

2018

年

9

月

19

日

2019

年

4

月

18

日

申万宏源证券有

限公司

0.96%

用于办理股 票

质押式回 购交

易业务 补充质

押

程先锋 是

5,000,000

2018

年

9

月

19

日

2019

年

6

月

11

日

中国银河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0.96%

用于办理股 票

质押式回 购交

易业务 补充质

押

合计

-- 25,000,000 -- -- 4.80% --

本次补充质押为程先锋先生对2017年4月、6月、12月和2018年2月与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展的股份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补充质押，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具

体详见公司于2017年4月21日、2017年6月14日、2017年12月19日、2018年3月2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

控股股东部分股票被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21）、《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票质押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7-024）、《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票被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67）、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票被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6）。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2018年09月20日，程先锋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为521,196,30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43.18%。其

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数量为225,697,300股，占其个人持股比例43.30%，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8.70%。

三、其他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程先锋先生资信情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偿还能力，其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也不会

导致其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如若出现平仓风险，程先锋名下尚有295,499,007股可用于补充质押。公司控股

股东程先锋先生未来股份变动如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情形，将严格遵守

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名单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09月21日

证券代码：600701� � � �证券简称：*ST工新 公告编号：2018-119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董事长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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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期收到张大成先生的辞职

报告，张大成先生因个人身体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等所有职务。根据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张大成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为保证公司规范运作， 生产经营活动有序开展，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完成董事及董事长的补选工

作。

公司董事会对张大成先生在任职期间的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701� � � �证券简称：*ST工新 公告编号：2018-120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厦门信托一红博会展

单一资金信托违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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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获悉，公司委托厦门信托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厦门信托” ）设立的“厦门信托一红博会展单一资金信托”（以下简称“本信托” ）在信托还

款日无法按时支付贷款本息，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信托基本情况

工大高新于2017年9月29日与厦门信托签订了 《厦门信托一红博会展单一资金信托合同》（以下简称

“信托合同” ），公司就本次信托借款与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林证券” ）开展信托受益权资

产证券化业务，设立“华林证券-红博会展信托受益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本次专项计划发行的资产支持证

券规模9.5亿元，其中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发行规模为9.0亿元，次级资产支持证券发行规模0.5亿元。公司作

为专项计划差额支付承诺人，承诺在专项计划存续期内每一个资金确认日，若专项计划内的资金余额按照约

定的分配顺序不足以支付当期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预期支付额时， 对专项计划资金不足以支付各期优先级

资产支持证券预期支付额的差额部分承担支付义务。 哈尔滨工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工大高新的差额支付

义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具体详见公告（公告编号：2017-007）。

二、违约情况

近期，公司资金流动性存在较大困难。该信托第三期应付本息为37,210,684.93元人民币，第四期应付本息

为36,889,315.07元人民币，合计应付74,100,000.00元人民币。2018年6月，公司已支付厦门信托9,000,000.00元

人民币。截至目前，尚余 65,100,000.00元人民币，未能按时足额归集。按照《信托合同》，该事项已触发“违约

处理” 约定条款，厦门信托宣布该信托贷款于2018年9月18日提前到期，并要求公司于2018年9月18日向其归

还全部未偿贷款本金及相应利息。

三、违约进展情况及后续工作安排

公司正积极与各机构沟通、协商后续偿还方案。同时公司将敦促工大集团尽快偿还违规占用资金用于偿

还信托贷款本息。此外，公司还将通过加强红博商业的经营，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同时开源节流、降低经营成

本，进而提高公司效益，红博商业也将积极筹集资金做为偿还义务人履行职责。公司管理层将保持与投资者

及主承销商、相关中介机构密切沟通，做好相关后续工作，并根据相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就本次未能按时归集本息事宜向相关产品持有人致以最诚挚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048� � � �证券简称：保利地产 公告编号：2018-074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变更英文名称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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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9月13日披露了《保利房地产（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12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69）、《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审议变更公司名称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0）、《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1），于2018年9月20日披露了《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由于工作人员笔误，公司名称变更涉及的英文名称有误，现更正如

下：

原内容为：Poly� Development� Holding� Group� Co.,� Ltd.

更正为：Poly� Developments� and� Holdings� Group� Co.,� Ltd.

上述公告及会议资料中涉及公司英文名称的相应更正。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其它内容不变，敬请投资者

关注。

特此公告。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2018年 9月 21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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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项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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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本公司获得如下重大项目，现予公布供投资者参阅。

序号 项目获得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亿元）

一 房屋建筑

1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 上海积塔半导体特色工艺生产线勘察设计施工一体化工程项目

46.5

2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

湖北武汉京东方高世代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

TFT-LCD

）生产线

项目总包工程项目

45.9

3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

湖北恩施七里坪产业园（一、二期）、七里坪公租房、七里大道（东来大

道

-

金龙大道）道路工程投资建设一体化工程项目

39.5

4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 云南昆明康美健康城项目施工总承包工程项目

33.5

5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 江苏南京产业技术研究院（装配式）工程总承包工程项目

23.5

6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 湖北鄂州城南（小桥安置点）棚户区改造工程施工项目

22.2

7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 广东佛山奇槎项目土建总包工程项目

21.0

二 基础设施

1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昆明富禄高速公路（富民县至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总承包工程

项目

103.0

2

中建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西藏国道

109

线那曲至拉萨公路改建工程（那曲至羊八井段）第一标段

施工项目

56.1

3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 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游乐设施施工项目

21.5

4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 天津宝坻区棚户区改造基础设施配套工程

EPC

总承包项目

19.7

项目金额合计

432.4

项目金额合计

/2017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4.1%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