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losure 信息披露
（上接B84版）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就全资子公司宁华物产向南京市房产局申领预售许可证提供担保，是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完善商品住房预售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建房
[2010]53号）第十四条规定的要求办理的，是为了公司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其担保性质不同于一般的对外担
保，风险可控。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2019年3月31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2,512万元。 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2,512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15%；公司及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
2,512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15%；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余额为0万元，涉及诉讼的担保金
额为0万元，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为0万元。
2、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720

证券简称：*ST新能

公告编号：2019-039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股票自2019年4月26日开市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证券简称由“*ST新能” 变更为“新能泰山” ，证券代码
仍为“000720” 。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是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5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
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9年5月21日（星期二）14: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5月20日－2019年5月21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21日9:30－11:30，13:00－15:00；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20日15:00至2019年5月21日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五 ）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网络投票：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
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两种投票方式中的一种
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 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其中一
种方式。 如果出现重复投票将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2019年 4 月 26 日 星期五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2019年5月14日（星期二）。
（七）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2019年5月14日（星期二）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
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公司将于2019年5月18日刊登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提示性公告。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八）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象房村路50号2幢）。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交股东大会表决的议案
1、《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4、《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2018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6、《关于预计公司与华能集团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7、《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中国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贷款的议案》；
8、《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9、《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0、《关于华能能交公司向公司及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
11、《关于全资子公司宁华世纪向华能云成保理公司申请办理融资的议案》；
12、《关于2019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13、《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宁华物产江山汇金E座领取预售许可证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非表决事项）。
（二）披露情况：以上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分别于2019年3月26日、2019年4月26日刊载于《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第八届监事
会第十次会议决议、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三）议案9为特别决议事项，需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议案
6、7、10、11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南京华能南方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需
回避表决。
三、议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编码示例表
议案编码

B83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备注

议案名称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股东账户卡及复
印件、出席人身份证及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股东代码卡、开户证券
营业部盖章的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传真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19年5月20日上午9:00至12:00，下午14:00至17:00。
3、登记地点：公司投资者关系部（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象房村路50号2幢）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上年度末
4,003,083,106.11

0.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10,903,680.76

855,474,685.94

18.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2.65

2.24

年初至报告期末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33,573,972.56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比上年同期增减(%)

31,679,873.25

0.088

5.98

0.083

年初至报告期末
营业收入

18.17

5.98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577,410,697.20

503,025,543.19

14.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2,059,507.70

86,478,233.12

-16.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69,295,034.53

55,125,048.56

25.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7.48

13.4

减少5.9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89

0.226

-16.6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89

0.226

-16.6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币种：人民币

本期金额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
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说明

3,115,899.23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
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178,343.1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92,194.3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税后）

-830,288.41

所得税影响额

-491,675.08
合计

2,764,473.17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户）

39,54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期末持股
数量

全称）
股东名称（
福建省建材（
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福建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股东性质

数量

109,913,089

28.78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090,951

5.26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100,833

3.17

0

无

0

国有法人

罗金海

4,110,000

1.0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朱能顺

2,421,201

0.6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0,904

0.52

0

无

0

国有法人

胡明美

1,871,800

0.4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张磊

1,836,200

0.4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法国兴业银行

1,527,002

0.40

0

无

0

其他

李志星

1,481,800

0.3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种类及数量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福建省建材（
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种类

数量

109,913,089

人民币普通股

109,913,089

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20,090,951

人民币普通股

20,090,951

福建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12,100,833

人民币普通股

12,100,833

罗金海

4,1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110,000

朱能顺

2,421,201

人民币普通股

2,421,201

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0,904

人民币普通股

2,000,904

胡明美

1,871,800

人民币普通股

1,871,800

张磊

1,836,200

人民币普通股

1,836,200

法国兴业银行

1,527,002

人民币普通股

1,527,002

1,481,800

人民币普通股

1,481,800

李志星

编：21000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额

增减幅%

应收票据及应收帐款

35,372,547.56

63,659,246.38

-28,286,698.82

-44.43

其中：应收票据

34,638,189.76

63,504,702.86

-28,866,513.10

-45.46

应收账款

734,357.80

154,543.52

579,814.28

375.18

预付款项

28,121,800.46

3,044,281.45

25,077,519.01

823.76

其他流动资产

15,619,520.04

11,706,140.91

3,913,379.13

33.43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0

479,798,912.00

-479,798,912.00

-1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589,766,510.00

100

47,633,715.41

85,446,810.48

-37,813,095.07

-44.25

应交税费

65,056,751.52

128,380,834.31

-63,324,082.79

-49.33

其他流动负债

10,147,643.16

未分配利润

-41,950,508.54

合并利润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资产减值损失
其他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14,010,016.24

72,059,507.70
增减额

《
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
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
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1）

4.00

《
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00

《
2018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

6.00

《
关于预计公司与华能集团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7.00

《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中国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贷
√
款的议案》

8.00

《
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

9.00

《
关于修改〈
公司章程〉的议案》

√

10.00

《
关于华能能交公司向公司及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

√

11.00

《
关于全资子公司宁华世纪向华能云成保理公司申请办
√
理融资的议案》

12.00

《
关于2019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13.00

《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宁华物产江山汇金E座领取预售许可
√
证提供担保的议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720” ，投票简称为“新能投票” 。

《
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
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4.00

《
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00

《
2018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

6.00

《
关于预计公司与华能集团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7.00

《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中国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贷款的议案》

√

1、投票时间：2019年5月21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8.00

《
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受托人身份证号：

9.00

《
关于修改〈
公司章程〉的议案》

√

10.00

《
关于华能能交公司向公司及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

√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备注：

11.00

《
关于全资子公司宁华世纪向华能云成保理公司申请办理融资的议案》

√

12.00

《
关于2019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

13.00

《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宁华物产江山汇金E座领取预售许可证提供担保的议案》

√

211,941.18

-3,824,449.13

-1804.49

2,189,992.92

925,906.31

42.28

55,697.36

-27,605.94

83,303.30

301.76

40,396,046.33

-40,396,046.33

-100.00

资产处置收益

0

少数股东损益

10,900,797.96

7,949,345.96

2,951,452.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82,475,698.50

-8,306,415.00

90,782,113.50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支付的各项税费

上年同期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11,506,611.93

20,159,619.71

175.20

113,510,819.43

61,868,275.89

51,642,543.54

83.47

51,768,993.00

-51,768,993.00

-100.00

468,073.12

-215,989.71

-46.14

139,402.22

459,002.28

-319,600.06

-69.63

11,618,290.66

21,333,106.67

-9,714,816.01

-45.54

委托日期：2019年

应地方填上“√”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为2019年5月21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

第一季度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周永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俊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苏天峰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
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91,595,664.30

121,997,293.81

139.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5,116,784.31

-11,546,586.18

55.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元）
的净利润（

-6,072,505.45

-12,087,251.45

49.76%

-68,455,571.48

-386,976.18

-17,589.87%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1

-0.02

50.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1

-0.02

50.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3%

-1.52%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上年度末

-4.96%

807,831,978.65

811,863,449.10

-0.5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重要事项概述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99,733.66
329,789.8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说明

246,133.7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税后）

-165,217.65

合计

955,721.1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37,157
如有）
数（

0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光正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林春光
王文学
新疆天成拓展投
资有限公司

持股数量

0 质押

123,750,000

境内自然人

5.00%

25,166,640

18,874,980 质押

25,166,640

境内自然人

1.83%

9,215,129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7,160,500

0

1.30%

6,560,000

0

KING JOIN
GROUP LIMITED

境外法人

1.01%

5,085,178

0

乌鲁木齐绿保能
教育咨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0%

3,500,000

0

徐九丁

境内自然人

0.61%

3,070,800

0

新疆德广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8%

2,925,810

1,462,905

徐韬

境内自然人

0.47%

2,351,100

0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光正投资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524

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6日

吉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的
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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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24日，株洲宏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等，公
司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于2019年4月26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株洲宏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会

2019年4月26日

公告编号：2019-041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尊敬的广大投资者朋友，吉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已于2019年4月26日在中国证
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请投资者朋友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吉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5日

至

1,200
-2,362.52

主要原因系：1、本期新增合并主体上海新视界眼科医院投资有限公司。 2、本期预
测中不包含预计处置光正燃气股权款收益。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证券简称：光正集团

公告编号：2019-033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数量

129,168,708 人民币普通股

129,168,708

王文学

9,215,129 人民币普通股

9,215,129

新疆天成拓展投资有限公司

7,160,500 人民币普通股

7,160,50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华润信托·
润之信87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6,5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560,000

林春光

6,291,660 人民币普通股

6,291,660

KING JOIN GROUP LIMITED

5,085,178 人民币普通股

5,085,178

乌鲁木齐绿保能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3,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00,000

徐九丁

3,070,800 人民币普通股

3,070,800

徐韬

2,351,100 人民币普通股

2,351,100

刘静芳

2,207,536 人民币普通股

2,207,53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上表中第三大股东王文学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7,755,129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9,215,129股。
如有）
情况说明（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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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9年4月25日（星期四）
在会议通知指定的地点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15日以公司章程规定的方式送达
各董事。 本次会议应到会董事9人，实到会董事9人，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
长周永麟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参加表决的董事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认为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
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同意该项议案的票数为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详见2019年4月26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详见2019
年4月26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简称：光正集团

公告编号：2019-034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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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15日以公司章
程规定的方式送达各位监事，会议于2019年4月25日（星期四）在会议通知中指定的地点以现场结合通讯方
式召开。 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3人。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由
监事会主席杨红新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参加表决的董事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经记名投票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00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长：周 永 麟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一）表决通过《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二）表决通过《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
plate=szse&stockCode=
002524&announcementId=
1205921967&announcementTime=2019-03-21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2019年03月21日

万元）
2018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数量

股份状态

129,168,708

1.42%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
plate=szse&stockCode=
002524&announcementId=
1205881525&announcementTime=2019-03-07

万
2019年1-6月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元）

质押或冻结情况

25.66%

华润深国投信托
有限公司－华润信
其他
托·润之信87期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2019年03月07日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
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9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9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同比扭亏为盈
同比扭亏为盈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2019年02月21日

事项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
plate=szse&stockCode=
002524&announcementId=
1205843752&announcementTime=2019-02-21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407,113.77

减：所得税影响额

披露日期

新疆火炬以现金方式收购光正能源持有的
光正燃气51%股权

单位：元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公告编号：2019-035

需待评估机构评估后由甲乙双方在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载明的估值基础上协商确定，且不低于30,600
万元。
依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依照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财务数据为准，公
司累计出售光正燃气股权的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本公告日，审计、评估机构对标的公司的相关尽职调查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待完成相关审计、评估
后，公司将依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内部制度履行相关决策、审批程序。
（二）产业基金对外投资
近日公司获悉子公司新视界下属产业投资基金新余明亮健康产业投资合伙企业与山南市邰美达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及《业绩补偿协议》，以人民币6,102万元受让其持有的青岛视康眼
科医院有限公司54%股权， 山南市邰美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承诺青岛视康视康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2019-2021年累计实现扣非净利润不低于2,250万元并承担业绩补偿责。 新余明亮健康产业投资合伙企业已
完成上述对外投资的股权交割及工商变便手续。
本次投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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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需经过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0.89%

2,670,351,660.83

项目

证券简称：光正集团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2,537,970,410.99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株洲宏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事

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002524

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证券简称：吉药控股

日

1、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反对” 栏内相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20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3：00，结束时间

程的规定。

证券代码：300108

月

受托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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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编号：2019-028

董

委托人股东账户：

编号：临2019-020

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4月14日以本公司OA系统、打印稿、电子邮件、微信方式发出。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

31,666,231.64

证券简称：宏达电子

（一）表决通过《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37.13

-100.00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项目变动说明：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
（1）应收票据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2,886.65万元，减幅45.46%，系本期收到的使用票据结算的业务量
减少所致。
（2）应收账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57.98万元，增幅375.18%，系本期重点工程客户结算时间差异所致。

证券代码：30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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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19年4月24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
参加表决监事7名，实际参加表决7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记名投票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092.92

-1,937,019.40

√

委托人持股数：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证券代码：002524

增减幅%

1,937,019.40

252,083.41

编号：临2019-021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2019年4月24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

0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增减额

弃权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
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公司简称：福建水泥

证券简称：福建水泥

反对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预付款项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2,507.75万元，增幅823.76%，系本期子公司预付材料款及电费所致，
其中预付电费款1140万元、永安煤业煤款1016万元。
（4）其他流动资产期末数较期初增加391.34万元，增幅33.43%，系本期公司春节停厂检修，待摊大修费
用增加所致。
（5）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期末数较期初减少47,978.89万元，减幅100%，系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
科目所致。
（6）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期末数较期初增加58,976.65万元，增幅100%，系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
科目所致。
（7）应付职工薪酬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3,781.31万元，减幅44.25%，系本期发放2018年年终奖及绩效薪
酬所致。
（8）应交税费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6,332.41万元，减幅49.33%，主要是本期结算村料款增加进项税及缴
纳上年度所得税所致。
（9）应付利息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191.61万元，减幅100%,系本期支付上年末应付利息所致。
（10）其他流动负债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1,014.76万元，主要是本期预提自备车费、专用线及大修费用
等尚未支付所致
（11）未分配利润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7,206.96万元，增幅63.20%，系本期盈利，增加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增加所致。
（二）合并利润表项目变动
（1）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382.44万元，主要是本期收到退还的生态保证金冲回相应计提的坏
帐准备所致。
(2)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92.59万元,增幅42.28%，主要是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2018年增产增效用电
奖励高于上年同期所致。
（3）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8.33万元，增幅301.76%，系本期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期末公允
价值变动额所致。
（4）资产处置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4,039.60万元，减幅100%,系上年同期漳州厂地块、房屋被政府征收，
结算补偿收益所致。
（5）少数股东损益较上年同期增加295.15万元，增幅37.13%，系本期非全资子公司盈利较上年同期增
长所致。
（6）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较上年同期增加9,078.21万元，增长10.92倍，系公司持有的兴业
银行及兴业证券股票因公允价值变动，其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
（1）收到税费返还较上年同期减少100%,系上期子公司安砂建福收到2017年11-12月资源综合利用增
值税款返还所致。
（2）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2,015.96万元，增幅175.20%，主要是本期子公司
收到生态保证金退还款1,904.66万元所致。
（3）支付的各项税费较上年同期增加5,164.25万元，增幅83.47%，主要是本期支付上年所得税3,703.53
万元所致。
（4）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5,176.90万元， 减幅
100%,系上年同期漳州厂收到土地、房屋征收补偿款70%部分所致。
（5）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21.60万元，减幅46.14系本期公司参与新股网下
申购业务取得的收益较上年减少所致。
（6）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31.96万元，减幅69.63%，系本期参与新股网下申
购业务支付的新股认购款较上年减少所致。
（7）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971.48万元，减幅45.54%，系本期融资总额
较上年下降，支付借款利息减少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原告山东石大节能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金银湖水泥、福建水泥合同纠纷案件。
2018年10月10日，本公司收到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出的《应诉通知书》及《起诉状》副本。
原告请求判令确认解除原被告之间《福建省永安金银湖水泥有限公司2500t/d熟料水泥生产线3.8MW纯低
温余热发电工程能源服务合同》及与该合同相关的全部补充协议,请求判令被告回购原告所建电站，支付
回购价款3146.04万元等。
目前一审已开庭，尚未判决。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金星
日期:2019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600802

63.20

3,115,899.23

√

2.00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4月26日

增减幅%

-3,612,507.95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

1.00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证券简称：福建水泥

同意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可以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 （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表决通过《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10,147,643.16

上年同期

议案名称

非累积
投票议案

6、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589,766,510.00

应付职工薪酬

备注
议案编码

√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不适用

授权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发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
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证券代码：600802

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代表国家持有股份）与福建省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均
1、福建省建材（
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福能集团的控股子公司，二者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或者福建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南方水泥有限公
2、福建省建材（
司、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相互之间及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
不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上
3、除上述1、2项情况外，公司未详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是否属于《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示，受托人可行使酌情裁量权，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投票赞成或反对某议案或弃权。

联系人：刘昭营
联系电话（传真）：025-84576626
电子邮箱：zqb@sz000720.com
通讯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象房村路50号2幢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部 （邮

1.00

非累积
投票议案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行使方式做出具体指

√

公司代码：600802

4,035,846,631.45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

100

第一季度报告

总资产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4、受托行使表决权人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法人股东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单位授权委托
书和出席人身份证；个人股东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股东代码卡、开户证券营业部盖章的持
股凭证、出席人身份证。
5、会议联系方式：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王金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兆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章超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
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光正燃气股权转让
2019年2月19日，公司子公司光正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光正能源“）与新疆火炬燃气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新疆火炬” ）在喀什市签署了《关于新疆火炬燃气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光正能源有限公司所
持光正燃气有限公司部分股权之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 ），新疆火炬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光正能
源持有的光正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正燃气” ）51%股权。 双方约定以2018年12月31日为审计评估基
准日，共同委托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和资产评估机构对目标公司进行审计、评估。 最终交易价格

证券代码：300623

证券简称：捷捷微电

公告编号：2019-035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
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同意该项议案的票数为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详见2019年4月26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详见2019
年4月26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备查文件：
1.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300609

证券简称：汇纳科技

公告编号：2019-069

汇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的
提示性公告

江苏捷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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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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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捷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于2019年4月26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江苏捷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5日

漏。
2019年4月25日，汇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于2019年4月26日在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汇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