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 8 月 20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００２９２８

证券简称：华夏航空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５０

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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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６日召开了２０１９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成员。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顺利运行，根据《
公司章程》相
关规定，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后，豁免会议通知时间要求，现场决定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２０１９ 年８ 月 １６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
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胡晓军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董
事 ９ 人，其中董事乔玉奇因公务出差，委托董事徐为代表其出席会议并表决，以通讯表决方
式参加会议的董事有徐为、范鸣春、汪辉文、董小英、岳喜敬、张工。 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１、审议通过《
同意选举胡晓军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９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２、审议通过《
同意选举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公司董
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具体如下：
（
召集人）、吴龙江先生、岳喜敬先生、董小英女士、汪辉
１）战略委员会：选举胡晓军先生（
文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
召集人）、胡晓军先生、董小英女士为第二届董事会提
２）提名委员会：选举岳喜敬先生（
名委员会委员；
（
召集人）、岳喜敬先生、乔玉奇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审计
３）审计委员会：选举张工先生（
委员会委员；
（
召集人）、张工先生、乔玉奇先生为第二届董事
４）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选举岳喜敬先生（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９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兼副总裁的议案》
３、审议通过《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俸杰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兼副总裁，任期三年，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俸杰先生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已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无异议。
表决结果：９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披露的《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
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相关公告。
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４、审议通过《
同意聘任主杰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９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披露的《
关于聘任公司内审部负责人的议案》
５、审议通过《
同意聘任柳成兴先生担任公司内审部负责人，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９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关于聘任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议案》
６、审议通过《
同意聘任吴龙江先生担任公司首席执行官，鉴于增设首席执行官职务事项涉及《
公司章
程》、《
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则的修订，吴龙江先生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章程》、《
董
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应修改事项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９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披露的《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
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相关公告。
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７、审议通过《
同意聘任李志良先生担任公司总裁，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９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披露的《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
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相关公告。
关于聘任公司联席总裁的议案》
８、审议通过《
公司章程》、
同意聘任李三生先生担任公司联席总裁，鉴于增设联席总裁职务事项涉及《
《
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则的修订，李三生先生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章程》、《
董事会
议事规则》等相应修改事项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９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披露的《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
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相关公告。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９、审议通过《
同意聘任崔新宇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
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９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披露的《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
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相关公告。
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１０、审议通过《
同意聘任张静波女士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９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披露的《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
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相关公告。
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并办理相应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１１、审议通过《
鉴于公司增设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职位及修改职权分工等事项，董事会同意相应修订《
公
司章程》，并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公司章程》等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或备案手续。
上述变更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最终核准、登记为准。
表决结果：９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２０１９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
〈
公司章程〉修正案》。 和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披露的《
ｈｔｔｐ：／／ｗｗｗ．
公司章程》。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披露的修订后的《
关于修订〈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１２、审议通过《
同意对本公司《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进行修订。
表决结果：９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２０１９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修订后的《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
关于修订〈
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１３、审议通过《
同意对本公司《
董事会议事规则》进行修订。
表决结果：９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２０１９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修订后的《
董事会议事规则》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
关于修订〈
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１４、审议通过《
同意对本公司《
对外担保管理办法》进行修订。
表决结果：９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２０１９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修订后的《
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
关于修订〈
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１５、审议通过《
同意对本公司《
对外投资管理办法》进行修订。
表决结果：９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２０１９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修订后的《
对外投资管理办法》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
１６、审议通过《
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
公司于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９日召开的２０１８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事项已获中国证监会核准，尚未完成发行。 鉴于授权决议的有效期即将届满，为确保本
次发行的顺利进行，公司拟提请股东大会将授权决议有效期延长至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规定的六个月有效期截止日 （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日）， 授权范围不
变。
表决结果：９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２０１９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
关于延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披露的《
效期和授权有效期的公告》。
关于延长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１７、审议通过《
公司于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９日召开２０１８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方案的议案》，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已获中国证监会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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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完成发行。 鉴于发行方案决议有效期即将届满，为确保本次发行的顺利进行，同意公司将
发行方案决议有效期延长至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规定
的六个月有效期截止日（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日）。
表决结果：９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２０１９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
资讯网（
关于延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披露的《
效期和授权有效期的公告》。
关于提请召开公司２０１９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１８、审议通过《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２０１９年９月４日（
星期三）下午１４：３０在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华夏航空股份
有限公司新办公楼５２４会议室， 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２０１９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９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
资讯网（
关于召开２０１９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披露的《
三、备查文件
１．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２．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９２８

证券简称：华夏航空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５１

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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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６日召开了２０１９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二届监事会成员。 为保证公司监事会顺利运行，经全体监事同意后，豁
免会议通知时间要求，现场决定召开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
议于２０１９ 年８ 月 １６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
主席邢宗熙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人，实际出席监事 ３ 人，其中监事梅锦方先生
以通讯方式参加。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１、审议通过《
同意选举邢宗熙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二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９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关于修订〈
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２、审议通过《
同意对本公司《
监事会议事规则》进行修订。
表决结果：９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２０１９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修订后的《
监事会议事规则》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
特此公告。
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９２８

证券简称：华夏航空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５４

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９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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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一）会议届次：２０１９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关于提请召开公司２０１９年
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６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会议召开时间：
（
星期三）下午１４：３０
１、现场会议时间：２０１９年９月４日（
２、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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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４日上午９：３０一
１１：３０，下午１３：００一１５：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９月３日下午１５：００至
２０１９年９月４日下午１５：００的任意时间。
（
五）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１、现场表决：包括本人出席以及通过填写授权委托书授权他人出席。
２、网络投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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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股东提供网
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于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所有普通股
股东，均有权通过相应的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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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股权登记日：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７日（
星期二）
七）会议出席对象
（
星期二）下午１５：００，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１、截止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７日（
册的本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和参加表决（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一），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２、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认可的其他人员；
３、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４、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
八）会议地点：重庆市渝北区江北国际机场航安路３０号华夏航空新办公楼５２４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
一）议案名称
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并办理相应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１．审议《
关于修订〈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２．审议《
关于修订〈
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３．审议《
关于修订〈
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４．审议《
关于修订〈
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５．审议《
关于修订〈
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６．审议《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
７．审议《
有效期的议案》
关于延长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８．审议《
上述提案１为特别决议，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提案２－８为普通决议，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上述提案将对中小投资者（
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
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５％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的表决情况进行单独计票并公开
披露。
（
二）披露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０日刊登于 《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
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相关公告。
三、提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１００

备注

提案名称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议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１．００

《
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并办理相应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

２．００

《
关于修订〈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３．００

《
关于修订〈
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４．００

《
关于修订〈
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５．００

《
关于修订〈
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

６．００

《
关于修订〈
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

７．００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

８．００

《
关于延长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
议案》

√

四、现场参与会议的股东登记办法
（
一）登记方式：现场登记、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１、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应由其法定代表人持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股东账户卡或有效持股凭证复印件和本人身份证复印件进行登记； 若非法定代表人出席的，
格式附后）、股东账户卡复印
代理人应持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
件和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到公司登记。
２、自然人股东登记：自然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复印件、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到公司登记；
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股东账户卡复印件、授权委托书（
格式附后）和本人身
份证复印件到公司登记。
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信
３、 异地股东可于登记截止前用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
函、传真以登记时间内公司收到为准。
（
二）登记时间：
星期一）上午９：００－１１：３０，下午１３：００－１７：００。
１、现场登记时间：２０１９年９月２日（
２、采用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的，须在２０１９年９月２日下午１７：００之前送达或者传真至
本公司证券投资部办公室。 来信请寄：重庆市渝北区江北国际机场航安路３０号华夏航空新办
公楼（
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邮编：４０１１２０（
信函上注明“
２０１９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字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８２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或“
宜昌交运”）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９日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出具的《
关于核准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向宜昌道行文旅开发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
监许可 〔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中国
２０１９〕１４２６号），《
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详见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０日的巨潮资讯网（
证券时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及《
报》、《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
以下简称“
九凤谷
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６日，本次交易已完成湖北三峡九凤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或“
标的资产”）的股权过户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一、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
一）资产交付及过户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６日，九凤谷公司取得宜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
信用代码：９１４２０５８１３０９７５５９２ＸＧ），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成。宜昌交运成为九凤谷
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为１００％。
（
二）后续事项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向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股票并向中国证券登
１．宜昌交运按照《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办理新增股份登记和上市手续。
２． 宜昌交运尚需在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期限内向募集配套资金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并办理新增股份缴款验资和股份登记等手续。
３．宜昌交运尚需就本次交易涉及的上市公司注册资本变更、公司章程修订等事宜向工商
登记机关申请办理登记或备案手续。
４．宜昌交运尚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就本次交易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５．相关各方继续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协议、承诺等事项。
二、关于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中介机构结论意见
（
一）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出具了 《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标的资
产过户完成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认为：
本次交易已获得了必要的决策、审批、核准程序，本次交易的实施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涉及资产的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过户手续合法有效。 本次
交易实施后续事项在合规性方面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对上市公司本次交易的实施不构成重
大影响。
（
二）律师意见
公司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了 《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
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
情况的法律意见》，认为：
本次交易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本次交易各方有权按照相关批准和授权实施本次
交易。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户已经完成，宜昌交运作为九凤谷公司的唯一股东，合法持有九
凤谷公司的１００％股权。 在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切实履行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基础上，本次交易相
关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三、备查文件
１．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标的资产过户完成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２．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的法律意见书；
３．湖北三峡九凤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４．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
５．湖北三峡九凤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章程。
特此公告。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九日

样）。 本次会议不接受电话登记，信函或传真以抵达登记地点的时间为准。
（
三）登记地点：重庆市渝北区江北国际机场航安路３０号华夏航空新办公楼５３０会议室。
（
四）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务必于会前半小时携带相关证件到现场办理
签到登记手续，以便签到入场。
五、参与网络投票股东的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三。
六、注意事项
（
一）本次参与现场投票的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
二）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三）联系人：杨洁
（
四）联系电话：０２３－６７１５３２２２－８９０３
（
五）联系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江北国际机场航安路３０号华夏航空新办公楼
（
六）传
真：０２３－６７１５３２２２－８９０３
（
七）电子邮箱地址：ｙａｎｇｊｉｅ＠ｃｈｉｎａｅｘｐｒｅｓｓａｉｒ．ｃｏｍ
七、备查文件
１、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２、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６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先生（
女士）代表本人（
本公司）出席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名称：
委托人签名（
签章）：＿＿＿＿＿＿＿＿＿＿＿＿＿＿＿＿＿＿＿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持股性质：＿＿＿＿＿＿＿＿＿＿＿＿＿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人对大会议案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备注：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同意
以投票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议案

１００

反对

弃权

√

非累积投票提案
１．００

《
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并办理相应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

２．００

《
关于修订〈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３．００

《
关于修订〈
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４．００

《
关于修订〈
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５．００

《
关于修订〈
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

６．００

《
关于修订〈
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

７．００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

８．００

《
关于延长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
的议案》

√

同意”或“
反对”或“
弃权”或“
回避”的栏目里划“
１．请在“
√”。
２．若没有明确指示，被委托人可按照其个人意愿，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投票同意、反对、弃
权或回避。
３．本委托书自本人签署之日起生效，至本次会议结束时终止。
附件二：
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会股东登记表
法人股东名称／自然人股东姓名（
全称）
股东地址
股东证券账户开户证件号码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姓名
股东账户
股权登记日收市持股数量
是否委托他人参加会议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联系邮箱
联系地址
注：１、本人（
单位）承诺所填上述内容真实、准确，如因所填内容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登记日所记载股东
信息不一致而造成本人（
单位）不能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所造成的后果由本人承担全部责任。 特此承诺。
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信函、传真以登记时间内公司
２、已填妥及签署的登记截止前用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收到为准。
３、请用正楷填写此表。
法人股东盖章）： ＿＿＿＿＿＿＿＿＿＿＿＿＿＿＿＿＿＿＿＿＿＿＿
股东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三：
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
华夏投票”。
１．
３６２９２８”，投票简称为“
２． 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３、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
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
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投票时间：２０１９年９月４日上午９：３０－１１：３０、下午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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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１５：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９月３日（
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１５：００。
００至２０１９年９月４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
份认证业务指引（
深交所数字证书”或“
深交所投资
２０１６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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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００２９２８

证券简称：华夏航空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５２

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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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第一届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即将任
期届满，根据《
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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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６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兼副总裁的议案》、
关于聘任公司总
《
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关于聘任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议案》、《
裁的议案》、《
关于聘任公司联席总裁的议案》、《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和《
关于聘任公
司财务总监的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１、首席执行官：吴龙江
２、总裁：李志良
３、联席总裁：李三生
４、董事会秘书兼副总裁：俸杰
５、副总裁：崔新宇
６、财务总监：张静波
７、证券事务代表：主杰
鉴于增设首席执行官、联席总裁职务事项涉及《
公司章程》、《
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则的
修订，吴龙江先生、李三生先生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章程》、《
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
应修改事项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上述其余人员任期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上述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不存在《
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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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公司章程》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
且尚未解除的情况，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任职资
格和聘任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要求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就聘
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董事会秘书兼副总裁俸杰先生、证券事务代表主杰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
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具备职位所必需的专业素养。
法律法规和《
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董事会秘书兼副总裁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俸杰

联系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江北国际机场航安路３０号华夏航空新办 重庆市渝北区江北国际机场航安路３０号华夏航空新
公楼
办公楼

电话

０２３－６７１５３２２２－８９０３

０２３－６７１５３２２２－８９０３

传真

０２３－６７１５３２２２－８９０３

０２３－６７１５３２２２－８９０３

电子信箱

ｄｏｎｇｍｉｂａｎ＠ｃｈｉｎａｅｘｐｒｅｓｓａｉｒ．ｃｏｍ

ｄｏｎｇｍｉｂａｎ＠ｃｈｉｎａｅｘｐｒｅｓｓａｉｒ．ｃｏｍ

证券代码：００２１４７

主杰

证券简称：ＳＴ新光

二、高级管理人员届满离任情况
因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王军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裁，仍在公司任职；罗彤先生
不再担任公司副总裁，仍在公司任职；张红军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裁，仍在公司任职；丘克
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裁，仍在公司任职。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罗彤先生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７００，０００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０．１２％；丘克先生间接持有公司股份３７５，０００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６％；张红军先生间接持有公司股份４３６，０００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０．０７％；上述人员配偶、父
母、子女及其他直系亲属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王军先生未
持有公司股份，其配偶、父母、子女及其他直系亲属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
行的承诺事项。
公司对王军先生、罗彤先生、张红军先生和丘克先生在第一届董事会任职期间的勤勉工
作及对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６日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吴龙江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出生于１９７３年１０月，研究生学历。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
至今在华夏通融（
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２００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在华夏航空控
股（
深圳）有限公司担任监事；２００７年７月至今在北京华夏典藏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担任监事；
２００８年４月至２０１０年３月， 任本公司副总经理；２０１０年３月至２０１３年５月任本公司董事兼副总经
理／副总裁；２０１３年５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兼总裁；２０１５年１月至今在华夏航空（
重庆）飞行训练
中心有限公司担任董事和经理。
吴龙江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５％以上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吴龙江先生间接持有公司股份１，６００，０００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０．２７％，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公司于最高人民法院
网站查询，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
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
公司章程》中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李志良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汉族，出生于１９７９年１２月，本科学历。 ２００６年４
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１月历任本公司维修工程部航线主任、副经理、经理；２０１１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０月担
任本公司维修工程部副总经理；２０１５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担任本公司客舱地面服务部总经
理；２０１６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９年７月担任本公司总工程师以及维修工程部总经理； ２０１９年７月至２０１９
年８月担任本公司首席运行官。
李志良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５％以上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李志良先生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４００，０００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０．０７％；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公司于最高人民法院
网站查询，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
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
公司章程》中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李三生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出生于１９７４年４月出生，大学专科学历。 １９９２
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５年１２月在武警河南总队服役；１９９６年６月至１９９８年７月在四川仪表四厂工作；
１９９８年８月至１９９９年３月在昆明大学旅行社工作；１９９９年４月至２００３年１２月在云南烟草国际旅
行社工作；２００４年１月至２００９年１０月在云南英安通用航空公司担任董事长助理；２００９年１１月至
２０１１年７月在云南晨阳会展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２０１１年７月至今在本公司历任总裁助理、副
总裁。 ２０１８年７月至今在华夏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兼任董事。
李三生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５％以上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李三生先生间接持有公司股份５６０，０００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０．０９％，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公司于最高人民法院网
站查询，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
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
公司章程》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俸杰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出生于１９７２年８月，大学本科学历，已取得深圳
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１９９６年５月至２００６年３月在贵州贵宝集团有限公司担
任董事会秘书；２００６年３月至２００７年３月在贵州柏强制药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助理；２００７年３月
至今在华夏航空历任法务主管、总裁助理、飞机引进办总经理、董事会秘书；２０１５年１月至今在
华夏航空（
重庆）飞行训练中心有限公司担任监事；２０１６年１１月至今在本公司担任副总裁兼任
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９年３月至今在华夏航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兼任监事。
俸杰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５％以上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俸杰先生间接持有公司股份７００，０００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０．１２％，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公司于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
询，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
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
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崔新宇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出生于１９７１年４月，大学本科学历。 １９９３年
７月至２００５年１１月在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财务处、市场部工作，担任市场部
副总；２００５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８年８月在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营销委工作，担任航班计划处处
长、航班时刻处处长；２００８年９月至２０１０年８月在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昆明营业部工作，
担任营业部总经理；２０１０年９月至２０１５年９月担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营销委网络收益
部副总经理；２０１５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６年９月担任东海航空有限公司营销总监；２０１６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８年
６月担任浙江长龙航空有限公司营销总监；２０１８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９年１月在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担任董事长助理；２０１９年１月至今在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副总裁。
崔新宇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５％以上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崔新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公司于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不存
在《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
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
张静波女士，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１９７０年１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非执业注册
会计师。 １９９２年８月至１９９６年８月在北京分析仪器厂有限公司担任会计；１９９６年８月至２０００年１２
月在北京美标钢板陶瓷洁具有限公司担任会计主管；２００１年１月至２００５年４月在德莎（
中国）有
限公司担任中国区财务及行政经理；２００５年５月至２００８年２月在华隆瑞峰（
中国）有限公司担任
中国区财务总监；２００８年３月至２０１６年９月在中钢集团新型材料 （
浙江） 有限公司担任副总经
理；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入职本公司，２０１６年１１月至今在本公司担任财务总监；２０１７年４月至今兼任融
通一号（
天津）租赁有限公司经理；２０１７年１１月至今兼任融通二号（
天津）租赁有限公司经理。
张静波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５％以上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张静波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公司于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不存
在《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
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
主杰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５年１１月生，本科学历。 曾任正大集团中国区
审计专员、 香港精电国际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８年２月担任公司财务部总经
理，２０１７年９月至２０１８年２月兼任公司证券投资部总经理，２０１８年３月至今， 担任公司证券投资
部总经理。
主杰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５％以上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主杰先生间接持有公司股份２１６，０００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０．０４％，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公司于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
询，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
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主杰先生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
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证券代码：００２９２８

证券简称：华夏航空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５３

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和授权有效期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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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９日召开２０１８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方案的议案》（
以下简称“
发行方
案决议”）、《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
案》（
以下简称“
授权决议”），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和授权的有效期为十二
个月，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事宜之日起计算。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
以下
简称“
本次发行”）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核准，尚未完成发
行。
鉴于发行方案决议及授权决议有效期即将届满，为确保本次发行的顺利进行，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延长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
的议案》和《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
有效期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将发行方案决议有效期及授权决议有效期延长至中国证监会关
于核准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规定的六个月有效期截止日（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日）。 上
述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除延长发行方案决议有效期及授权决议有效期外，本次发行的其他事项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８月１６日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７６

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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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以下简称“
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万厦房地产
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２日，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
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万厦房产”）与南国红豆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南国红豆”）达成
初步合作意向，万厦房产拟受让无锡汇鑫置业有限公司标的资产部分股权，并签订了《
合作
意向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７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处于筹划阶段的提示性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
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７－０２９）。
二、前期进展情况
终止合作意向协议书》，决定终止《
合作意
２０１９年１月３０日，万厦房产与南国红豆签订了《
向协议》中的股权交易。 ２０１９年１月３１日，万厦房产收到南国红豆支付的首期退款人民币贰仟
贰佰壹拾玖万柒仟贰佰贰拾贰元贰角贰分（
￥２２，１９７，２２２．２２元）。 具体内容详见２０１９年２月２日
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
《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０９）。
２０１９年３月１日， 万厦房产收到南国红豆支付的部分退款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元整（
￥１５，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 具体内容详见２０１９年３月７日刊登于 《
报》和巨潮资讯网（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公告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
编号：２０１９－０１７）。
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２日及４月１５日， 万厦房产分别收到南国红豆支付的部分退款人民币壹仟万
元整（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和人民币伍佰万元整（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 具体内容详见２０１９年４月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１６日刊登于《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２９）。
ｃｎ）的《
万厦房产收到南国红豆支付的部分退款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元整（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８日，
￥１５，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 具体内容详见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９日刊登于《
报》和巨潮资讯网（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公告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

编号：２０１９－０３１）。
２０１９年４月３０日， 万厦房产收到南国红豆支付的部分退款人民币贰仟万元整（
￥２０，０００，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和
０００．００元）。 具体内容详见２０１９年５月６日刊登于《
巨潮资讯网（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
２０１９－０４９）。
万厦房产收到南国红豆支付的部分退款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３日，
￥１０，０００，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和
０００．００元）。 具体内容详见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４日刊登于《
巨潮资讯网（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
２０１９－０５４）。
２０１９年５月３１日， 万厦房产收到南国红豆支付的部分退款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１０，０００，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和
０００．００元）。 具体内容详见２０１９年６月１日刊登于《
巨潮资讯网（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
２０１９－０６０）。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７日， 万厦房产收到南国红豆支付的部分退款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１０，０００，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和
０００．００元）。 具体内容详见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８日刊登于《
巨潮资讯网（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
２０１９－０６８）。
三、本次进展情况
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９日， 万厦房产收到南国红豆支付的部分退款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元）。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交易的进展情况并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９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