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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或“陕西金叶” ）

收到公司第二大股东重庆金嘉兴实业有限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万裕文化” 】系一致行动人关系，以下简称“重庆金嘉兴” ）的通知，获悉公司股东袁

伍妹女士（与万裕文化系一致行动人关系）将其持有的陕西金叶部分股份对重庆金嘉兴在国

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海证券” ）开展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进行了补充质押，

相关手续已办理完成。

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及补充质押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股份原质押的基本情况

2018年7月17日， 重庆金嘉兴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股36,900,000股质押给国海证

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详见本公司于2018年7月20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89号】）。

（二）股东股份补充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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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质押占其所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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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

袁伍妹 是

3,000,000 2019

年

7

月

11

日

至办理解除质

押登记手续之

日止

国海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18.9682%

用于对重庆金嘉兴在国海证

券开展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

易进行补充质押

合计

- 3,000,000 - - - 18.9682% -

本次袁伍妹女士的股份质押是对重庆金嘉兴上述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补充质押， 不涉

及新增融资安排。

（三）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重庆金嘉兴是本公司第二大股东，持有公司股份81,813,21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6432%，

均为有限售条件股份；袁伍妹女士系本公司控股股东万裕文化之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15,

815,92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575%，均为有限售条件股份。

截止本公告日，重庆金嘉兴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累计被 质押81,809,403股，占其持有本公

司股份总数的99.9953%，占公司总股本768,692,614股的10.6427%；袁伍妹女士所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累计被质押15,815,921股，占公司总股本768,692,614股的2.0575%；控股股东万裕文化及其

一致行动人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209,112,182股， 占公司总股本768,692,614股的

27.2036%。

二、备查文件

（一）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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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亚泰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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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集情况

深圳市亚泰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7月11日以电话、电子

邮件等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2019年7月15日以

现场表决方式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会议监事3名，董事

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聂红女士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内容及

程序合法合规，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规的要求，没有与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监事会同意使用募集资金147,633,009.89元置换预先投入募

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

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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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规定，有利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现金管理收

益，未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该事项决策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监事会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公司经营计划、募投项目

建设计划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情况下， 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购买保

本型理财产品， 使用期限为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在

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亚泰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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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亚泰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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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亚泰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7月15日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部分自筹资金，置

换资金总额为147,633,009.89元。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6个月。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亚泰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60号）核准，公司于2019年4月17日公开发行了480万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48,000万元，扣除部分承销及保荐费904万元及

相关协议约定的其他发行费用341.80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46,754.20万元。瑞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亚泰国际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瑞华验字【2019】48300001号”验资报告。上述募集资金到账后，存放于公司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

根据《深圳市亚泰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本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佛山市南海和华希尔顿逸林酒店装修工程

11,851.41 9,679.46

2

西安洲际酒店项目精装修工程

21,343.51 21,295.30

3

遵义喜来登酒店装饰工程项目

17,064.28 17,025.24

合计

50,259.19 48,000.00

注：合计数据尾数因四舍五入原因，与相关单项数据计算得出的结果略有不同。

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拟投入项目的资金需求额， 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有资金或其它方式筹集的资金先行投

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二、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情况

截至2019年5月31日， 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款项总计人民

币189,270,487.82元。本次募集资金拟置换金额为147,633,009.89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额

募集资金

可置换金额

佛山市南海和华希尔顿逸林酒店装修工

程

96,794,600.00 32,219,484.91 16,489,394.30

西安洲际酒店项目精装修工程

212,953,000.00 145,400,396.51 119,978,483.44

遵义喜来登酒店装饰工程项目

170,252,400.00 11,650,606.40 11,165,132.15

合计

480,000,000.00 189,270,487.82 147,633,009.89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针对上述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使用情况出

具了《关于深圳市亚泰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

告的鉴证报告》（瑞华核字【2019】48520012号）。

三、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实施

公司在募集资金到位前，根据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了前期投

入，是为了保证募投项目的正常进度需要，符合公司的发展利益需要。为降低公司的财务费

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147,633,009.89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同等金额的自筹资金。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事

项，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

时间不超过6个月，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律、行政法规等规范性文件

的有关规定。

四、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审批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

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147,633,009.89

元。

（二）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本次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是为了提高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及实现投资者利益最大化，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置换行为不违背募投项

目实施计划，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置换

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没有超过6个月；置换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内容及

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等有关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内容及程序合法合规，募集

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规的要求，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

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况。 监事会同意使用募集资金147,633,009.89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

金。

（四）会计师事务所鉴证意见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深圳市亚泰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

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瑞华核字【2019】48520012

号），其认为：上述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深圳

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要求编制。

（五）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使用项目的自筹资

金事项，已经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并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了审核报告，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六个月，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年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规定要求。因此，我们同意亚泰国际

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使用项目的自筹资金。

七、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宜的独立意见；

4、募集资金置换鉴证报告；

5、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亚泰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深圳市亚泰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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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亚泰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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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亚泰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7月15日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为提高公司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募集资

金，在保证募投项目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公司使用不超

过人民币2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商业

银行理财产品，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

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在授权额度范围内行使该项投资决

策权并签署相关文件。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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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运作指引》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上述事项在董事会的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亚泰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60号）核准，公司于2019年4月17日公开发行了480万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48,000万元，扣除部分承销及保荐费904万元及

相关协议约定的其他发行费用 341.80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46,754.20万元。瑞华会计师事

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对亚泰国际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

验，并出具了“瑞华验字【2019】48300001号”《验资报告》。上述募集资金到账后，存放于公司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

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佛山市南海和华希尔顿逸林酒店装修工程

11,851.41 9,679.46

2

西安洲际酒店项目精装修工程

21,343.51 21,295.30

3

遵义喜来登酒店装饰工程项目

17,064.28 17,025.24

合计

50,259.19 48,000.00

注：合计数据尾数因四舍五入原因，与相关单项数据计算得出的结果略有不同。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需要一定周期，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现阶段

募集资金在短期内出现部分闲置。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保护投资者利益，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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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的

规定，公司开立了募集资金专户进行存储。截至2019年5月31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

币46,666.23万元。

2019年7月1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147,633,009.89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

部分自筹资金，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网的相关公告。

三、本次公司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1、投资目的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在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

资金使用的前提下，公司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以

增加资金收益、保持资金流动性。

2、投资品种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严格控制风险，对投资产品进行严格评估，选择流动性好、安全性

高、短期（不超过一年）的保本型理财产品，不涉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中规定的风险投资品种，即不含证券投资、房地产投资、矿产权投

资、信托产品投资、无担保的债券投资等风险投资。

3、投资额度

公司在授权期限内使用合计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公司购买的上述理财产品不得用于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

户（如适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4、投资期限

授权期限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5、实施方式

在额度范围内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在授权额度范围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

署相关文件。

6、信息披露

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四、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

公司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

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选择低风险投资品种，不得用于其他证券投资，不购

买股票及其衍生品和无担保债券为投资标的理财产品等。

（2）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投资的理财产品的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

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4）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购买理财产品对公司的影响

1、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安全性高、风险低、流动性好、保本型的短期理财产品投资

是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

况，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要。

2、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的现金管理，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

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六、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七、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意见

1、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在保证募投项目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有利

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现金管理收益。公司使用的闲置募集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的行为，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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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修订）、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等相关规定。因

此， 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决

定，使用期限为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使

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2、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

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认为：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

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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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规定。有利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现

金管理收益，未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

资金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决策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监事会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公司经营计划、

募投项目建设计划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情况下， 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闲置募集资金用

于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在上述使

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3、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事项已经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与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

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及交易所规则的规定。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事项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规的规定，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宜的独立意见；

4、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亚泰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亚泰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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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亚泰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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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亚泰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今日取得七项实用新型专利及

两项外观设计专利，并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类别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证书号

1

实用新型 一种装配式栏杆

ZL201821432340.1 2018

年

08

月

31

日 第

8908925

号

2

实用新型 一种榫卯结构装饰架

ZL201821514220.6 2018

年

09

月

14

日 第

8768308

号

3

实用新型 一种架空型地板安装结构

ZL201821686333.4 2018

年

10

月

16

日 第

8975858

号

4

实用新型 一种旋转式隔断

ZL201821598924.6 2018

年

09

月

28

日 第

8949552

号

5

实用新型 一种内置灯光的倾斜式钢立柱

ZL201821455563.X 2018

年

09

月

05

日 第

8956028

号

6

实用新型 一种悬挂钢结构楼梯

ZL201821452572.3 2018

年

09

月

06

日 第

8894467

号

7

实用新型 一种建筑装修用复合板搬运装置

ZL201821858295.6 2018

年

11

月

12

日 第

9011135

号

7

外观设计 装饰挂网

ZL201830731890.2 2018

年

12

月

17

日 第

5211088

号

8

外观设计 装饰墙（绿植）

ZL201830736611.1 2018

年

12

月

18

日 第

5208671

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为公司，专利的取得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

公司发挥技术研发优势，保护公司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施工工艺,提高公司施工质量及效率，更

好的完成施工任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亚泰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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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亚泰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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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亚泰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7月11日以电话、电子

邮件等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2019年7月15日

以现场表决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7名。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郑忠先生主持，

监事会全体成员及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公告》 同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监事会及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相关意见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调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司近年经营业绩、经营规模等实际经营情况，结合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建议，为

有效地调动高级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参照行业及地区的薪酬水平，董事会同意

在2018年度各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基础上， 按不超过30%的幅度对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予以

调整。

关联董事邱小维、KENWEI� JIANHU（胡伟坚）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已发表独

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 购买商业银行理财

产品，该计划的实施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的行为，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监管的相关规

定。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

可以滚动使用。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已发表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同日刊登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4、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司的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同意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申请人民币2亿元综合授信，该笔授信使用期限为1年。其中：公司

实际控制人郑忠先生、 邱艾女士为公司向浦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郑忠先生、邱艾女士为公司提供担保不收取担保费用。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最终授信额度和期限以银行实际审批的为准。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宜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亚泰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300475� � � �证券简称：聚隆科技 公告编号：2019-042

安徽聚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提前终止减持计划的公告

实际控制人刘军先生、 刘翔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潘鲁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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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聚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19年3月28日在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

了《关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9-012）。实际控

制人刘军先生、刘翔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潘鲁敏先生计划在减持期间（2019年4月19日至2019

年10月18日）以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2,000,000股（占公司总股

本6%）。

2019年7月15日，公司收到刘军先生、刘翔先生及潘鲁敏先生出具的《告知函》，决定提前

终止上述减持计划。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计划实施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刘军先生、刘翔先生及潘鲁敏先生未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

二、提前终止减持计划的情况说明

2019年5月16日，刘翔先生、刘军先生与深圳市领汇基石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领汇基石” ）签署《股份转让协议》，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分别向领汇基石转让

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3,736,238股、9,919,032股。同日，潘鲁敏先生与深圳市领驰基石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领驰基石” ）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书》，通过协议转让方

式向领驰基石转让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541,271股。详见2019年5月18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

露的《关于股东拟协议转让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34）、《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等相关公告。

上述协议转让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详见

2019年7月11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股东协议转让股份完成过户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9-041）。

刘军先生、 刘翔先生及潘鲁敏先生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减持的股份已通过协

议转让方式减持，因此决定提前终止本次以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三、其他说明

1、刘军先生、刘翔先生及潘鲁敏先生提前终止本次减持计划的行为不违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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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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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2、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的提前终止，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刘军先生、刘翔先生、潘鲁敏先生出具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安徽聚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7月16日

证券代码：002252� � �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2019-077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莱士中国被动减持计划

实施期限届满的公告

股东莱士中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莱士凯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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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于2018年12月20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

莱士中国存在可能被动减持公司股票风险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8-132），控股股东

莱士中国有限公司 （RAAS� China� Limited，“莱士中国” ） 质押给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平安信托” ）的上海莱士股票89,640,000股因股价低于平仓线且未能履行补仓义务而构成

违约，存在被动减持的风险。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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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莱士中国应在上述预披露的被动

减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后披露减持情况，截止目前，上述被动减持计划实施期限已届满。公

司于2019年7月15日收到莱士中国《被动减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的告知函》，被动减持期间，

该次被动减持计划通过法院强制执行方式减持公司股份59,72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20%）。该次被动减持计划未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现将该次预

披露的被动减持计划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该次被动减持计划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

股） 减持数量（股） 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莱士中国 其他方式

2019

年

7

月

5

日

8.37 59,720,000 1.20%

合计

59,720,000 1.20%

备注：1、上述减持为莱士中国的被动减持行为；

2、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包括因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部

分）。

二、该次被动减持计划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被动减持计划前持有股份 本次被动计划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莱士中国

合计持有股份

1,509,120,000 30.34% 1,424,711,764 28.64%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1,509,120,000 30.34% 1,424,711,764 28.64%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莱士中国及其一致行动人深

圳莱士

合计持有股份

1,737,239,166 34.92% 1,652,830,930 33.23%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1,737,239,166 34.92% 1,652,830,930 33.23%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注：1、公司分别于2018年12月8日、12月12日、12月19日、12月20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

莱士中国存在可能被动减持公司股票风险的预披露公告》等，并于2018年12月20日、2019年6

月15日、2019年7月12日披露了 《关于控股股东莱士中国被动减持股份的进展公告》， 截至

2019年6月13日，莱士中国累计被动减持公司股份6,611,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33%）；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7月3日，莱士中国累计减持公司股份24,

688,23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96%）；2019年6月13日至7月3日的减持为莱士中国的被动减持

行为，截至目前，莱士中国尚未收到关于该期间被动减持的正式通知；截至2019年7月12日，莱

士中国累计被动减持公司股份84,408,23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97%）。

2、 截至2019年7月12日， 莱士中国持有公司股份1,424,711,764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8.64%），莱士中国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莱士凯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深圳莱士” ）持有公

司股份1,652,830,9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3.23%）。

三、其他有关说明

1、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2017】9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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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在减持

期间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莱士中国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总

数不得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该次被动减持股份事项未违反前述规定。

2、自2018年12月8日公司首次发布关于莱士中国存在可能被动减持公司股票风险的预披

露公告之日起，截至2019年7月12日，莱士中国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被动减持公司股份84,408,

23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97%）。除此之外，莱士中国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

的情形。

3、该次减持为莱士中国的被动减持行为，莱士中国及其一致行动人一直与债权人保持

沟通协调，并积极根据债权人要求，进行债务展期、筹措资金、追加保证金或抵押物等相关措

施防范平仓风险。

截至目前，上述预披露的被动减持计划实施期限已届满，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

减持股份数量。

4、该次被动减持计划未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实质影响，也未直接导致公司

控制权发生变更。

四、备查文件

莱士中国《被动减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252� � �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2019-076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科瑞天诚被动减持计划

实施期限届满的公告

股东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宁波科瑞金鼎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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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于2018年12月22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

科瑞天诚存在可能被动减持公司股票风险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8-136），控股股东

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科瑞天诚” ）质押给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风证券” ，

代表“天风证券天浩217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天风 证券天浩319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天浩217号、319号资管计划” ））的69,370,000�股上海莱士股票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因

股价低于平仓线且未能履行补仓义务而构成违约，存在被动减持的风险。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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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科瑞天诚及其一致行动人应在上

述预披露的被动减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后披露减持情况，截至目前，上述被动减持计划实施

期限已届满。公司于2019年7月15日收到科瑞天诚《关于公司被动减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的

告知函》，被动减持期间，该次被动减持计划未减持公司股份。现将该次预披露的被动减持计

划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该次被动减持计划减持股份情况

科瑞天诚该次被动减持计划未减持公司股份。

二、该次被动减持计划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1、科瑞天诚该次被动减持计划未减持公司股份；该次被动减持计划减持前（2018年12月

20日），科瑞天诚持有本公司股份1,582,529,56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1.81%。

2、公司分别于2018年12月8日、12月12日、12月19日、12月22日、12月26日及2019年1月9日

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科瑞天诚及其一致行动人存在可能被动减持公司股票风险的预披露

公告》等，并分别于2018年12月20日、12月21日、12月22日、12月25日、12月26日、12月27日、12

月28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科瑞天诚及其一致行动人被动减持股份的进展公告》等，截至

2019年7月12日，科瑞天诚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被动减持公司股份30,842,952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0.62%）， 累计被动减持后， 科瑞天诚持有公司股份1,582,529,564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1.81%）， 科瑞天诚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1,801,744,412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6.22%）。

三、其他有关说明

1、科瑞天诚本次被动减持计划符合《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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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

规定。该次被动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被动减持期间，该次被动减持

计划未减持公司股份。

2、自公司2018年12月8日首次发布关于科瑞天诚及其一致行动人存在可能被动减持公司

股票风险的预披露公告之日起， 科瑞天诚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被动减持公司股份30,842,95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2%），除此之外，科瑞天诚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情

形。

3、该次减持计划为科瑞天诚的被动减持计划，科瑞天诚及其一致行动人一直与债权人

保持沟通协调，并积极根据债权人要求，进行债务展期、筹措资金、追加保证金或抵押物等相

关措施防范平仓风险。

4、该次被动减持计划未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实质影响，也未直接导致公司

控制权发生变更。

四、备查文件

科瑞天诚《关于公司被动减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六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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