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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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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9年5月14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发布了《中广核核技术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9-031），由于

本次股东大会将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为进一步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方便公司股东行使股东大会表决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现发布关于召开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于2019年5月12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2019年5月29日（星期三）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日期、时间：2019年5月28日至5月2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日期、时间为2019年5月29日上午9:

30至11:30、下午1:00至3: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日期、时间为2019年5月28日下午3:00

至2019年5月29日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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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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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

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

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19年5月22日

7、出席对象：

（1）截至2019年5月22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登记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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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2002号中广核大厦北楼16层881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需提交股东大会表决的议案：

（1）议案1《关于补选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议案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

重大事项，应对中小投资者（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票单独计票，公司将根据计票结果进行公开披露。

2、上述议案已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参

见公司于2019年5月14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

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29）。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关于补选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需持单位证明、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受托出席的代理人须持本人

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以信函、传真方式登记。

2、现场登记时间：2019年5月27日、28日，上午9:00-11:00，下午2:00-4:00。

3、现场登记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2002号中广核大厦北楼16层881会议室。

4、股东或委托代理人以书面通讯或传真等非现场方式登记时，相关登记材料应不晚于

2019年5月28日下午5:00送达登记地点，须请于登记材料上注明联络方式。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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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的具体操作内

容详见附件1。

六、其他事项

联系电话：0755-88619337

传真：0755-82781956

邮政编码：518026

联系人：黄山

通讯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2002号中广核大厦北楼16层

出席会议者的住宿、交通费自理，会议费用由公司承担。

七、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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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881” ，投票简称为“广核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9年5月29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30至11:30和下午1:00至3: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28日下午3:00，结束时间为2019年5月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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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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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其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进

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本次股东大会需要本人（本公司）签署的相关文件。本人（本公司）

认可其在该次股东大会代本人（本公司）签署一切文件的效力。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

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委托人对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关于补选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做出具体表决指示，授权被委托人按自己的意见表决： □是

□否

委托人姓名/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统一信用代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性质和数量：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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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义乌和谐锦弘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伙人变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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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全资子公司参与投资义乌和谐锦弘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和谐锦弘” ）。义乌睿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公司

二级子公司西藏锦凌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锦凌” ）为和谐锦弘的普通合伙

人；义乌市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杭州璞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睿腾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张家港市悦丰金创投资有限公司和公司一级子公司西藏锦旭创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为和谐锦弘的有限合伙人； 公司二级子公司西藏锦合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

和谐锦弘的管理人。2017年10月，和谐锦弘通过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备案。

上述情况请详见公司于2017年8月17日披露的 《关于参与投资合伙企业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于2017年10月17日披露的《关于参与投资的合伙企业完成基金备案登记的公告》、于2018

年1月9日披露的《关于义乌和谐锦弘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增合伙人等事宜的公

告》和于2018年8月8日披露的《关于义乌和谐锦弘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增合伙人的

公告》。

2019年5月22日，和谐锦弘召开合伙人大会并形成合伙人会议决议，同意有限合伙人义乌

市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减少对和谐锦弘的认缴出资额， 变更后义乌市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认缴和

谐锦弘的金额为32亿元人民币。2019年5月23日， 和谐锦弘执行事务合伙人西藏锦凌同意天津

市海河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海河” ）、上海临港智兆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临港” ）、珠海华金阿尔法三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珠海华金阿尔法” ）和珠海华金同达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珠海华金同达” ）作为有限合伙人加入和谐锦弘，各方签署《义乌和谐锦弘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认缴协议》、《义乌和谐锦弘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

合伙协议》及《义乌和谐锦弘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管理协议》，依据相关协议的约

定，天津海河将以现金向和谐锦弘认缴出资30亿元人民币，上海临港将以现金向和谐锦弘认缴

出资1亿元人民币，珠海华金阿尔法将以现金向和谐锦弘认缴出资2亿元人民币，珠海华金同达

将以现金向和谐锦弘认缴出资3亿元人民币。 前述变动后， 和谐锦弘的总认缴出资额为1,080,

200万元。

和谐锦弘的主要业务为私募股权投资，着重于投资先进的制造业与新能源行业。参与投资

和谐锦弘将使公司子公司可能获得可持续的投资收益，同时，作为和谐锦弘的管理人，公司子

公司西藏锦合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可获得稳定的收入和现金流入， 有利于改善公司的经营

状况和盈利能力。

一、新增合伙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津市海河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2017年03月29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8MA05P9BE7G

主要经营场所：天津自贸试验区（中心商务区）响螺湾旷世国际大厦1栋1509-08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天津市海河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以及相关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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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海河的普通合伙人为天津市海河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为天津津融投

资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天津海河的实际控制人为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天津海河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天津海河已完成私募基金备案，备案编码：SY4981。

公司名称：上海临港智兆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2017年01月16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1FL3GU29

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环湖西二路888号863室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临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实业投资，投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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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临港的普通合伙人为上海临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为上海临港管伟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和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临港的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临港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上海临港已完成私募基金备案，备案编码：ST1114。

公司名称：珠海华金阿尔法三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2017年10月31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4X9QDD3X

主要经营场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38964（集中办公区）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珠海铧盈投资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合伙协议记载的经营范围：股权投资（私募基金应及时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协

会完成备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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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华金阿尔法的普通合伙人为珠海铧盈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为珠海华发创新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珠海华金阿尔法的实际控制人为珠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珠海华金阿尔法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珠海华金阿尔法已完成私募基金备案，备案编码：SY6445。

公司名称：珠海华金同达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2018年02月08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1BP742M

主要经营场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44469（集中办公区）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珠海铧盈投资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合伙协议记载的经营范围：股权投资（私募基金应及时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完成备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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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华金同达的普通合伙人为珠海铧盈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为珠海华发华宜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珠海华金同达的实际控制人为珠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珠海华金同达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珠海华金同达已完成私募基金备案，备案编码：SCU060。

二、本次合伙人变动后，和谐锦弘的合伙人认缴出资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名称 合伙人性质 认缴出资额

1 西藏锦凌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00

2 义乌睿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00

3 西藏锦旭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000

4 义乌市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20,000

5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睿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50,000

6 杭州璞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00

7 张家港市悦丰金创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00

8 天津市海河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300,000

9 上海临港智兆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0,000

10 珠海华金阿尔法三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20,000

11 珠海华金同达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30,000

合计 1,080,200

三、备查文件

1．《义乌和谐锦弘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人大会决议》

2.《义乌和谐锦弘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认缴协议》；

3.《义乌和谐锦弘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

4.《义乌和谐锦弘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管理协议》。

特此公告。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603133� � � �证券简称：碳元科技 公告编号：2019-035

碳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变更经营范围并完成

工商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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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业务发展需要，碳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碳元科技” ）全资子公司江苏碳元

绿色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碳元绿建” ）对其经营范围进行了变更，变更信息如下：

变更前的经营范围：暖通产品、家居智能产品研发、生产、销售；暖通工程设计、咨询、管理

服务；机电工程安装；建筑暖通节能改造；旧房改造，暖通技术、能源管理、节能环保技术研发、

技术转让；节能环保建筑材料及设备、建筑材料的研发、销售；建筑工程设计、施工及监理；节能

技术咨询；家居智能工程设计、建造；投资信息咨询服务（除金融、证券、期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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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后的经营范围：暖通产品、制冷设备、空调设备及零部件、家居智能产品研发、生产、加

工、销售；暖通工程设计、咨询、管理服务；机电工程安装；建筑暖通节能改造；旧房改造；暖通技

术、能源管理、节能环保技术研发、技术转让；节能环保建筑材料（除危险品）及设备、建筑材料

（除危险品）的研发、销售；建筑工程设计、施工及监理；节能技术咨询；家居智能工程设计、建

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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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元绿建已于近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取得了常州市武进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

《营业执照》。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江苏碳元绿色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世中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12346325064E

成立日期：2015年07月27日

注册地址：常州西太湖科技产业园兰香路7号

经营范围：暖通产品、制冷设备、空调设备及零部件、家居智能产品研发、生产、加工、销售；

暖通工程设计、咨询、管理服务；机电工程安装；建筑暖通节能改造；旧房改造；暖通技术、能源

管理、节能环保技术研发、技术转让；节能环保建筑材料（除危险品）及设备、建筑材料（除危

险品）的研发、销售；建筑工程设计、施工及监理；节能技术咨询；家居智能工程设计、建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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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碳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603133� � � �证券简称：碳元科技 公告编号：2019-036

碳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变更经营范围及注册

地址并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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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业务发展需要，碳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碳元科技” ）全资子公司碳元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碳元光电” ）对其经营范围和注册地址进行了变更，变更信息如下：

变更前的经营范围：从事光电子器件、半导体器件、光学元件、触摸屏及液晶显示模组、手

机及计算机背板类电子产品的研发、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实业投

资；房屋租赁、机械设备租赁、物业管理；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光电子器件、半导体器件、光学

元件、触摸屏及液晶显示模组、手机及计算机背板类电子产品的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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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后的经营范围：从事光电子器件、半导体器件、光学元件、触摸屏及液晶显示模组、手

机及计算机背板类电子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实

业投资；房屋租赁、机械设备租赁、物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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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前的注册地址：溧阳市昆仑街道泓口路218号B幢一楼（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内）

变更后的注册地址： 溧阳市昆仑街道康安路18号

碳元光电已于近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了溧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

执照》。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碳元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世中

注册资本：6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81MA1WJH411H

成立日期：2018年5月16日

注册地址：溧阳市昆仑街道康安路18号

经营范围：从事光电子器件、半导体器件、光学元件、触摸屏及液晶显示模组、手机及计算

机背板类电子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实业投资；

房屋租赁、机械设备租赁、物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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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碳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002838� � � � �证券简称：道恩股份 公告编号：2019-040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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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获取补助的情况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22日收到龙口市财

政局拨付的关于公司“多孔硅酸钙/石墨烯绿色复合材料的集成应用示范线改造项目” 获批

“2018年市级制造业强市奖补专项资金” 223.9万元。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一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上述政府补助属于与资产相关

的政府补助，公司将补助资金计入递延收益，分摊转入各年损益。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

2019�年度利润产生的影响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三、备查文件

《龙口市财政局关于下达预算指标的通知》（龙财企指[2019]74号）；

特此公告。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23日

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闫桂军同志任公司董事长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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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我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中国

银保监会甘肃监管局批准，闫桂军同志任公司董事长。

特此公告。

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会

2018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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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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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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万元） 信息披露截止日期

【G32019SH1000126】

上海申捷卫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50万股股份

（占总股本的10%）

总资产：5500.67万元；净资产：2225.18万元；注册资本：1500.00�万元；经营范围：医疗卫生领域技术检测、技术服务和咨询,生物制品领

域内技术服务及咨询,实业投资,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计算机及配件,仪器仪表,汽配,建材,家电,百货,五金交电,办公用品的销售,

清洁服务,健康信息咨询(不得从事心理咨询、诊疗活动),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饲料,消毒用品,畜禽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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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顾明明 联系方式：021-62657272

222.5180 2019-06-21

【G32019SH1000121】 开明润泽(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股权

总资产：739.66万元；净资产：479.53万元；注册资本：3000.00�万元；经营范围：出版物批发;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技术推广;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承办展览展示活动;会议服务;企业策划;版权贸易;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计算

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心、PUE值在1.5以上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基础软件服务;电脑动画设计。(企业依法

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出版物批发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项目联系人：虞航美 联系方式：021-62657272

108.0000 2019-06-21

【G32019SH1000125】 浙江施强出国服务有限公司20%股权

总资产：520.56万元；净资产：222.15万元；注册资本：200.00�万元；经营范围：自费出国留学中介，因私出入境中介及相关的咨询、培训、

翻译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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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张雅蒙 联系方式：010-51917888-752

44.4300 2019-06-21

【G32019SH1000123】 上海袋式除尘配件有限公司30.77%股权

总资产：900.00万元；净资产：900.00万元；注册资本：2158.00�万元；经营范围：开发、生产、加工、过滤产品及其自动化空置系统及配件，

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服务。

项目联系人：易远卓 联系方式：010-51918749

938.7300 2019-06-21

【G32019SH1000122】 上海可颂食品有限公司19.99%股权

总资产：4378.84万元；净资产：-1063.27万元；注册资本：559.67�万元；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含冷冻冷藏、不含熟食卤味、酒、食糖）、

可颂坊标志相关小礼品的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进出口及相关配套服务；以特许经营方式从事商业活动；以下范围限分支机

构经营：餐饮。（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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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金琦 联系方式：021-62657272-114

125.0000 2019-06-21

【G32018SH1000516】 国药集团三益药业(芜湖)有限公司100%股权

总资本：19193.50万元；净资产：11058.46万元；注册资本：1500.00�万元；经营范围：滴眼剂、溶液剂(外用)、酊剂、搽剂、软膏剂、乳膏剂

(均含激素类)、眼膏剂、滴鼻剂、滴耳剂、凝胶剂、片剂生产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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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王迪 联系方式：010-51917888-309

11500.0000 2019-06-20

物权/资产/权益类项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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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2019SH1000615~618】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民用飞机试飞中心

部分资产

沪ABE783荣威牌CSA7180AC轿车，详见网站公告 5.9400

2019-06-05

沪ABP559荣威牌CSA7180AC轿车，详见网站公告 5.6500

沪ABM592荣威牌CSA7180AC轿车，详见网站公告 5.8000

沪ABE162荣威牌CSA7180AC轿车，详见网站公告 5.9400

【GR2018SH1001241-2】 中丝集团上海商业管理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江苏省苏州市金门路88号协和大厦2404室，规划用途：非居住，建筑面积：80.66平方米，详见网站公告 59.4000 2019-06-05

【GR2019SH1000186-2】 华润天能徐州煤电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柳泉煤矿房屋建筑物及构筑物,主要资产为来宾招待所（会议室），来宾招待所，小餐厅，大餐厅楼房，工会会议室，单职工宿舍，双职

工宿舍工程，职工宿舍1号、2号楼，女工楼，新建厕所，建筑面积：21210.67平方米，具体详见评估报告和网站公告。

1608.5520 2019-06-20

【GR2019SH1000451-2】 坚实置地（上海）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一辆别克轿车SGM7247ATA，详见网站公告 5.6340 2019-06-06

【GR2019SH1000625】 上海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八辆公务车，详见网站公告 14.4600 2019-06-06

平湖中航油港务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平湖中航油港务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50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其他制造业 职工人数：10

经营范围：化工产品及原料的销售（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货运代理服务。

股权结构：中国航油集团物流有限公司 65.0%

平湖市独山港港务投资有限公司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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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拟新增注册资本：2618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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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扩大公司经营规模，增强公司实力； 2、补充公司运营资金。 3、支撑公司的战略布局及业务发展，提升综合竞争力。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成交情形： 浙江中航油石化储运有限公司100%股权及转让方对标的公司39251万元债权项目产权交易合同生效并全部价款进入指

定账户，且本项目募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人，本增资项目方可签署增资协议。

终结情形：在公开挂牌增资的过程中未征集到合格意向投资人，本增资项目终结。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中国航油集团物流有限公司占36%股权；平湖市独山港港务投资有限公司占35%股权；新股东占29%股权。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1、 浙江中航油石化储运有限公司100%股权及转让方对标的公司39251万元债权项目的成交是本项

目成交的前提条件。 2、原股东平湖市独山港港务投资有限公司参与此次增资，并与外部投资人同股同价同步进行。

项目联系人：郑烨琳

联系方式：010-51915345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19-07-11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烟台海创佳兴地产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烟台海创佳兴地产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10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房地产业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中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10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40.0000�%

拟新增注册资本：6400.000000�万人民币

拟增资价格：视征集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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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自有资金使用效率； 加快项目后续的开发建设速度，提升增资人的竞争力； 丰富增资人的招商客户和项目资源，拓展

招商渠道，并改善城区周边基础配套设施的品质。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1、增资达成的条件：符合投资人资格且接受增资条件的一家战略投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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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增资人需求的战略投资人。（2）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未能就

《增资协议》达成一致，本次增资终结。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中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60%；新股东 40%。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本次增资通过公开挂牌征集一家新股东，增加注册资本6400万元，占增资后公司注册资本40%。同时原股东新增注册资本8600万元，占增

资后公司注册资本60%。

项目联系人：王凌智(央企三部)

联系方式：021-62657272-266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19-07-01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上海依佩克国际运输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上海依佩克国际运输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独资/国有全资公司(企业)

注册资本：5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道路运输业 职工人数：28

经营范围：承办海运,空运进出口货物的国际运输代理业务,包括:揽货,订舱,仓储,中转,集装箱拼装拆箱,展品运输,结算运杂货,报验,

保险,相关的短途运输服务及咨询服务,在上海海关关区内从事报关业务(凭许可证经营),无船承运(凭许可证经营),燃料油(除危险品)、化

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日用百货的销售,装卸服务,自有设备租赁,商务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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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上海外经贸商务展览有限公司 100.0%

拟募集资金金额 ：不低于586.514300�万人民币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45.0000�%

拟新增注册资本：409.090000�万人民币

拟增资价格：不低于人民币1.4337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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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增资扩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现有业务的扩能及新市场的开拓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1、增资达成条件：增资条件满足，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及增资人股东签订《增资协议》。2、增资终结条件：

增资条件未满足，或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及增资人股东未能签署《增资协议》，经增资人书面通知交易所，本次增资终结。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上海外经贸商务展览有限公司持股比例55%；新进投资人持股比例45%。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截止至评估基准日，被评估单位存在以下主要租赁事项： 出租方：上海五金矿产发展有限公司；承租

方：上海依佩克国际运输有限公司；租赁地址：光复路757号主楼5层01-03室及副楼701室；建筑面积（㎡）：262.90；租赁期：自2018年1月1

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房租标准：每月按30天计算，租金2.00元/天/㎡，设备运行费0.50元/天/㎡，物业管理费0.70/天/㎡，月租金

25238.40元人民币；房屋用途：办公。 出租方：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有限公司；承租方：上海依佩克国际运输有限公司；租赁地址：上海市

青浦区涞港路181号530室；建筑面积（㎡）：95.54；租赁期：自2019年2月25日起至2022年2月24日止；房租标准：租金单价：3.9元/㎡/日，月

租金11333元人民币；房屋用途：办公。 本次评估假设上述场所到期后能够继续作为被评估单位的办公区域使用，未考虑未来不能续租对

评估值的影响。

项目联系人：何培

联系方式：021-62657272-145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19-07-19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中交通信大数据（上海）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中交通信大数据（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60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职工人数：40

经营范围：从事通信科技、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信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通信建设

工程施工；仪器仪表维修；销售及维修计算机硬、软件及辅助设备；通信设备及相关产品；船舶设备配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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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航信（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51.0%；上海永玺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49.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7.2578%

拟新增注册资本：469.5433�万元

拟增资价格：视征集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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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产业战略投资人，增资所取得的资金用于购置交通信息产业中心建设用地及其他相关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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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资人主动申请终结项目。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中交航信（上海）科技有限公司，认缴出资额3060万元，占出资比例47.2985%。上海永玺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认缴出

资额2940万元，占出资比例45.4437%。意向投资人，认缴出资额469.5433万元，占出资比例7.2578%。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中交通信大数据（上海）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6000万元，截至2019年3月31日，现有股东已全部认缴出

资。中交通信大数据（上海）科技有限公司账面无形资产系2017年2月17日向中交航信（上海）科技有限公司购买的四项软件著作权，无形资

产产权证书尚未变更。中交通信大数据（上海）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时间为2016年11月29日，2016年未经营，因此未出具2016年度审计报告。

项目联系人：万明杰(央企四部)

联系方式：021-62657272-840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19-07-10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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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2019SH1000619】 上海市快乐（集团）有限公司房产3年租赁权 双山路141,143号(部分房屋-双山路141号）3年租赁权，规划用途：商业，租赁面积：24.30平方米，详见网站公告 12.7721 2019-05-29

【GR2019SH1000624、626、627】 上海伟龙房地产有限公司几处房产3年租赁权

石泉路133号-2房屋3年租赁权，规划用途：商场，租赁面积：40平方米，详见网站公告 23.0593

2019-05-30石泉路133号-3房屋3年租赁权，规划用途：商场，租赁面积：43平方米，详见网站公告 22.9439

石泉路141号甲房屋3年租赁权，规划用途：商业，租赁面积：77平方米，详见网站公告 35.4467

增资项目信息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将在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网址：http:

//sf.taobao.com/025/03，户名：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活动，拍

卖时间为：2019年6月24日10时至2019年6月25日10时 （延时除外） 第一次拍

卖，现公告如下： （第一次拍卖）

一、拍卖标的：紫金银行100000股限售流通股（该股票于2019年1月3日上

市，锁定期12个月。）

（此次一共800万股限售流通股拍卖，分成80个标的，每个标的10万股。1#—

80#个标的，分别拍卖。）

起拍价：600000元， 协议价：850000元， 保证金：100000元， 增价幅度：

3000元。

二、竞买人条件：竞买人应当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

解释对买受人资格或者条件有特殊规定及紫金银行对股份转让的相关规定的，

竞买人应当具备规定的资格或者条件。不符合资格或条件参加竞买的，由竞买人

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竞买人需在淘宝网上实名注册。

三、咨询时间：自2019年5月23日9时起至2019年5月24日17时止接受咨询。

四、注意事项：竞拍前竞买人的支付宝帐户中应有足够的余额支付拍卖保证

金。请务必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仔细阅读拍卖公告、拍卖须知、拍卖标的调

查情况表及竞买帮助等栏目详细内容。 还可登录“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www.

rmfysszc.gov.cn)”查询拍卖公告详细内容。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咨询电话：025-83511126，njglfysfpm@163.com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监督电话：025-83511572

联系地址：南京市郑和中路20号 淘宝拍卖会热线：4008222870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监督电话：025-83522456� �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 2019年 5月 31日下午 2:30 在南京市玄武区珠江路 2 号南京中山大

厦四楼秋实厅拍卖“纺中纺（苏州）织造有限公司等 2户不良债权” 。 截止基准日 2019

年 4月 25日，本金 59,125,498.33元及相应利息、费用等。

即日起接受咨询，有意向竞买者请持合法有效证件，提前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单位

竞买的须持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公司章程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授权

委托书及被委托人的身份证明原件， 直接或间接拥有超过 25%公司股权或表决权的自

然人身份证明等）。拍卖保证金 50万元，保证金缴纳及登记截止时间为 2019年 5月 31

日上午 12:30 时，以款实际到达委托人账户（户名：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

苏省分公司；开户行：工行南京和平支行；账号：4301017929100162041）或拍卖人账户

（户名： 江苏省金桥拍卖有限公司， 开户行 ： 农行江阴要塞支行， 账号：

10642801040011699）为准。

交易对象的要求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

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

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

机构等关联人。 拍卖成交后，竞拍者的保证金等转为履约保证金（保证金等有相关协议

进行约定的按照协议约定处置），付款方式如下：买受人应于拍卖成交后 5 个工作日内

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并于 2019年 6月 28日前付清全部价款， 拍卖保证金转为履约保证

金，可冲抵债权转让价款。

地址：无锡市西直街 6号

咨询电话：0510-82739187�18936073113�樊经理

江苏省金桥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江苏省金桥拍卖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