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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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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于2019

年4月12日以通讯形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4月6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9名。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管列席了

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1、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租赁江苏省昆山市新生活商业中心项目开设购物

中心的议案》

同意公司下属子公司苏州天虹商场有限公司向昆山国扬置业有限公司租赁江苏

省昆山市新生活商业中心项目地上一至六层的部分面积，用于开设购物中心。项目租

赁面积约10.82万平方米，租赁期限20年。20年交易总金额约15.74亿元（含租金及商业

管理服务费）。此外，公司对于该项目装修、设备购置等投资约4046万元。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天

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租赁江苏省昆山市新生活商业中心项目开设购物中心的公告》

（2019-029）。

2、2、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全面风险管理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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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租赁江苏省昆山市新生活商业中心

项目开设购物中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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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目概况

根据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战略发展规划和持续增长需

要，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租赁江苏省昆山市新生活

商业中心项目开设购物中心的议案》，同意公司下属子公司苏州天虹商场有限公司与

昆山国扬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山国扬” ）签署租赁合同，租赁江苏省昆山市新

生活商业中心项目地上一至六层的部分面积，用于开设购物中心。该项目租赁面积约

10.82万平方米， 租赁期限20年， 交易总金额约15.74亿元 （含租金及商业管理服务费

等）。此外，公司对于该项目装修、设备购置等投资约4046万元。

上述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投资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昆山国扬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昆山开发区前进中路167号国际大厦1511室

注册资本：13,000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张家成

经营范围：在昆山开发区中华园路南侧、黄山路西侧127,594.92平方米的地块上从

事房地产、酒店、商业设施及各类配套设施的开发、建设、出租、出售及物业管理、停车

设施管理服务。

股东情况：

股东 出资额 出资比例

日欣有限公司（JOYFUL�SUN�LIMITED） 13,000万美元 100%

昆山国扬置业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签署合同的主要内容

1、交易双方：

甲方：昆山国扬置业有限公司

乙方：苏州天虹商场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江苏省昆山市新生活商业中心项目地上一至六层的部分面积，面积

约10.82万平方米。

3、交易总金额及支付方式：约15.74亿元（含租金及商业管理服务费等），按月支付。

4、租赁期限：20年。

5、生效条件：经双方法人代表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

6、签署日期：2019年4月15日。

四、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该交易事项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各会计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2、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为履行合同而对交易对方形成依赖。

3、签订合同用于公司租赁物业开设购物中心，有利于公司扩展连锁门店网络，扩

大影响力和提升行业地位。

五、法律风险分析

本合同不存在重大风险，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不可避免又不

能克服的不可抗力事件，有可能会影响合同的履行。

特此公告。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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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总经理退休离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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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副总经理侯毅女士因达到法定退休

年龄，于近日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退休离职申请报告。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侯毅女士的离职自申请报告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离职后，侯毅

女士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侯毅女士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职地履行了各项职责，为公司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公司董事会对其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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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1、本协议为战略合作协议，具体合作事宜需在实际订单中进一步明确，尚存在不确

定性，请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2、本协议对公司锂电池业务在电动车市场的拓展有积极意义。

一、协议签署情况

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江苏天鹏电源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天鹏电源” 或“乙方” ）于2019年4月15日与速珂智能科技（上海）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速珂智能” 、“SOCO” 或“甲方” ）就双方联合开发制造电动摩托车

及电动自行车专用电池等事项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书》。

本协议为双方战略性合作协议，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关于本协议涉及

的各项后续事宜，公司将按照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速珂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谢玉贤

注册日期：2015年06月10日

注册资本：934.241400万人民币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公司住所：上海市青浦区赵巷镇沪青平公路3089号2幢

经营范围：智能、电动车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生

产加工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按本市目录经营）及配件，摩托车及配件，销售家用电器、日

用百货、服装鞋帽、箱包、电子产品、橡胶制品、塑料制品、仪器仪表、通讯设备，从事货物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速珂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SUPER� SOCO）属于小米生态链公司，是一家由

最新工业设计和前沿科技驱动的创新型科技公司， 聚焦于为城市出行提供新能源智慧

交通解决方案，以玩者之心为全球用户提供“酷和好玩” 的新科技产品，让更多人享受

出行的乐趣。速珂智能成立以来，发布的多款车型获得了市场高度认可，SUPER� SOCO�

TC/TS车型荣获2018德国iF� Design� Award大奖。2018年5月， 速珂CU小米众筹金额达

5498万元，获小米有品“众筹之王” 称号；2018年11月，SOCO于意大利国际米兰两轮展

获订单量金额达3300万元人民币。 速珂智能成立三年来已累计建立700多家零售网点，

出口地区覆盖了欧美、北美、南美、东南亚、中东等全球各大板块69个国家及地区。其制

造工厂具备年产30万台整车的生产制造能力，属于国家发改委公告内的目录制造工厂，

中国国家经贸委批准的定点生产摩托车的工业制造点。

速珂智能与本公司及天鹏电源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2、速珂智能为天鹏电源重要客户，信用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协议主要内容

天鹏电源与速珂智能就双方联合开发制造电动摩托车及电动自行车专用电池等事

项达成战略合作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甲方为研发生产及销售高性能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需要特定性能的三元

圆柱锂电池及电池包；

2、甲方和乙方技术部门拟合作研发以下相关技术：

2.1�双方将在乙方领先的NCA三元圆柱锂电池技术基础上，完善配方和应用，共同

研发甲方生产所需大倍率、长续航、高能量密度的三元圆柱锂电池；

2.2�双方将在定制化电池包及电池管理系统方面深度合作，不断优化技术方案及成

本，共同为甲方提供系统级解决方案；

2.3�乙方协助甲方将甲方各车型所需电池包进行平台化，以方便甲乙双方稳定连续

生产和后续车型开发；

2.4�其他甲乙双方认为需要共同研发的三电系统；

3、双方联合制定乙方向甲方供货的电池包或系统的技术规范；

4、根据市场预测，甲方在2019年一2021年间拟向乙方采购甲方专用电动摩托车和

电动自行车电池40万组，合计金额约人民币80,000万元，具体以实际订单为准。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江苏天鹏电源有限公司是公司三元动力锂电池业务的核心企业，历经10多年的

发展，已成为国内工具类锂离子电池领先者。天鹏电源在目前的市场状况下，坚持以电

动工具市场为主，积极探索新的目标市场，加大二轮车（电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市场

开拓。速珂智能是知名的新锐智能电动车品牌，双方本次签署合作协议，加强在电动车

方向的技术研发与供货合作，有利于天鹏电源在高端电动二轮车市场的开拓，为天鹏电

源新产能投产做好准备，有利于天鹏电源做大做强三元圆柱锂电池业务。

2、天鹏电源现有资金、人员、技术及预计产能投放进度具备履行本协议的能力。

3、本协议的履行对公司及天鹏电源的业务、经营的独立性不产生影响。

五、风险提示

本协议为双方的战略性合作协议，所涉及采购产品数量为意向性供货数量，双方应

以实际签订的供货合同或订单数量及金额为准，尚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谨慎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本协议对公司锂电池业务在电动车市场的拓展有积极意义。

六、其他相关说明

1、备查文件：天鹏电源与交易对手方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书》。

特此公告。

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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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子公司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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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标通知书的主要内容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尚荣工程

总承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尚荣” ）于2019年4月15日收到孟津县招标投标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发来的《中标通知书》（编号：LYHD-2019-03-01），具体内容如下：

广东尚荣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经评标委员会对各投标单位所报标函综合分析，确

定你公司为孟津县新区医院整体建设工程融资建设项目工程的中标单位， 中标融资年

利率为百分之八；中标内容为本项目建设全过程融资代建服务；建设规模为本项目规划

总用地面积42320.76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09505.85平方米；工期为24个月。

项目概况：孟津县新区医院门诊医技综合楼、新建病房楼、高压氧舱、垃圾中转站及

污水处理等整体工程建安工程、水电、室内外装修工程、机电设施、景观绿化、医疗工程、

医疗设备设施配置、管网道路、信息智能化系统及设施以及室外配套工程等医院整体建

设项目。本项目总投资约为4.8亿元人民币。

公司与招标人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二、此次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1、该项目中标后，项目的履行将对本公司未来几年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2、本项目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履行本合同而对

当事人形成依赖。

三、风险提示

目前,公司只收到该项目的《中标通知书》，最终是否能够签订正式合同存在不确定

性， 公司将跟进该项目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标通知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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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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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9年4月13日收到

公司董事兼董事会秘书费新毅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 费新毅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

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根据相关规定，费新毅女士的辞职申请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之

日起生效。辞职后，费新毅女士将继续担任公司董事职务。费新毅女士的辞职不会对公

司的正常经营生产活动造成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费新毅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费新毅女士自2000年起担任公司董

事会秘书职务，任职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费新毅女士在任职

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工作的正常进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

11月修订)》的规定，在公司正式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之前，暂由公司董事长黄斌先生代

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完成董事会秘书的选聘工作。

黄斌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0510-82720289

传真：0510-82720289

电子邮箱：maeir@jsmiracle.com

特此公告！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002560� � � �证券简称:通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9-018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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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

2、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3月30日在《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19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中预计2019年

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为2,021.59万元-2,327.8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230.00%-280.00%。

3、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440.00%-490.00%

盈利：612.60万元

盈利：3,308.04万元-3,614.34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取得较多订单并积极推进在手订单执行进度，使报告期内销售收

入及利润较预期有所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2、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广

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039、299901� � � �证券简称：中集集团、中集H代

公告编号：【CIMC】2019-034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根据《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

要求发布的董事会会议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上市规

则》” ）第13.43条关于发布董事会会议通知的要求、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16.1条关于境内外同步披露的要求，特披露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披露易网站（www.hkexnews.

hk）发布的董事会会议通知，供参阅。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五日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 ）對本公

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

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INTERNATIONAL� MARINE� CONTAINERS� (GROUP)� CO.,� LTD.

中國國際海運集裝箱（集團）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會會議通知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039）

中國國際海運集裝箱（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

此宣佈，董事會將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星期一）以通訊表決方式舉行會議，藉

以（其中包括）批准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第

一季度業績及其發佈。

本公告登載於本公司網站www.cimc.com及香港聯交所披露易網站www.hkexnews.

hk，以供瀏覽。

承董事會命

中國國際海運集裝箱（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于玉群

公司秘書

香港，2019年4月15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非執行董事王宏先生（董事長）、王宇航先生（副

董事長）、胡賢甫先生及劉冲先生，執行董事麥伯良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潘承偉先

生、潘正啟先生及王桂壎先生。

股票代码：000039、299901� � � �股票简称：中集集团、中集H代

公告编号：【CIMC】2019-035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2019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发行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8年6月8

日召开的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注册发行中期票据（包括长期限含权中期

票据）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批准本公司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的中期票据

（以下简称“中期票据” ）。具体内容可参见本公司于2018年6月8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发布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CIMC】2018-051）及香港联交所披露易网站（www.hkexnews.hk）发布的

公告。

本公司于2018年9月19日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发出的 《接受注册通知

书》（中市协注[2018]MTN526号）（以下简称“526号接受通知书” ），批准本公司注册

发行中票，注册额度为人民币20亿元，注册额度自526号接受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

效。2019年4月15日，本公司根据526号接受通知书，完成发行了2019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以下简称“本期中票” ）。本期中票按面值发行，发行金额为人民币20亿元，票面利率

为4.0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期中票发行的主承销商，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为本期中票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

本期中票的发行主要条款如下：

发行人：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金额： 人民币20亿元

期限： 3年

面值： 人民币100元（RMB100元）

发行价格： 按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

计息方式： 发行利率采用固定利率方式，并通过集中簿记建档、集中配售方式最终确定。

发行对象： 全国银行间市场的机构投资者（中国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发行方式：

由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通过集中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在银行间市场公

开发行。

发行首日： 2019年4月11日

债权债务登记日： 2019年4月15日

起息日： 2019年4月15日

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中票每年付息一次，于兑付日一次性兑付本金。

信用评级结果：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评定本公司的主体信用级别为AAA，本期中

票的债项评级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信用增进情况： 本期中票无信用增进安排。

本期中票发行所得款项将用于偿还本公司的到期债务。

本期中票发行的有关文件详情， 请参见上海清算所网站（http://www.shclearing.

com）和中国货币网（http://www.chinamoney.com.cn）。

本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0269� � � �股票简称:赣粤高速 编号:临2019-028

债券代码:122255� � � �债券简称:13赣粤01� � � �债券代码:122316� � � �债券简称:14赣粤01

债券代码:122317� � � �债券简称:14赣粤02� � � �债券代码:136002� � � �债券简称:15赣粤02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3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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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将公司2019年3月份车辆通行服务营运收入数据公告如下：

公司2019年3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253,819,536元， 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12.62%。

2019年1-3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累计830,254，733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1.33%。

2019年3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一览表

单位：元

2019年

3月份

2018年

3月份

同比

增长率（%）

2019年

1-3月份

2018年

1-3月份

同比

增长率（%）

昌九高速 58,277,840 75,249,471 -22.55 186,356,293 214,425,468 -13.09

昌樟高速 46,830,120 51,700,524 -9.42 144,948,488 148,334,682 -2.28

昌泰高速 57,682,640 63,799,113 -9.59 180,711,340 186,246,863 -2.97

九景高速 55,525,814 64,644,115 -14.11 197,480,115 189,854,637 4.02

彭湖高速 10,739,790 10,429,698 2.97 37,422,945 28,344,770 32.03

温厚高速 9,223,030 9,576,092 -3.69 28,614,891 26,924,561 6.28

昌奉高速 8,010,344 7,232,188 10.76 25,968,277 21,759,370 19.34

奉铜高速 7,529,958 7,841,035 -3.97 28,752,384 25,543,565 12.56

合计 253,819,536 290,472,236 -12.62 830,254,733 841,433,916 -1.33

上述数据系江西省高速公路联网管理中心拆分数据，未经审计。自执行“营改增”

政策后，该通行服务收入中含增值税，供投资者参考。

特此公告。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6日

证券代码:600269� � � �股票简称:赣粤高速 编号:临2019-029

债券代码:122255� � � �债券简称:13赣粤01� � � �债券代码:122316� � � �债券简称:14赣粤01

债券代码:122317� � � �债券简称:14赣粤02� � � �债券代码:136002� � � �债券简称:15赣粤02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年度公司主体评级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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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12日，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对本公司主体的信用状况进行

了审定，出具了《2019年度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信用评级报告》。经中诚信

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信用评级委员会审定， 评定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评

级展望为稳定。

特此公告。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6日

证券代码：000968� � � �证券简称：蓝焰控股 公告编号：2019-006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已离职独立董事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股东王超群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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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3月21日披露了《关

于公司已离职独立董事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9-004），公司已离职

独立董事王超群先生计划在减持公司股份预披露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

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计划减持不超过76,374股。

2、公司于2019年4月15日收到王超群先生本人的通知，获悉王超群先生于2019年4

月15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76,374股股份。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超群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29,12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0237%。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王超群 集中竞价交易 2019-4-15 14.01 76,374 0.0079

王超群先生于2019年4月15日，通过二级市场卖出公司股份共 76,374股，约占公司

总股本0.0079%，股份来源为以自有资金从二级市场购买，减持价格区间为13.97元/股

至14.07元/股，减持次数共2次。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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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超群

合计持有股份 305,494 0.0316 229,120 0.023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6,374 0.0079 0 -

有限售条件股份 229,120 0.0237 229,120 0.0237

注：上述有限售条件股份为高管锁定股。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截至本公告日，王超群先生减持公司股份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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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2、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及承诺一致，实际减持

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3、本次减持股份的股东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

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

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1、王超群先生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告知函》。

特此公告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600525� � � �证券简称：长园集团 公告编号：2019-030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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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南山区长园新材料港5栋3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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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03,77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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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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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吴启权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表决通过了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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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出席3人，董事杨诚、董事王福、董事毛明春、独立董事赖泽

侨、独立董事秦敏聪、独立董事彭丁带因公务出差，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朱玉梅、监事李伟群因公务出差，未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高飞出席会议；总裁徐成斌、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黄永维、副总裁张

琛星、副总裁余非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集团向各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3,770,71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3,619,812 99.9259 3,300 0.0016 147,600 0.072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2019年度集团向各银行申

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51,015,73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关于2019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

50,864,837 99.7042 3,300 0.0065 147,600 0.289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议案为普通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邓宇戈、张智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

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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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6日

2019年 4 月 16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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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任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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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谨此宣

布，覃伟中先生因工作岗位调整，已向本公司提交辞呈，辞去本公司董事职

务，该辞任即日生效。 覃伟中先生将同时卸任董事会健康、安全与环保委员会

委员职务。

覃伟中先生确认其与本公司董事会和本公司无不同意见， 亦不存在须提

请本公司股东注意的其他事项。

覃伟中先生自任职以来，勤勉敬业、恪尽职守，董事会对覃伟中先生任职

期间对本公司业务发展、管理提升、股东回报等方面作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诚挚

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