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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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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19年4月15日在公

司左海总部三楼第3号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应参加会议董事9人，实际参加会议董

事9人。公司监事、高管列席本次会议。会议的通知、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其他相关规定。经全

体董事审议和表决，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因公司发展需要，经公司执行副总裁李国先生提名，现拟聘任彭华生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探索公司创新业务发展及负责公司云超二区的经营工作。

彭华生先生简历如下：

彭华生，1977年12月，历任福建永辉超市门店部门经理、门店店长、区域门店负责人，负责

相关门店及区域运营事务；北京大区总经理，经总部委派带领团队入驻北京拓展京津冀市场，

全面负责北京区域门店筹建及门店运营事务；华东大区总经理兼绿标总经理，全面负责华东区

域门店运营及绿标门店运营模式拓展；第二集群总经理，全面负责第二集群门店运营及经营指

标；永辉云创联合创始人，全面负责门店永辉生活门店运营。

(以上议案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关于公司申请银行授信的议案

2019年公司计划新开超市门店150家左右、部分老店整改、自建物流、创新业务持续投入、

信息系统持续升级等项目，预计2019年投资规模将达50亿元，为获取优质的商业资源及拓展新

项目预留80亿元投资额度。 预计2019年度公司自有资金及原有募集资金余额尚不能满足经营

及现有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

为确保公司在需要时有良好的融资能力及顺畅的融资渠道，2019年度公司新增以下三家

合作银行，拟向以下三家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授信银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

亿元）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30.0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20.00

渣打银行及其子公司

8.00

合计

58.00

具体融资金额将根据公司生产经营和投资建设的实际资金需求来确定。 公司提议授权法

人代表张轩松先生全权代表公司在上述授信有效期内， 签署上述授信额度之内的一切与授信

有关的合同、协议等各种法律文件，由此产生的的法律、经济责任全部由公司承担。

特此提请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

议案二“关于公司申请银行授信的议案” 将与年度董事会的其他银行的授信议案一并提

交股东大会补充审议。

(以上议案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1933� � � � �证券简称：永辉超市 公告编号：临-2019-12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任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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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公司副总裁张豪先生递交的辞呈。

张豪先生因工作安排方面的原因向本公司请辞副总裁职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相关规定， 张豪先生的辞呈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即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张豪先生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及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

谢。

特此公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六日

2019年 4 月 16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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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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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独立董事李高先生的

书面辞职报告，李高先生因个人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召

集人）、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

鉴于李高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 根据《公司

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

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李高先生的辞职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之

日起生效。 在此期间，李高先生仍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继续履行独

立董事及其在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中的职责。

李高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独立公正、勤勉尽责，公司及董事会向李高先生在任期

内对公司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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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共同实际控制人

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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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获悉公司控股股东及共同实际控制人之

一李希先生将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进行了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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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希 是

6,150,000

2019

年

4

月

11

日

2021

年

3

月

11

日

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16.65%

个人资金需

求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李希先生直接持有公司36,947,25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0.79%。 本次

质押的股份数为6,150,000股， 其所持有公司的股份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数量累计为20,750,

000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数的56.16%，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7.29%。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

的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二、备查文件

1、股票质押回购初始交易确认书；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明细。

特此公告。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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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8年年度报告网上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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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12日15:00一17:00在“华邦

健康投资者关系” 小程序以网络远程互动方式召开了2018年年度报告业绩网上说明会，公司

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与投资者进行了在线互动交流， 在信息披露规定允许的范围内就投

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答，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

公司董事长张松山先生、董事兼总经理张海安先生、董事兼董事会秘书彭云辉女士、独立

董事郝颖先生及财务总监王剑先生出席了本次业绩说明会。 公司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上与投资

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对投资者关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答复。

二、本次业绩说明会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答复情况

公司就投资者在业绩说明会上提出的普遍关心的问题给予了回答， 相关主要问题及答复

整理如下：

1、华邦的毛利率在2018年大幅提升的原因是什么？ 未来是否能保持？

答：投资者您好！ 公司毛利率提升主要是由于公司不断优化收入结构，提升高毛利业务比

例，以及下游产品价格提升、产业链优化。 此外，受医药销售业务两票制影响，部分医药代理业

务成本在通过销售费用体现，也导致公司毛利率较高。

未来公司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不断提升生产工艺与自产业务比例， 进一步提升利润水

平。 谢谢关注。

2、问：年报显示研发费用大幅提升？ 主要投入在哪个方面？

答：公司研发费用同比增加65.92%，其中医药板块研发费用同比增长超过80%，主要投入在

医药产品质量与疗效一致性评价与产品研发。

3、问：华邦业务如此复杂，各个板块的发展战略是什么？

答：投资者您好！ 华邦健康发轫于医药制剂和医药原料药，多年来医药业务一直是公司发

展的根基；顺应老龄化社会到来之趋势，也基于医疗与医药之间的天然联系，公司新布局医疗

业务，并将其作为公司发展的重要方向。公司将紧紧围绕大健康战略，重点发展医药、医疗两大

主业，实现仿制药领域稳健增长、创新药和生物药领域有所突破、稳健推进现有医疗项目的运

行，并尽快实现建设中医疗项目开业。

公司将充分利用好目前控制的旅游上市公司平台（丽江旅游），整合旗下多处优质旅游资

源，争取早日实现旅游板块的独立发展。

目前，公司农化业务占比较大，营业收入和利润水平平稳增长。 公司将紧密关注监管机构

关于分拆上市的最新政策，寻找农化业务新的发展思路，积极对标科创板，在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为其提供独立资本运作平台，推动农化业务独立发展。 谢谢关注！

4、问：现在华邦一致性评价进度如何了？

答：投资者您好！ 公司现阶段正全力推进医药产品的一致性评价工作，公司有10余个在售

产品正进行一致性评价，其中盐酸左西替利嗪片（迪皿）已在国内首家获批，吡嗪酰胺片已进

行注册申报，多个产品已完成生物等效性试验，正按计划有序推进。 谢谢您的关注！

5、问：对盐酸左西替利嗪片未来的市场预期？

答：世界变态反应组织（WAO）指出目前全球过敏性疾病总患病率已达 22%。预计在 20�

年后，工业化国家50%的人口将患上此病。 而我国过敏性疾病的发病率高达37.3%，治疗费用也

占所有疾病系列的前列。内服的抗过敏药物主要以抗组胺类药物为主，近年来抗组胺药的口服

制剂份额稳定保持在89%左右（米内网统计）。 以荨麻疹为例，迪皿是指南推荐的一线用药，对

于加倍使用也有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相关证据。 众多的抗组胺药中左西替利嗪片是首先拿到一

致性评价的品种。 未来公司将继续市场拓展，进一步提高该产品在抗组胺类药物的市场占比。

6、问：华邦目前新产品研发进度如何？ 近期是否有新产品上市？

答：投资者您好。公司在研产品中利奈唑胺片、盐酸莫西沙星片、苯磺贝他斯汀片已被纳入

国家优先评审，有望较快速获批；另外他达拉非片、对氨基水杨酸肠溶颗粒亦已申报生产。新产

品方面，公司丁酸氯倍他松乳膏、复方倍他米松注射液、他扎罗汀倍他米松乳膏等产品正在进

行市场导入。

7、问：水土医药产业基地目前建设进度如何了，何时才能投入生产？

答：投资者您好。 重庆水土医药产业基地目前正在进行试生产准备，公司将在2019年逐步

启用水土基地，推进产品转移工作。该项目产能设计为现有产能的4-8倍，按照智能全流程数字

化管理的生产线建设，质量体系符合国际标准，不仅可以解决现有生产需求瓶颈，也能在生产

效率、产品质量等方面进一步提升，为下一步制剂生产的国际化垫定基础。

8、问：张总你好，公司聘用张海安经理是赋有市值管理安排的，试问海安总，你如何将公司

的5大子公司送上科创板？ 有具体步骤吗？

答： 投资者您好。 公司目前控股四家新三板公司： 凯盛新材 （839711.OC）、 颖泰生物

（833819.OC）、禾益化工（834637.OC）、秦岭旅游（870256.OC）。颖泰生物为全国农药龙头企

业，拥有较强的研发能力，拥有中国大陆第一家通过OECD国家认证的GLP实验室，获得授权

国家专利151项，和ADAMA、巴斯夫、陶氏化学等国际跨国公司拥有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凯盛新

材为全球最大的氯化亚砜生产基地、工业与信息化部制造单项冠军，也是国际领先的芳纶聚合

单体生产企业，是PEKK全球范围内实现产业化生产的三家企业之一；秦岭旅游运营秦岭主峰

太白山三条索道和景区交通车独家经营权，作为新开发景区，太白山游客入园人数不断增加，

秦岭旅游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凯盛新材、颖泰生物、秦岭旅游、禾益化工等作为挂牌公司，信息

透明、运行合规、财务健康、业务独立，具备独立上科创板的可能性。 公司将密切关注证监部门

对于分拆上市相关政策的落地情况，一旦政策允许，公司将立即着手推动下属符合条件的子公

司上科创板。

9、问：华邦的医疗项目进度情况如何了，今年是否会有医疗项目正式营业

答：目前公司运营的医疗项目有瑞士巴拉塞尔生物治疗中心、德国莱茵康复医院、玛恩皮

肤医院。 同时医疗项目筹建工作较顺利，预计重医附二院北部宽仁医院（三级综合）将于2019

年上半年开始试营业。 该项目是公司与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联合建设的医疗、教学、科

研协同发展的三级综合医院，编制床位数1000张，位于重庆两江新区核心照母山片区，该区域

聚集了大量中高端收入群体、区域内医疗资源相对紧缺，患者医疗需求巨大。 该项目以综合医

疗为载体，重点建设打造妇产中心、儿科中心、心脏中心等特色科室，主要医护团队均来自于知

名三甲医院。

10、问：华邦这两年在旅游板块投入巨大，接下来的打算是怎么样的？

答：投资者您好，公司在旅游领域的投入主要用于体系内的旅游资源的整合，有助于增强

各旅游项目间的客户群体资源共享和产品协同，还可以通过跨区域资源整合，降低运维成本，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产生更好的经济效益。 同时，也将充分利用好现有公司控制的上市公

司平台（丽江旅游），推进旅游资产的资本化。

特此公告。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4月16日

证券代码：603488� � � � �证券简称：展鹏科技 公告编号：2019-007

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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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4月12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18年5月4日召开了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25,000万元人民币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并授权公司董事

长执行，授权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及

监事会均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及公司其他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14。

公司于2019年1月3日、1月7日、1月8日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25,000万元购买了

浦发银行等机构的理财产品，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1月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及公司其他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展鹏科技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01）。

公司自2019年1月9日之后陆续使用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10,800万元购买了浦发银行等

机构的理财产品，有关事项信息如下：

一、本次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

1、公司于2019年4月12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南长支行签订相关理财

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受托方

产品

名称

产品

类型

理财

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期限

（天）

预期年化

收益率

1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无锡南长

支行

浦发银行利多多公司

19JG1036

期人民币对

公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3000 2019.4.15 2019.8.20 127 4.25%

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南长支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2、公司于2019年4月12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南长支行签订相关理财

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受托方

产品

名称

产品

类型

理财

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期限

（天）

预期年化

收益率

1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无锡南长

支行

浦发银行利多多公司

19JG1043

期人民币对

公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3400 2019.4.12 2019.8.20 130 3.95%

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南长支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3、公司于2019年4月12日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中山路支行签订相关理财协

议，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受托方

产品

名称

产品

类型

理财

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期限

（天）

预期年化

收益率

1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无锡

分行中山路支

行

招商银行单位结构性

存款

保本型理

财

4400 2019.4.12 2019.9.16 157 3.80%

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中山路支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风险控制措施

1、遵守审慎投资原则，严格筛选发行主体，选择信誉好、资金安全保障能力强的发行机

构。

2、公司财务部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针对理财产品的安全性、期限和收益情

况选择合适的理财产品。

3、公司财务部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进展情况，一旦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

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4、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投资理财产品的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必要

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5、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

提下实施的，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投资进展，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有利于提高

公司募集资金的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

的投资回报。

五、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前十二个月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前十二个月累计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保

本型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的余额为人民币15,300万元（含本次），未超过公司股东大会对使用

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授权额度。

六、备查文件

1、浦发银行利多多公司19JG1036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合同、产品说明书及

风险揭示书；

2、浦发银行利多多公司19JG1043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合同、产品说明书及

风险揭示书；

3、招商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说明书。

特此公告

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5日

股票代码：002138� � � � �股票简称：顺络电子 编号：2019-037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份计划的延期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0月16日、2018年10月17日在

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分别披

露了《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拟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拟增持股

份计划的补充公告》，公司董事兼总裁施红阳先生及副总裁李宇先生拟于自2018年10月16日

起6个月内增持公司股票，本次增持金额预计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含）且不高于人民币2亿

元（含）。 具体内容如下：

1、增持目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于对公司未来长期发展的信心及公司股票价值的合

理判断，认可公司股票的投资价值；

2、增持金额：本次增持金额预计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含）且不高于人民币2亿元（含）；

3、增持资金来源：增持的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

4、增持方式：计划增持主体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增持

公司股票；

5、增持价格区间：本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

整体趋势，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6、实施期限：自2018年10月16日起6个月内完成（除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

则等有关规定不准增持的期间之外）；

7、本次增持不基于增持主体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特定身份，如丧失相关身份时也将

继续实施本增持计划；

8、本次增持股份锁定情况：本次增持股份不存在锁定安排，但计划增持主体自本次增持

计划完成后的6个月内不存在股份减持计划。

二、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截至本公告之日， 公司董事兼总裁施红阳先生及副总裁李宇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共计6,760,000股 （占公司当前已发行总股本的

0.83%）。 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增持方式 增持日期

增持情况

增持数量

（股）

增持比例

（

%

）

增持均价

（元

/

股）

增持金额

（万元）

施红阳 董事兼总裁 大宗交易

2018

年

10

月

24

日

2,630,000 0.32% 13.3

元

/

股

3,497.90

李宇 副总裁 大宗交易

2018

年

10

月

24

日

4,130,000 0.51% 13.3

元

/

股

5,492.90

合计

6,760,000 0.83% -- 8,990.80

三、增持计划延期实施的说明

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因公司定期报告等导致的交易敏感期较多等原因所致，计划增持主

体在原定增持期限内完成增持计划存在较大难度，鉴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为继续实施

本次增持计划，拟将本次增持计划延长6个月，即延长至2019年10月16日，除此以外原增持计

划其他内容不变。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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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 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化。

3、增持计划人施红阳先生、李宇先生承诺，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增持期间

及增持完成后的6个月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4、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增持计划人增持

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3183� � � �证券简称：建研院 公告编号：2019-009

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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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建研院” ）正在筹划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上海中测行工程检测咨询有限公司100%股权，交易对方为冯国宝、

吴庭翔、丁整伟等11位自然人，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 鉴于目前

交易双方对交易仅达成初步意向，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

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

建研院，证券代码：603183）自2019年4月10日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10个交易日。

（详见公司公告2019-008�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牌业务指引》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

停牌前一个交易日（2019年4月9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前十名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股东总人数等信息披露如下：

一、股东总人数：截止2019年4月9日，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总数为17,337户。

二、公司停牌前一个交易日（2019年4月9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

如下：

截止

2019

年

4

月

9

日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有数量

1

吴小翔

11,253,560.00

2

王惠明

9,512,701.00

3

黄春生

9,512,701.00

4

吴其超

9,512,700.00

5

苏州日亚吴中国发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4,200,000.00

6

苏州胡杨林丰益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855,000.00

7

钱晴芳

2,308,973.00

8

刘剑星

1,699,706.00

9

顾小平

1,699,706.00

10

陈健

1,586,747.00

三、公司停牌前一个交易日（2019年4月9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

的名称及持股数量如下：

截止

2019

年

4

月

9

日前十名无限售流通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有数量

1

苏州日亚吴中国发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4,200,000.00

2

苏州胡杨林丰益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855,000.00

3

刘剑星

1,699,706.00

4

徐蓉

1,420,948.00

5

王申伦

1,410,048.00

6

范容珍

1,338,682.00

7

任遵祥

1,217,948.00

8

王鹏飞

945,792.00

9

罗志刚

839,160.00

10

周玲

791,795.00

特此公告。

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 16�日

证券代码:000571� � � �证券简称：ST大洲 公告编号：临2019-039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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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内容为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的《关于本公司向内蒙古新大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变动事项的报告》。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9年4月15日（星期一）14:30时。

（2）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4月14日15:00时至4月15日15:00时期

间的任意时间。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4月15日9:30时～11:30时和

13:00时～15:00时。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海南省海口市蓝天路35号海南锦鸿温泉花园酒店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王磊董事长。

6、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网络投票情况 总体出席情况

人数 代表股份数量

占公司 有表

决权股 份总

数的比例

人数

代表股份数

量

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人数 代表股份数量

占公司 有表

决权股 份总

数的比例

5 107,948,012 13.2604% 5 24,400 0.0030% 10 107,972,412 13.2634%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海南方圆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审议并

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为本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股）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107,972,412 107,948,812 99.9781% 23,600 0.0219%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代表股份（股）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18,490,760 18,467,160 99.8724% 23,600 0.1276% 0 0.0000%

（二）关联股东陈阳友先生、黑龙江恒阳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未参与表决，关联股东深圳市

尚衡冠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及关联人为子公司宁波恒

阳食品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股）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18,490,760 18,467,060 99.8718% 23,700 0.1282%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代表股份（股）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18,490,760 18,467,060 99.8718% 23,700 0.1282% 0 0.0000%

（三）关联股东何妮未参与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内蒙古新大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

供的财务资助拟发生变动的议案》。

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股）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107,972,412 107,948,712 99.9780% 23,600 0.0219% 100 0.000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代表股份（股）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18,490,760 18,467,060 99.8718% 23,600 0.1276% 100 0.0005%

上述提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上述提案为普通决议事项， 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

半数通过。

上述提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3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公告信息。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海南方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魏莱律师、符超律师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召集，会议出席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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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

减持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黄朝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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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月3日披露了《关于董事兼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期限届满及下期减持计划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3），公司

董事、高管黄朝阳先生计划在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至2019年6月30日（窗口期不减

持）， 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0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15%。

截至目前，公司目前公司董事、高管黄朝阳先生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根据《上市公司股

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号）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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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现将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

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董事、高管黄朝阳先生未通过任何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二、相关风险提示

1、黄朝阳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2、本次减持计划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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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出现上述规则所涉及的上市公司董监高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3、黄朝阳先生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 导致公司控

制权的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4、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特此公告。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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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冻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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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第三大股东邹鹏先生通知：获悉邹鹏

先生对所持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冻结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部分股份解除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

解除冻结股数

（股）

冻结开始日期

解除冻结日

期

司法冻结执行人

名称

本次解除冻结占

其所持股份比例

邹鹏 否

4,180,011 2018

年

11

月

9

日

2019

年

4

月

12

日

贵州省贵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

15.31%

上述解除冻结的股份原被冻结的情况详见公司于2018年11月13日在 《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关于股东股份冻结的公告》（2018-051）。

二、本次解冻后股东股份被冻结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邹鹏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为27,295,72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65%。

本次部分股份解除冻结后，邹鹏先生其所持有公司股份冻结股数为0股。

三、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邹鹏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为27,295,72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65%。

邹鹏先生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19,795,703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72.52%，占公司总股

本的9.90%。

四、备查文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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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细；

2、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协助解冻通知书送达回证。

特此公告。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