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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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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月 14日，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收到公司股东云

南省核工业二 0九地质大队（以下简称“二 0九队” ）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 0 九队及其一致行动

人云南云核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二 0 九队持有其 100%股权，以下简称“云核矿业” ）于 2012 年 5 月 4 日至

2019年 2月 13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净减持公司股份 31,006,036 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的 5.00%。 减持后，二 0九队持有公司股份 48,047,964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7.36%。 现将本次权益变

动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权益变动情况

1、股东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期间 均价（元） 变动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云南省核工业二 0

九地质大队

大宗交易 2012年 5 月 4 日 22.97 -165.0000 0.51%

大宗交易 2015年 3 月 16 日 16.73 -500.0000 0.77%

大宗交易 2016年 3 月 2 日 17.39 -500.0000 0.77%

大宗交易 2016年 6 月 7 日 15.58 -300.0000 0.46%

集中竞价交易

2018年 4 月 4 日

至 9 月 18 日

10.34 -766.1525 1.17%

集中竞价交易

2018年 11 月 7 日

至

2019 年 2 月 13 日

5.61 -869.4511 1.33%

云南云核 矿业集

团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2015年 7 月 28 日

至 8 月 12 日

16.42 121.8500 0.19%

集中竞价交易

2016年 11 月 10 日

至 11 月 11 日

15.09 -55.8500 0.09%

集中竞价交易

2018年 3 月 14 日

至 3 月 15 日

12.17 -66.0000 0.10%

合计 - - - -3,100.6036 5.00%

注：上表“变动股数”一列中的数值，正数为增持，负数为减持。

表中 2012 年 5 月 4 日股份变动比例根据公司当时总股本（326,560,000 股）计算，后续增、减持股份比

例根据公司当时总股本（653,120,000股）计算。

2、股东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云南省核工业

二 0 九地质大

队

合计持有股份 40,352,000 12.36% 48,047,964 7.3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0,352,000 12.36% 48,047,964 7.36%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云南云核 矿业

集团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0 0 0 0

合计 一 40,352,000 12.36% 48,047,964 7.36%

注 1：表中减持前的股东持股比例以当时总股本（326,560,000 股）计算，减持后的股东持股比例已根据

最新股本（653,120,000股）计算。

注 2：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云南省核工业二 0九地质大队持有公司股票 40,352,000股。 2013

年 5月 13日，公司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10 股，云南省核工业二 0 九地质大队持股数量增

加至 77,404,000股。

二、股东所作股份锁定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1、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前，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二O九队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向发行人回售本人持有的上述

股份。

上述承诺已于 2011年 6月 8日履行完毕。

2、2015年 7月 28日至 8 月 12 日期间， 公司股东二 0�九队全资子公司云核矿业增持公司股票 1,218,

500股。 二 0�九队及云核矿业承诺：在增持期间及在增持完成后 6�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2015�年 8�月 14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下属

企业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截止目前，上述承诺均已履行完毕，二 0�九队及云核矿业严格履行上述承诺，未发现违反相关承诺的

情形，上述减持未违反相关承诺。

三、其他相关说明

1、二 0九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2、上述权益变动具体情况参见于 2019 年 2 月 15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

四、备查文件

云南省核工业二 0九地质大队出具的《简式权益报告书》。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02月 15日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云南锗业

股票代码：002428

信息披露义务人：云南省核工业二 0九地质大队

住所：昆明高新区科高路 2007号

通讯地址：昆明高新区科高路 2007号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签署日期 ：2019年 2月 14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 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司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以

下简称《准则第 15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

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第 15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包

括其一致行动的他人）在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

少其在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

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 义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用语具有如下涵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云南省核工业二 0九地质大队

一致行动人 指 云南云核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锗业 指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云南省核工业二 0九地质大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

有限公司股份比例累计减少 5%。

本报告书 指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省核工业二 0九地质大队

性质：事业单位法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300004314202345

法定代表人：刘凤祥

开办资金：5306万元人民币

举办单位：云南省国防科技工业局

宗旨和业务范围：为国家建设提供地矿勘查服务；放射性矿产及其他固体矿产地质调查与勘查、区域地

质调查、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查、环境地质调查，地球物理与地球化学勘查、遥感地质勘查、地质测绘与工程

测量、地质勘探、岩石矿物及水质分析鉴定、宝石玉石鉴定与开发利用研究、地质资料收集分析、地质技术研

究推广。

住 所：昆明高新区科高路 2007号

税务登记证号码：125300004314202345

云南省核工业二 0九地质大队为云南省国防科技工业局下属事业单位。

通讯地址：昆明高新区科高路 2007号

邮政编码：650106

联络电话：0871-65328952

2、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云核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000067144703Q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戛纳小镇 AC幢 DB-4-11

法定代表人：刘凤祥

注册资本：壹亿元整

成立日期：2013年 05月 15日

营业期限：2013年 05月 15日至 2038年 05月 15日

经营范围：采矿，有色金属生产、矿产品销售；矿产资源勘探开发的技术咨询；矿产机械设备销售、租赁、

普通机械的租赁；物流及道路运输；仓储及租赁服务；物业管理；进出口业务。 （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税务登记证号码：91530000067144703Q

主要股东：云南云核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为云南省核工业二 0 九地质大队全资下属企业，云南省核工业

二 0九地质大队持有其 100%股权。

通讯地址：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戛纳小镇 AC幢 DB-4-11

3、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控制关系如下：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主要负责人

刘凤祥先生目前担任云南省核工业二 0九地质大队大队长职务，担任云南云核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职务，性别：男，身份证号：530122196407******，国籍：中国，长期居住地：中国，未取得其他国家

和地区的居留权。

刘凤祥先生目前还任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职务，任云南金山矿业有限公司董事职

务。 目前，刘凤祥先生未持有云南锗业股票。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境内或境外上市公司的发行在外股份总额百分之五以上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云南省核工业二 0九地质大队除持有云南锗业 5%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外，

未持有、控制其他任何上市公司 5%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自身资金需求。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16 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信息披露义务人云南省核工业二 0 九地质大队计划自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减持云南锗业股份不超过

1300万股，即不超过云南锗业股份总数的 1.99%。 截止本次权益变动报告书发布之日，已累计减持 8,694,511

股。 本报告签署日后未来 12个月内，云南省核工业二 0九地质大队不排除继续减少在云南锗业中拥有权益

的计划。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云南省核工业二 0 九地质大队及其一致行动人在 2012 年 5 月 4 日至 2019 年 2 月 13 日期间通过集中

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减持云南锗业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31,006,036股，占云南锗业总股本的 5.00%。 具体情

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期间 均价（元） 变动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云南省核工业二 0

九地质大队

大宗交易 2012年 5 月 4 日 22.97 -165.0000 0.51%

大宗交易 2015年 3 月 16 日 16.73 -500.0000 0.77%

大宗交易 2016年 3 月 2 日 17.39 -500.0000 0.77%

大宗交易 2016年 6 月 7 日 15.58 -300.0000 0.46%

集中竞价交易

2018年 4 月 4 日

至 9 月 18 日

10.34 -766.1525 1.17%

集中竞价交易

2018年 11 月 7 日

至

2019 年 2 月 13 日

5.61 -869.4511 1.33%

云南云核 矿业集

团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2015年 7 月 28 日

至 8 月 12 日

16.42 121.8500 0.19%

集中竞价交易

2016年 11 月 10 日

至 11 月 11 日

15.09 -55.8500 0.09%

集中竞价交易

2018年 3 月 14 日

至 3 月 15 日

12.17 -66.0000 0.10%

合计 - - - -3,100.6036 5.00%

注：上表“变动股数”一列中的数值，正数为增持，负数为减持。

表中 2012 年 5 月 4 日股份变动比例根据云南锗业当时总股本（326,560,000 股）计算，后续增、减持股

份比例根据云南锗业当时总股本（653,120,000股）计算。

（二）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云南省核工业

二 0 九地质大

队

合计持有股份 40,352,000 12.36% 48,047,964 7.3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0,352,000 12.36% 48,047,964 7.36%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云南云核 矿业

集团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0 0 0 0

合计 一 40,352,000 12.36% 48,047,964 7.36%

注 1：表中减持前的股东持股比例以当时总股本（326,560,000 股）计算，减持后的股东持股比例已根据

最新股本（653,120,000股）计算。

注 2：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云南省核工业二 0九地质大队持有云南锗业股票 40,352,000 股。

2013年 5月 13 日，云南锗业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权益分派实施后，云南省核工业

二 0九地质大队持股数量为 77,404,000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述减持行为已经相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批。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股份受限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云南省核工业二 0九地质大队质押其持有的云南锗业股票 2,400万股，约占公司

总股本的 3.67%。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云南锗业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自本次权益变动发生之日起前六个月内，买卖云南锗业股份的情况如下：

减持方式 股份种类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元）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集中竞价交易 无限售流通股 2018年 8 月 6.83 29.2900 0.04%

集中竞价交易 无限售流通股 2018年 9 月 6.41 159.0800 0.24%

集中竞价交易 无限售流通股 2018年 11 月 5.66 486.1229 0.74%

集中竞价交易 无限售流通股 2018年 12 月 5.51 99.0082 0.15%

集中竞价交易 无限售流通股 2019年 1 月 5.24 67.1100 0.10%

集中竞价交易 无限售流通股 2019年 2 月 5.66 217.2100 0.33%

合 计 - - - 1057.8211 1.62%

除此之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没有买卖云南锗业股份的情形。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云南省核工业二 0九地质大队

法定代表人： 刘凤祥

签署日期：2019年 2月 14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云南省核工业二 0九地质大队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

二、云南省核工业二 0九地质大队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文件；

备查文件备置地点：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置备于云南锗业办公地点。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云南省临沧市

股票简称 云南锗业 股票代码 002428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云南省核工业二 0 九地质大队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云南省昆明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无限售流通股

持股数量：4,035.2000 万股

持股比例：12.36%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无限售流通股

变动数量：3,100.6036 万股， 变动比例：5.00%

变动后数量：4,804.7964 万股， 变动后的比例：7.36%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

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不适用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

准

不适用

是否已得到批准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云南省核工业二 0九地质大队

法定代表人： 刘凤祥

签署日期：2019年 2月 14日

证券代码：603385� � � �证券简称：惠达卫浴 编号：2019-005

惠达卫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首次实施回购股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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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达卫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 年 11 月 12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8 年 11 月 28 日召开了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等相关

议案，并于 2018年 12月 5日、2019年 1月 3日、2019年 2月 1日分别披露了《关于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公

告》，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

告（公告编号：2018-065、2018-070、2018-073、2018-077、2018-078、2019-001、2019-00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

(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

份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回购细则》” ）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公司应当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

次日予以公告。 现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14 日首次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回购股份，回购股份数量为 817,640 股，占公司目

前总股本（369,396,444股）的比例约为 0.22%。购买股份最低成交价为 9.27元 /股，最高成交价为 9.56元 /

股，成交总金额约为 767.87万元（不含交易费用）。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公司首次回购

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申报时段符合《回购细则》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二十

条的相关规定。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惠达卫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2月 15日

证券代码：600776� � 900941� � � �股票简称：东方通信 东信 B股 编号：临 2019-005

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风险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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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A 股股票于 2019 年 2 月 11 日、2019 年 2 月

12日、2019年 2月 13日、2019年 2月 14日涨停。 截至 2019年 2月 14日，公司 A股股票收盘价格为 18.30

元。 公司股票价格近期波动较大，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一）截至 2019年 2月 14日，本公司静态市盈率为 194.44（数据来自同花顺 IfinD），根据中证指数有

限公司发布的证监会行业市盈率显示公司所处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市盈率为 28.6，公司

市盈率高于行业市盈率水平。 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根据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公司主营业务主要为企业网和信息安全产业、智能自助设备产业、

信息通信技术服务与运营产业和其他产业等，截止目前，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 其中，公司智能自助设

备产业 2017年的营业收入占比为 36%，截止目前，该产业主要产品为现金类、非现金类自助设备及软件服

务，与 5G通信网络建设没有关联；公司其他产业 2017年的营业收入占比为 29%，截止目前，该产业主要为

制造服务产业与园区服务租赁业务等，与 5G通信网络建设没有关联；公司企业网与信息安全产业 2017 年

的营业收入占比为 13%，截止目前，该产业主要产品为 PDT 与 TETRA 制式专网通信产品，与 5G 通信网

络建设关联性不大；公司信息通信技术服务与运营产业 2017年的营业收入占比为 22%，目前国内 5G 网络

建设尚未正式启动，具体发展进程尚未明确，该产业未来参与 5G 通信网络的建设及参与份额尚存在不确

定性。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香港文汇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174� � � �证券简称：游族网络 公告编号：2019-004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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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近日接到股东王卿泳先生、 王卿伟先生的函告， 现对上述股东将其持有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部分股份解质押的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公司股东王卿泳先生、王卿伟先生为一致行动人，目前总计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67,816,638 股，为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近日，王卿泳先生、王卿伟先生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了部分公司股份的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一、股东部分股份解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解除日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王卿伟 否 2,400,000

2018年 5 月 14

日

2018年 12 月 25

日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6.78%

王卿泳 否 3,850,000

2018年 2 月 13

日

2019年 2 月 13

日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11.87%

总计 - 6,250,000 - - - 18.65%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王卿伟先生累计质押 4,65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52%，占其持有公司股份

的 13.14%。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王卿泳先生累计质押 0股。

三、风险提示

公司股东王卿泳先生、王卿伟先生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由此产生的质押风险在

可控范围之内，目前未出现被强制平仓的情形。

敬请广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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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2月 14日

证券代码：002249� � � �证券简称：大洋电机 公告编号：2019-015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注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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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 年 1 月 30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

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中小板关注函【2019】第 77� 号）

（以下简称“关注函” ），要求公司于 2019年 2月 14日前将相关说明材料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

司管理部并对外披露。

公司在收到关注函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及中介机构积极开展关注函回复工作。 由于关注

函涉及的内容较多，工作量较大，部分问题尚需进一步梳理和核实，且回复期间恰逢春节假期，公司无法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回复工作。

为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将延期回复关注函。 公司预计

不晚于 2019年 2月 20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关注函回复的相关材料并对外披露。 延期期间，公司将

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尽快完成关注函回复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 2月 15日

证券代码：002501� � � �证券简称：利源精制 公告编号：2019-004

债券代码：112227� � � �债券简称：14利源债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深交所关注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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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 年 1 月 31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

公司管理部《关于对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9]94 号）（以下简称“关

注函” ）。关注函中要求公司于 2019年 1月 15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深交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并对

外披露。

接到关注函后，公司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开展对关注函的回复工作，对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 由

于部分问题的回复尚需进一步完善，公司预计无法按期完成关注函的全部回复工作。

为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将延期回复本次关注函。 公司

预计将于 2019年 2月 22日前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关注函回复并披露。

特此公告。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2月 14日

成都微光集电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成都微光集电科技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25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专业技术服务业 职工人数：42

经营范围研发、设计、销售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计算机软硬件并提供技术咨询;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上海集成电路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60.0%；成都成微集电微电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0%；成都成光集电微电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8.0%

拟募集资金金额：不低于 1823.036473�万人民币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15.0000�%

拟新增注册资本：441.176471�万人民币

拟增资价格 ：4.132216�元 / 每一元注册资本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增资所募集资金将用于扩充公司资金实力，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1、增资达成的条件：征集到符合投资人资格条件，且接受公告的各项要求和条件的投

资人。

2、发生以下情况，本项目终结：（1）在公开挂牌增资的过程中未征集到意向投资人。

（2）各意向投资人均未按时支付保证金。（3）当增资人提出项目终止申请。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上海集成电路研发中心有限公司出资 1500 万元，占 51%股权；

成都成微集电微电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 550 万元，占 18.7%股权；

成都成光集电微电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 450 万元，占 15.3%股权；

新进投资人出资 441.176471 万元，占 15%股权。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无

项目联系人：孙炜 联系方式：021-62657272-142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19-04-03

（项目信息以 www.suaee.com 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上海垣信卫星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上海垣信卫星科技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150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专业技术服务业 职工人数：2

经营范围：卫星通信系统、卫星地面系统科技、光电科技、机电科技，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系统领域

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计算机软件开发；通讯设备、电子设备的销售；从事货

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股权结构：

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 60.0%；上海市信息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40.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市场募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不超过 30%（含 30%）

拟新增注册资本：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增资价格：视募集情况而定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

1、引进优质资产，拓宽业务领域； 2、优化股权结构，激发经营活力； 3、提升研发和市场能力，扩

大经营规模。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达成条件：

1、符合投资人资格条件，且接受增资条件的合格意向投资人。

2、本次增资引入 2 家新增投资人。

3、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

若出现以下情形，本项目终结：

1.在公开挂牌增资的过程中未征集到合格意向投资人；

2.最终募集资金总额没达到增资人要求；

3.意向投资人不符合增资人增资需求，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

4.意向投资人未按时支付保证金；

5.增资人提出项目终止申请。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本次增资完成后，原则上：新增投资方持有增资方不超过 30%股权（含 30%），上海联和投资有

限公司持有增资人股权比例不低于 42%（含 42%）； 上海市信息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增资人股权

比例不低于 28%（含 28%），最终比例按实际新增注册资本调整。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详见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本项目书面材料

项目联系人：顾卫天 联系方式：021-62657272-251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19-04-08

（项目信息以 www.suaee.com 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上海积塔半导体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上海积塔半导体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独资 / 国有全资公司(企业)

注册资本：605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职工人数：24

经营范围：从事半导体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电子

元器件、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计算机系统集成，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华大半导体有限公司 100.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募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不超过 45%

拟新增注册资本：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增资价格：视募集情况而定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是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根据上海积塔半导体有限公司的战略发展目标，公司增资资金将用

于：建设新型产品线。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达成条件：1、符合投资人资格条件，且接受增资条件的合格意向投资人。 2、本次

增资引入 1 家外部投资人。 3、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

增资终结条件：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则本次增资终止。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本次增资完成后，新股东共计持股不超过 45%，原股东持股不少于 55%。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1、原股东华大半导体有限公司参与此次增资，并以债

转股的方式按照与外部投资人同股同价方式同步进行。 2、本次增资完成后，董事会拟由

5�名董事组成，其中原股东占 2�席，外部投资方占 2 席，职工董事占 1 席，董事长由原股东

推荐；监事会拟由 2 名监事组成，其中原股东占 1 席，外部投资方占 1 席。 3、企业年度审

计报告数据取自 2018 年 8 月 15 日专项审计数据。 4、上海积塔半导体有限公司拟在近期

对章程进行修改，并进行工商变更登记。 主要变更内容如下：（1）经营范围变更为：集成电

路芯片设计及服务，集成电路芯片制造。 从事半导体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电子元器件、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计算机系统

集成，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2）董事会结构变更为：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席

位共三席。 董事均由股东委派产生，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连任。

项目联系人：闵尚 联系方式：010-51917888-732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19-04-02

（项目信息以 www.suaee.com 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上海丁义兴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上海丁义兴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其他

注册资本：1694.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食品制造业 职工人数：85

经营范围：食品生产，食品流通，本经营场所内从事卷烟、雪茄烟的零售（限分支经营)，食用农产

品(不含生猪产品）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股权结构：

上海市金山区供销合作社 36.99%；上海圣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6.06%；上海博多投资有限公

司 19.42%；高管团队和核心员工 7.53%

拟募集资金金额：不低于 690.000000�万人民币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5.1500�%

拟新增注册资本：92.000000�万股

拟增资价格：7.500000�元 / 每股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进一步优化公司财务结构、提高公司盈利

水平和抗风险能力。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1、增资达成的条件：征集到符合投资人资格条件，且接受公告的各项要求和条件并经增资人、监

管机构确认的新增投资人。

2、发生以下情况，本项目终结：公开挂牌未征集到合格意向投资人；意向投资人不符合增资人增

资需求；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监管机构最终未批准最终投资人资格；

增资人主动申请终结项目。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上海市金山区供销合作社，持股比例为 35.08%；

上海圣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34.21%；

上海博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18.42%；

高管团队和核心员工，持股比例为 7.14%；

新增投资人，持股比例为 5.15%。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鉴于增资人是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企业，本次增资

活动以及增资活动确认的最终投资人的资格均需要上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监督管理机构

批准，故本项目在联交所挂牌期间征集的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签署《增资协议》后仍存在由于监管

审批原因最终导致增资活动无法完成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1）监管机构最终批准募集金额低于实

际募集金额；2）监管机构最终未批准本次增资活动；3）监管机构最终未批准最终投资人资格。

项目联系人：朱寅博 联系方式：021-62657272-127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19-04-09

（项目信息以 www.suaee.com 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近日挂牌公告信息（详情请查阅 www.suaee.com）

股权 /债权类项目信息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万元） 信息披露截止日期

【G32019SH1000030】

国新华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40%股权

1758.02 1001.39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投资管理，股权投资管理

401.0000 2019-03-11

【G32019SH1000032】 宁波甬洲置业有限公司 25%股权 88265.08 5534.48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服务；建材、金属

材料、装潢材料、五金交电的批发、零售。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1383.6300 2019-03-13

【G32019SH1000031】

绍兴华秦明珠置业有限公司 32%股

权

48630.47 5360.96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物业管理;场地、房屋

出租;销售:建筑材料、装潢材料;房地产信息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1716.0000 2019-03-13

【Z319SH10G0159-2】

青岛泰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

10户受托不良资产债权

未提供 未提供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

经营范围：在市政府批准规划的青岛市澳门路、澳

门八路奥帆赛场 28、29号 B、C地块和 31号东西

地块开发经营住宅和商业配套设施项目;自有房产

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8503 2019-02-14

物权 /资产类项目信息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万元） 信息披露截止日期

【GR2018SH1000710-4】

上海闽路润贸易有限公司部分资

产

一辆苏 B7Y772北京现代悦动 1.6小型轿车，详见网站公告信息 1.092000 2019-02-21

【GR2018SH1000711-4】

上海闽路润贸易有限公司部分资

产

一辆苏 B7263Q别克凯越 1.6小型轿车，详见网站公告信息 1.323000 2019-02-21

【GR2018SH1000294-7】

中国中原对外工程有限公司部分

资产

公务用车别克商务，SGM6515�GL8一辆，详见网站项目公告 1.2350 2019-02-27

【GR2018SH1000925-3】

福建太平洋电力有限公司部分资

产

闽 B00899(黑)奥迪 A6L�2.0一辆，详见网站项目公告 2.1160 2019-02-26

【GR2018SH1000926-3】

福建太平洋电力有限公司部分资

产

闽 B9833A别克 GL8�3.0L一辆，详见网站项目公告 2.2600 2019-02-26

【GR2018SH1000927-3】

福建太平洋电力有限公司部分资

产

闽 B00016(黑)�奥迪 A6L�2.4一辆，详见网站项目公告 1.9440 2019-02-26

【GR2019SH1000095】 国华太仓发电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苏 EJ9766奥迪 A6L轿车，FV7201TFCVTG一辆，详见网站项目公告 16.4000 2019-02-26

【GR2019SH1000098】 国华太仓发电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苏 EJ101D桑塔纳 3000，SVW7182CQ一辆，详见网站项目公告 1.2000 2019-02-26

【GR2019SH1000097】 国华太仓发电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苏 E198JW奥迪 A6L，FV7241CVT一辆，详见网站项目公告 13.1000 2019-02-26

【GR2018SH1001165-2】

上海市邮政公司部分资产（上海市

普陀区长风一村 50号 402室）

上海市邮政公司部分资产（上海市普陀区长风一村 50号 402室），详见网站项目公告 145.000000 2019-02-27

租赁权类项目信息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万元） 信息披露截止日期

【TR2018SH1000049-2】

上海芮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位于

中山北路 3000号 907室房屋 3年

租赁权

上海芮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位于中山北路 3000号 907室房屋 3年租赁权，详见网站公告信息 64.1991 2019-02-27

【TR2018SH1000048-2】

上海芮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位于

中山北路 3000号 905室房屋 3年

租赁权

上海芮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位于中山北路 3000号 905室房屋 3年租赁权，详见网站公告信息 203.2100 2019-02-27

增资项目信息

2019年 2 月 15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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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

（上海）地址：上海市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北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

微信公众号：（请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