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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监事辞职及补选职工监事的
公告
特别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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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职工监事王剑聪先生因工作变动
申请辞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职务。
为保证监事会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公司职工大会选
举张曦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七
届监事会届满时止。
公司监事会对王剑聪先生担任公司职工监事期间对公司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
谢。
特此公告。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十二日
附件：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张曦：男，1988 年出生，大学本科。 曾任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纳，现在北
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会计主管。
证券代码：600240

证券简称：华业资本

公告编号：2019-003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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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月 11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 39 号华业国际中心 A 座 16 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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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93,601,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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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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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徐红女士主持，会议采取现场与网
络相结合的投票方式，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符合《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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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人，出席 5 人；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董事会秘书张天骄先生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选举莘雷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股东类型

票数

A股

反对
比例（%）

293,450,887

99.9487

票数

比例（%）

票数

0.0513

股东类型

票数

A股

比例（%）

293,450,887

弃权

反对

99.9487

票数

比例（%）

150,500

票数

0.0513

比例（%）
0

0.00

3、
议案名称：选举刘奕莹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股东类型
A股

反对
比例（%）

票数
293,402,687

99.9323

票数
163,100

弃权
比例（%）
0.0555

票数
35,600

比例（%）
0.0122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票简称：昊华能源

证券代码：601101

弃权

反对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证券代码：002801

1.02

选举王德波先生为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842,956

92.4502

150,500

7.5498

0

0.00

2.01

选举刘奕莹女士为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监
事

1,794,756

90.0323

163,100

8.1817

35,600

1.786

1,842,956

92.4502

150,500

7.5498

0

股票代码：600240

股票简称：华业资本

证券简称：恒大高新

续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同意授权总经理在确保资金安全、操作合
法合规、保证日常经营不受影响的前提下，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总额不超过人
民币 5 亿元，其中 4 亿元只能购买短期银行理财产品，单笔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其余 1 亿元
民币 3,000 万元。在此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授权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 2018 年 6 月 26 日公司登载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公告》（2018-050）。

名称

编号：临 2019-005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七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产品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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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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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七届七次监事会于 2019 年 1 月 7 日以电话及传真方式
发出会议通知，于 2019 年 1 月 11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3 名，实际出席的监事
3 名，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监事刘奕莹女士主持了会议，经出席会议的监事
讨论及表决，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推举刘奕莹女士为公司新任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鉴于原公司监事会主席张焰先生已辞去公司监事职务， 现与会监事一致推举刘奕莹女
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十二日

准豁免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要约收购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
详见公司披露的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有股份无偿划转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
核准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44）、《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北
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法律意见书》及《北京
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收购北京昊华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法律意见书》。
二、控股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过户情况
2019 年 1 月 11 日，公司接到京能集团的通知，京能集团于 2019 年 1 月 11 日 取得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过户登记确认书》，京煤集团将其所持昊华能源全部股份共计
747,564, 711 股，持股比例约为 62.30%，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流通，无偿划转给京能集团的过户
工作已经完成，该部分股份已登记在京能集团下。
截至本公告日，京煤集团不再持有昊华能源股份，京能集团直接持有昊华能源 747,564,
711 股股份，持股比例约为 62.30%，成为公司控股股东。
本公司的总股本和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 总股本仍为 1,199,998,272 股，实际控制人
仍为北京市国资委。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1 月 11 日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2、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
3、上海市锦天城（南昌）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股东大会审议，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记名方式投票或网络投票方式表决，
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注册资本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1,833,618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00%；弃权：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0 股，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反对：0 股，占参会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0 股，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南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魏忠、廖怀俊
3.结论性意见：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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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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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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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备查文件
1．《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十一日

“
金雪球 - 优悦” 非
兴业银行股份
保本开放式人民币 非保本开
有限公司杭州
理财产品（3M）放式
余杭支行
杭州专属

对公司作出有罪裁判且生效后，依据新规判断是否构成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
二、公司股票交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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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1 月 16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8 年 11 月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深圳

预期年化收益率（%）

起始日期

1,000

3.0%至 3.20%

2018年 10 月 19 日

年化收
益率
（%）

3,000

4.70

赎回日期

起始日期

实际收益
金额（万
元）

终止日期

1天≤投资期〈7 天，预期最
高年化收益率 3.7%；
7 天≤投资期〈14 天，
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 3.9%；
14 天≤投资期〈30 天，
2018年 11 月 2 日
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 4.3%；
30 天≤投资期〈90 天，
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 4.5%；
投资期≥90 天，预期最
高年化收益率 4.7%。

华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杭州余杭支
行

步步增盈安心版理财产
品

开放式非
保本浮动
收益型

4,000

中融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

中融 - 恒信 1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非保本固
收型

3,000

7.20%

2018年 11 月 28 日

2019年 2 月 28 日

浙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

浙商银行人民币理财产
品专属理财 1 号 188 天
型 Z118188005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5,000

4.70%

2018年 11 月 29 日

2019年 6 月 5 日

1天≤投资期〈7 天，预期最
高年化收益率 3.7%；
7 天≤投资期〈14 天，
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 3.9%；
14 天≤投资期〈30 天，
2018年 11 月 30 日
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 4.3%；
30 天≤投资期〈90 天，
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 4.5%；
投资期≥90 天，预期最
高年化收益率 4.7%。

步步增盈安心版理财产
品（1611410000101）

开放式非
保本浮动
收益型

9,500

杭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余杭支行

“
幸福 99” 卓越增盈（尊
开放式非
享）开放式银行理财计
保本浮动
划第 180271 预约 90 天
收益型
型

9,000

4.50%

2018年 12 月 25 日

2、理财金额：人民币 3,000 万元

中融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

中融 - 汇聚金 1 号货币
基金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非保本固
收型

1,000

6.60%

2018年 12 月 26 日 2019年 3 月 26 日

3、产品类型：开放式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中融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

中融 - 圆融 1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非保本固
收型

3,000

6.60%

2018年 12 月 26 日 2019年 2 月 24 日

4、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

中融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

中融 - 恒信 1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非保本固
收型

3,000

7.20%

2018年 12 月 26 日 2019年 3 月 26 日

2018年 10 月 10 日

2019年 1 月 10 日

35.54

二、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2019 年 1 月 11 日，公司购买了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以下简称“华夏
银行” ）的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品名称：步步增盈安心版理财产品（1611410000101）

1 天≤投资期〈7 天，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 3.50%；

6,000

1天≤投资期〈7 天，预期最
高年化收益率 3.50%；
7 天≤投资期〈14 天，
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
3.70%；
14 天≤投资期〈30 天，
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
2019年 1 月 3 日
4.10%；
30 天≤投资期〈90 天，
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
4.30%；
投资期≥90 天，预期最
高年化收益率 4.50%。

3,000

1天≤投资期〈7 天，预期最
高年化收益率 3.50%；
7 天≤投资期〈14 天，
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
3.70%；
14 天≤投资期〈30 天，
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
2019年 1 月 11 日
4.10%；
30 天≤投资期〈90 天，
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
4.30%；
投资期≥90 天，预期最
高年化收益率 4.50%。

7 天≤投资期〈14 天，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 3.70%；
14 天≤投资期〈30 天，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 4.10%；
华夏银行杭
州余杭支行

0 天≤投资期〈90 天，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 4.30%；

开放式非
保本浮动
收益型

步步增盈安心版理财产
品（1611410000101）

资期≥90 天，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 4.50%。
财期限：无固定期限
6、起息日：2019 年 1 月 11 日

华夏银行杭
州余杭支行

开放式非
保本浮动
收益型

步步增盈安心版理财产
品（1611410000101）

10、主要风险：该项理财产品可能存在协议银行所揭示的本金及理财收益风险、法律及政
策风险、信用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投资风险、终止风险、信息传递风险、其他风险等。
、理财风险控制措施
合计

针对委托理财可能存在的风险，公司将采取措施如下：
述投资额度和投资期限内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公司财务负责人负责组织实施。 公司财务

2019年 3 月 25 日

47,500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的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共计 47,500 万元。
杭州微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部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所购买委托理财产品的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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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一月十二日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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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000060

公告编号：2019-09

本公司及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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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汇交公告〔2018〕55 号《关于同业拆借市场成员预约披露 2018 年度未经审计财
务报表的通知》的规定，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有色金属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
有色财务” ）2018 年未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 在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
cn)上进行披露。
深圳有色财务 2018 年未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请详见公告附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9 年 1 月 12 日

施退市风险警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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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深圳市有色金属财务有限公司
资

产

行次

2018年 12 月 31 日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资产：

1

现金

2

19,219.63

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3

69,492,867.00

存放同业款项

4

162,571,857.63

贵金属

5

拆出资金

6

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7

37,697,259.74

单位：元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行次

负债：

33

24,460.41 向中央银行借款

34

39,629,036.76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
存放款项

178,297,507.72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0.00 贴现负债
49,611,269.82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35

53,450.13

62,451,381.71

36

0.00

100,000,000.00

37

件，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或人民法院作出无罪判决，公司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恢复股票正常交易。
三、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主要方式

28
29

资产总计

60

26,045,001.48

26,045,001.48

未分配利润

61

149,489,940.48

225,779,831.50

30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62

31

所有者权益合计

32

法定代表人：龚子奇

主管会计工作公司负责人：洪毅俊

单位名称：深圳市有色金属财务有限公司
项

行次

单位：元

本 月 数

本年累计

1

653,258.91

34,144,501.44

利息净收入

2

5,579,535.46

45,232,317.88

利息收入

3

6,739,755.07

52,389,547.22

利息支出

4

1,160,219.61

7,157,229.34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5

9,080.43

649,454.08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6

14,277.05

741,568.04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7

5,196.62

92,113.96

投资收益（损失以“
-” 填列）

8

0.00

0.00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 填列）

10

-4,909,114.10

-11,914,010.08

汇兑收益（损失以“
-” 填列）

11

-31,290.50

126,834.79

其他业务收入

12

5,047.62

49,904.77

666,582,676.99

379,917,806.99

0.00

0.00

应收利息

10

0.00

0.00 预收账款

42

2,132,227.95

22,545.44

应收股利

11

0.00

0.00 应付职工薪酬

43

5,945,570.47

5,627,309.82

其他应收款

12

0.00

0.00 应交税费

44

5,482,953.40

3,891,160.31

减：坏帐准备

13

0.00

0.00 应付利息

45

1,985,787.51

590,071.19

其他流动资产

14

应付股利

46

1,182,834.82

3,288,093.70

贴现资产

15

110,994,627.82

3,345,613.33 货币兑换

47

贷款

16

964,500,000.00

965,500,000.00 其他应付款

48

58,344,287.51

58,294,550.50

减：贷款损失准备

17

4,500,000.00

21,225,000.00 预计负债

49

代理业务资产

18

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9

9,432,925.53

持有至到期投资

20

长期股权投资

21

0.00

0.00 其他负债

53

减：长期股权投资减
值准备

22

0.00

0.00 负债合计

54

13
14
二、营业支出

15

营业税金及附加

16

59,894.01

452,428.86

业务及管理费

17

1,367,149.10

15,465,132.68

资产减值损失

18

-10,825,000.00

-16,725,000.00

其他业务成本

19

-9,397,956.89

-807,438.46

34,951,939.90

20

50

21

51
52

3,239,628.89

6,396,840.25

816,677,705.14

620,479,759.91

投资性房地产

23

固定资产原值

24

19,449,186.16

18,598,409.73 实收资本

56

300,000,000.00

300,000,000.00

减：累计折旧

25

8,748,128.26

8,045,175.37 资本公积

57

22,463,429.01

22,463,429.01

固定资产净值

26

10,701,057.90

无形资产

27

845,340.90

证券简称：京投发展

2018年 12 月

目

一、营业收入

9

40

证券代码：600683

公司会计机构负责人： 蔡晓聪

利 润 表（汇总）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41

1,108,536.78 盈余公积

619,985,712.97
1,240,465,472.88

0.00

吸收存款

55

10,553,234.36 其他综合收益

545,794,151.96
1,362,471,857.10

0.00

存入保证金

所有者权益：

63
64

0.00

8

递延所得税负债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
1,240,465,472.88
计

71,728,287.47

9

0.00 代理业务负债

1,362,471,857.10

3,473,052.79 一般风险准备

38

衍生金融资产

10,147,760.90 应付债券

716,700.95

39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58

-572,350.17

-36,223.63

59

48,368,131.16

45,733,674.61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 填列）

22

10,051,215.80

加：营业外收入

23

0.00

6,456.26

减：营业外支出

24

3,358.00

3,358.00

25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 填列）

26

10,047,857.80

34,955,038.16

减：所得税费用

27

2,926,891.39

8,610,472.63

7,120,966.41

26,344,565.53

28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 填列）
法定代表人：龚子奇

主管会计工作公司负责人：洪毅俊

29
公司会计机构负责人： 蔡晓聪

编号：临 2019-002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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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京投置地房地产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投置地” ）联合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投公
司” ）、北京郭公庄投资管理公司（以下简称“郭公庄投管公司” ）参与了北京市丰台区花乡
郭公庄村 1518-L01 等地块[地铁九号线郭公庄车辆段项目（三期）土地一级开发项目 B 地
块]二类居住、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业及基础教育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竞买。
因当前土地竞买市场竞争激烈，公司参与土地竞买相关事宜涉及公司临时性商业秘密，
及时披露可能会损害公司利益，根据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事务管理制度》等相关规
定，在履行了信息披露暂缓登记审批程序后，公司对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暂缓披
露。
2019 年 1 月 11 日，京投置地、京投公司、郭公庄投管公司组成的联合体收到北京市规划
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的成交确认书，以人民币 37.20 亿元的价格获得上述地块的使用权。 三方
将按照京投置地 70%、京投公司 25%、郭公庄投管公司 5%的持股比例共同设立项目公司，负
责上述地块的开发建设。 京投公司将根据 2018 年 3 月 19 日公司董事会九届二十九次会议、
2018 年 4 月 10 日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公司与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

证券代码：000078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限公司合作投资房地产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8-017） 要求的相关
方案参与上述项目的开发。
地块的具体情况如下：
1、地块位置：本次挂牌出让宗地位于丰台区花乡郭公庄村。 宗地四至：东至四合庄西路、
南至六圈南路、西至南梗村三号路、北至郭公庄一号路。
2、地块规划指标：
建设用地面积 56736.893 平方米；
建筑控制规模 162338 平方米，其中：商品住宅面积 86347 平方米、回购回迁房面积 14150
平方米、回购公建面积 46750 平方米、配套面积（不可售）15091 平方米；
建设用地使用性质：R2 二类居住用地、B4 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业用地、A33 基础教育用
地。
3、出让年限：居住 70 年，办公 50 年，商业 40 年。
特此公告。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1 月 11 日

公告编号：2019-003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押及质押的公告

海王集团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权人

是

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
行

交易日。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已于 2018 年 8 月 17 日开市起停牌。
根据通知，公司股票继续维持停牌状态。 因我公司股票已依据原规则交易满三十个交易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资产负债表（汇总）

股东名称

日，如深圳证券交易所依据新规决定对公司股票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在暂停上市前，不

2017-099）。

金额
（万元）

华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杭州余杭支
行

根据原规则，公司股票于 2018 年 7 月 5 日停牌一天，并于 2018 年 7 月 6 日起复牌，被实

再给予我公司股票三十个交易日的交易期。 停牌期间， 若公安机关决定不立案或者撤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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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委托理财金
额（万元）

本公司及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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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或“
本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控
股股东深圳海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王集团” ）通知获悉：海王集团因业务需
要，办理了其所持公司部分股份的解押及再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解除质押情况
海王集团原于 2017 年 1 月 19 日质押予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的 28,767,
000 股股份（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1.09%）已于 2019 年 1 月 8 日解除质押。
二、质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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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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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类型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有色金属财务有限公司
2018 年未经审计财务报表在中国货币网披露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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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类型

9、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华夏银行无关联关系

江苏雅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存在重大违法强制退市风险提示性公告
一、公司股票存在重大违法强制退市风险

产品名称

8、风险等级：PR2 稳健型

公告编号：2019-002

或重大遗漏

受托人名称

杭州银行股 “
幸福 99” 金钱包开放
份有限公司 式银行理财计划
余杭支行
（201501 期）

7、购买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公告编号：2019-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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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运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周转和主营业务正常
开展需要。 通过进行适度的理财，可以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

可购买信托公司、资产管理公司、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的理财产品，单笔不超过人

公告编号：2019-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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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9 年 1 月 11 日（星期五）下午 14 点 30 分
（2）网络投票时间：2019 年 1 月 10 日（星期四）下午 15:00 至 2019 年 1 月 11 日（星期
五）下午 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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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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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投票的
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10 日下午 15:00 至 2019 年 1 月 11 日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开发区金庐北路 88 号，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朱星河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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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人，代表股份 111,833,618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36.963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 人，代表股份 111,833,618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36.963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0 人， 代表股份 0 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0 人， 代表股份 0 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证券简称：*ST 百特

会第二十次会议、2018 年 7 月 12 日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继

下：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2323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杭州微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 2018 年 6 月 2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

证券简称：中金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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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控股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概述
昊华能源” 、“公司” )控股股东北京京煤集团有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京煤集团” )将其持有的昊华能源 747,564, 711 股股份，持股比例约为
62.30%的国有股份全部无偿划转给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京能集团” )。
本次股权划转事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2018 年 8 月 7 日披露的《北京昊华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8-030）；2018 年 10 月 25 日
披露的 《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8-036）；2018 年 11 月 7 日披露的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北
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京煤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国有股权无偿划转项目之法律意见书》；2018 年 11 月 24 日披露的《北京
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
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42）；2018 年 12 月 6 日披露的《北京昊
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之反馈意
见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43）、《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中国证监会行
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81806 号]之反馈意见回复》及《北京市京师律师事
务所关于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收购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股份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2018 年 12 月 26 日，上述国有股份无偿划转事项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

行审计。

一、理财产品赎回情况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国有股份无偿划转过户登记工作的公告

证券代码：002591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9 年 1 月 10 日，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到期赎回，主要情况如

特别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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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七届二十四次董事会于 2019 年 1 月 7 日以书面及电话
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2019 年 1 月 11 日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由公司董事长徐红女士主
持，会议应出席的董事 5 人，实际出席的董事 5 人，其中独立董事 2 人，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2018 年修订版）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的议案，形成如下
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改选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会成员已调整恢复为 5 人，为保证各专门委员会顺利开展工作，董事同意
对各专门委员会成员作出如下调整：
1.战略委员会成员三人，由董事徐红女士、独立董事王德波先生、独立董事黄健先生组
成，其中徐红女士为召集人。
2.提名委员会成员三人，由董事莘雷先生、独立董事王德波先生、独立董事黄健先生组
成，其中王德波先生为召集人。
3.审计委员会成员三人，由董事蔡惠丽女士、独立董事王德波先生、独立董事黄健先生组
成，其中黄健先生为召集人。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三人，由董事徐红女士、独立董事王德波先生、独立董事黄健先
生组成，其中王德波先生为召集人。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十二日
股票简称：华业资本

公告编号：2019-008

杭州微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进展公告

编号：临 2019-004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二十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股票代码：600240

证券简称：微光股份

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提交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两项,为出席会议股东表决议案，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两项
议案均为普通议案，应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宁律师、王亭亭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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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 月 12 日

0.00

2、
议案名称：选举王德波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票数

1.01

比例（%）
0

同意

议案名称

B44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选举莘雷先生为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董事

弃权

150,500

同意

议案
序号

2019年 1 月 12 日 星期六

合计

证券简称：瑞和股份

质押数量（股）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到期日期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

28,767,000

2019年 1 月 8
日

办理完解除质
押登记之日

2.36

28,767,000

证券代码：002620

上述质押已于 2019 年 1 月 8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
手续。
三、截止目前海王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质押情况
截至 2019 年 1 月 11 日，海王集团共持有本公司 1,216,445,128 股股份，约占公司总股本
的 45.96%，其中 1,214,318,878 股存在质押，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45.88%。
四、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登记证明（部分解除质押登记）；
2、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质押用途

融资需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一九年一月十一日

2.36

公告编号：2019-005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实缴注册资本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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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退市公司重新上市实

董事会

施办法（2018 年修订）〉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 ），公司继续维持停牌状态，待人民法院

2019 年 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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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23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使用募集资金实缴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及开立新的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同意公司将 IPO
募投项目“
定制精装 O2O 平台建设及营销网络升级项目” 的实施主体由深圳瑞和建筑装饰
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瑞和股份全资子公司深圳瑞和家居装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

和家居” ）。 本次变更履行完相关审批手续后，公司将用募集资金实缴瑞和家居的注册资本。
近日，公司已办理完成全资子公司瑞和家居注册资本实缴的工商公示登记，实缴注册资
本 1000 万元人民币，公司已完成对瑞和家居实缴出资的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一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