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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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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安凯客车” ）于近日收到合肥市中级

人民法院案号为（2019）皖01民初1874号的受理通知书，案件内容如下：

一、案件基本情况

1、各方当事人：

原告：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国购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2、案件事由：

2017年1月，原告与被告就安凯客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达成《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

股份认购协议》。2017年3月及2017年9月， 双方分别签订 《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

（二），对《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进行补充。协议约定被告以现金人民币

340,980,000元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同时对认购价格、认购数量、认购对价支付、违约责

任等作出明确约定。在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后，原告就发行进展和发行日期与被告沟通，并且向被告邮寄和现场

送达了《关于再次协商非公开发行日期的函》《缴款通知书》。截止2018年6月28日15:00�时，被

告未向保荐人（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开立的专用账户缴款，构成违约。根据原告与被告签署

的《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第八条约定“如果被告未能按照协议的约定履

行认购义务，则被告需向原告支付其认购总金额20%的违约金。” 被告违约之后，原告与被告进

行协商，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3、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国购产业控股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违约金；

2、判令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由被告国购产业控股有限公司承担。

二、判决情况

上述案件已由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目前尚未开庭审理。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诉讼事项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1.1.1条的披露标准。除上述诉

讼、仲裁案件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累计达到披露标准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因上述诉讼案件暂未形成终审判决， 目前无法判断该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

影响。公司将会同律师等相关专业人员积极应诉，维护公司合法权益。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案件后续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案号为（2019）皖01民初1874号的受理通知书

2、民事起诉状

特此公告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1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锦股份 股票代码

0005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世界 徐力军

办公地址 辽宁省盘锦市双台子区红旗大街 辽宁省盘锦市双台子区红旗大街

电话

0427-5855742 0427-5855742

电子信箱

huajincorp@163.com huajincorp@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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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

元

）

18,328,682,761.12 16,278,444,549.52 12.59%

归属 于上 市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

元

）

538,207,007.57 762,714,947.29 -29.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528,049,965.00 757,298,947.38 -30.27%

经营 活动 产生 的 现 金 流 量 净 额

（

元

）

-746,519,323.34 64,262,359.88 -1,261.67%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3365 0.4769 -29.44%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3365 0.4769 -29.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0% 6.08% -2.0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

元

）

27,513,185,299.50 32,460,677,530.24 -15.24%

归属 于上 市公 司 股 东 的 净 资 产

（

元

）

13,332,259,553.11 13,174,481,488.95 1.2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0,22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

如有

）

无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32.16% 514,417,536

振华石油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92% 158,601,100

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5.78% 92,400,539

黄杰 境内自然人

2.04% 32,593,193

陈前平 境内自然人

1.39% 22,288,86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65% 10,381,118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3% 10,017,848

李强 境内自然人

0.36% 5,721,400

陈忠达 境内自然人

0.35% 5,670,355

侯庆虎 境外自然人

0.31% 4,999,80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

振华石油控股有限公

司

、

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兵器集团全资子公司

，

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

其他

7

名股东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不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

（

如有

）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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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

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

（

万

元

）

利率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

第一

期

）

18

华锦

01 112781 2023/11/21 250,000 4.18%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

减

资产负债率

49.37% 57.69% -8.32%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6.46 8.1 -20.25%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否

上半年，面对国际油价波动、人民币汇率变化、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国内石化产能增加、

安全环保整治等多种因素叠加给企业带来的困难和挑战， 各单位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新时代集团公司发展方针，聚焦主责主业，履行“创效、改革、发

展”三大使命，坚守“安全、环保、廉政” 三条底线，着力“基础再建再提高、动能再造再提升、

优势再创再提速” ，较好完成了主要经营指标及重点工作任务。

累计实现营业务收入183.29亿元；实现利润总额6.66亿元；重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果，

重大安全环保事故为零。

回顾上半年工作，主要有以下成果：

（一）优化生产，装置运行质量明显改善

石化企业实现高负荷优化生产。31套石化装置运行平稳正常， 其中核心生产装置炼油、

乙烯运转率100%，生产负荷分别达到99.1%和108.32%，同比分别提高6.86和1.84个百分点，油

品和聚合物产量同比分别增加25万吨和2.9万吨； 优化生产工艺， 乙烯装置五炉高负荷运行

152天，5号裂解炉连续运行创111天的历史最好记录，双烯收率、乙烯综合能耗指标创历史最

佳值，炼油装置完成8个油种、20多种混配比例的原油加工，常减压饱和液化气收率由设计值

的12.5吨/小时提高到18吨/小时，轻油收率达到84.5%，实现了降耗增效；双兴公司本体ABS及

丁二烯产量合计同比增加0.55万吨，本体ABS产品质量进一步改善。

化肥企业保持良好效益。锦天化公司合成、尿素装置运转率均达100%，A级连续超过300

天，天然气供量同比增加214万方，尿素产量29.8万吨，其中，大颗粒尿素和缓释大颗粒尿素产

量同比增加1.1万吨。

北沥公司运行质量持续改善。沥青装置生产负荷达99.3%，创近3年最好水平，同比提高

11.3个百分点，各种产品产量同比增加41.7万吨

公用辅助企业保连续、降成本取得新成果。储运分公司长输管线运行安全平稳，原油、柴

油输送储存损失分别降至0.275‰和0.84‰的历史最好水平；热电分公司1-3#脱硫装置A级连

续运行264天，通过锅炉低氮燃烧调整、采用节能药剂等措施运行成本进一步降低；工程分公

司通过设备巡检发现隐患352项，完成检修项目1.3万项；辽河化肥加强水资源管理，净水回收

率由96%提高至98.87%，污水回用量进一步提高；塑料公司编织袋、棚膜产量稳步增长；物流

分公司铁路安全运行1820天。

（二）供保降本，采购工作取得新成效

深挖原油采购潜力降成本。面对油价波动、贴水上涨、人民币贬值带来的成本压力，原油

采购部门持续优化油种、挖潜增效，通过抓尾货、机会油种把握及长约订购，与市场水平比降

低采购贴水；针对中东紧张局势制定原油保供预案，及时调整装船时间、采购油种，保证了原

油稳定供应。

紧盯大宗物资采购降成本。锦天化公司与中海油签署“供气价格与尿素价格联动机制”

协议。

通过招标、询比价、框架协议招标、打破独家采购、价格分析等措施，严控各类物资采购

成本。

（三）市场为本，优化营销管理创效显著

一是销售渠道持续拓展。聚烯烃产品东北高价区销量占总销量的38.3%，比计划提高3.3

个百分点。利用异地库现货销售聚烯烃和油品12.4万吨，比计划增加0.52万吨。优化和创新营

销模式，线上竞价产品销量24.2万吨，比计划增加3.2万吨，成交价与最低报价比增效1881万

元。

二是产销结构进一步优化。累计销售聚烯烃高附加值产品18.6万吨，占总销量的64%，比

计划提高4个百分点。航煤和石脑油大厂直供销量分别达到2.07和13.4万吨，同比分别增加1.4

和1.6万吨。年初抓住负号油需求收尾的机会，销售-35#柴油11.8万吨元。

三是营销管理稳步加强。及时调整产品价格，合理控制销售节奏，实现了对市场的快速

反应，多数产品保持同行业较高价位；先后30次调整聚合物牌号生产计划，实现差异化和错

峰生产；与136家核心用户签订销售框架协议，协议量占年度计划销量的73.2%，保证了销售顺

畅和渠道稳定；通过对经销商严格管理和考核，优化和淘汰54家经销商，将有效的资源向核

心和忠诚客户倾斜。

（四）从严治党，党建工作取得新实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扎实推进，基层党建工作持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

开展，宣传思想工作形式多样，群团工作实效性明显增强。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

明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财政部于

2017

年陆续修订印发

《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

金融工具

确认和计量

》、《

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

-

金融资产转移

》、《

企业会计

准则第

24

号

-

套期会计

》

和

《

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

-

金融工具列报

》

等多项会计准则

（

简称

“

新金融工具准则

”），

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

。

公司

2019

年

4

月

19

日召开的六届二十

一次董事会及六届十一次监事会审

议通 过了

《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

》。

执行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的

《

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

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

财会

〔

2019

〕

6

号

）

文件

，

变更财务报

表格式

。

公司

2019

年

8

月

20

日召开的六届二十

五次董事会及六届十三次监事会审

议通 过了

《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

》。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股票代码：000059� � � �股票简称：华锦股份 公告编号：2019-037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第二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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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第二十五次董事会于2019年8月9日以通讯方式

发出通知，2019年8月20日在华锦股份二楼会议室召开，应参加会议董事9名，实际参加会议的

董事共计9名。会议由董事长李春建先生主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议案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

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况，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会

计政策变更的公告》（2019-039）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本议案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0日

股票代码：000059� � � �股票简称：华锦股份 公告编号：2019-038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第十三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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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第十三次监事会于2019年8月9日以通讯方式发

出通知，2019年8月20日在华锦股份二楼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3名，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共计

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赵显良先生主持，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议案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相关决策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变更

亦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本议案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与审议的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内容和

格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各类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报告所

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公司2019

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监事会未发现参与2019�年半年

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8月20日

股票代码：000059� � � �股票简称：华锦股份 公告编号：2019-039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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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20日召开的六届二十

五次董事会、六届十三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 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国家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

通知》（财会[2019]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

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通知的要求编制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

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公司属于已执行新金融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需根据上述通知

要求，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调整，并按照规定的格式编制公司财务报表。

2、会计政策变更日期：

公司按照国家财政部印发的 《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9]6号）规定的起始日期开始执行,公司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

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均执行财务报表格式调整会计准则。

3、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变更前，公司的财务报表格式按照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的相关规定执行。

4、变更后采取的会计政策：

变更后，公司财务报表格式按照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

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的相关规定执行。

5、审批程序：

公司2019年8月20日召开的六届二十五次董事会及六届十三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本次会计政

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独立董事对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发表了独立意

见。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根据财会〔2019〕6号有关规定，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以下主要变动：

（1）资产负债表：

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二个项目；

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二个项目；

新增“应收款项融资” 项目，反映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

据和应收账款等。

（2）利润表：

新增“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项目，反映企业因转让等情形导致终

止确认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而产生的利得或损失；

新增“信用减值损失” 项目，反映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

计量》（财会〔2017〕7号）的要求计提的各项金融工具信用减值准备所确认的信用损失；

将“资产减值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项目位置移至“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之后；

将“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一”列示）” 。

（3）现金流量表：

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

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4）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的填列口径，反映企业

发行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的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额。

2、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科目列示产生影响，不影响公司净资

产、净利润等相关财务指标。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属于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相关规定和

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董事会关于部分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

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况，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依据财政部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了相应变更，

使公司的会计政策与国家现行规定保持一致，有利于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我们认为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同意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相关决策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变更

亦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六、备查文件

1、六届二十五次董事会决议；

2、六届十三次监事会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六届二十五次董事会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0日

证券代码：600185� � � �股票简称：格力地产 编号：临2019-078

可转债代码：110030� � � �可转债简称：格力转债

转股代码：190030� � � � � �转股简称：格力转股

债券代码：135577、150385、143195、143226、151272

债券简称：16格地01、18格地01、18格地02、18格地03、19格地01

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四次回购股份比例达到

总股本1%暨回购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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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6月13日，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四次回购

股份方案的议案》，拟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亿元（含2亿元），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

（含4亿元），回购期限从2019年6月13日至2020年6月12日。

截至2019年8月20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25,537,518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1.24%，与上次披露数相比增加0.54%，购买的最高价为5.22元/股、最低价为4.43

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2，558.16万元（不含交易费用）。上述回购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

案。

公司将继续按照公告的回购方案实施回购，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0185� � � � � �股票简称：格力地产 编号：临2019-079

可转债代码：110030� � � �可转债简称：格力转债

转股代码：190030� � � � � �转股简称：格力转股

债券代码：135577、150385、143195、143226、151272

债券简称：16格地01、18格地01、18格地02、18格地03、19格地01

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四期、第五期员工

持股计划的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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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9年4月29日、2019年5月20日召开

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

四期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 及其摘要、《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 （草

案）》及其摘要。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员工持股计划信息披露工作指引》要求，现将公司第四期、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情况

公告如下：

截至公告日，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的银行账户和证券账户已开立完毕。

公司将持续关注第四期、 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0548� � � �股票简称：深高速 公告编号：临2019-027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预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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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1、召开时间：2019年8月26日

2、召开地点：深圳、香港

3、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一、说明会类型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2019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为便于A股和H股投资者的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将于2019年8月26日（星期一）分两场举

行，会议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安排如下：

第一场：2019年8月26日10:30－11:30；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裙楼2-4层本公司会

议室。

第二场：2019年8月26日16:30－17:30；香港湾仔港湾道30号新鸿基中心4楼会议厅。

三、参加人员

本公司：董事长胡伟、总裁廖湘文、财务总监文亮、总会计师赵桂萍、投资者关系部总经理

郑峥。

欢迎公司股东及广大投资者参与。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在会议召开期间到达会议现场参与本次说明会。

2、欢迎投资者在会议召开前通过本公司电子邮箱提出所关注的问题，本公司将在说明会

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3、为方便投资者参与、提高会议效率，请有意参与本次说明会的投资者通过电话、传真或

电子邮箱与本公司预约出席。

五、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裙楼2-4层

联系人：唐剑锋

联系电话：86-755-8285� 3329

公司传真：86-755-8285� 3411

公司邮箱：ir@sz-expressway.com

六、其他事项

本公司将于说明会召开后， 通过指定信息披露报纸及网站向投资者披露说明会的召开情

况。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0日

证券简称：岷江水电 证券代码：6131� � � �公告编号：2019-060号

四川岷江水利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特大暴雨灾害

对公司影响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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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8月20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多处发生山洪泥石

流灾害，公司所属的下庄电站大坝附近形成堰塞湖，大坝值班室被淹，草坡电站球阀层、升压站

部分进水，沙牌电站下游发生泥石流，造成尾水位升高，厂房渗水，目前下庄电站、草坡电站、沙

牌电站暂处于停机状态。公司持股51%的汶川浙丽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所属板子沟电站，泥石流

涌入厂房内，设备(含机组、变电屏柜）被浸泡。公司已组织力量全力对受损发供电设施进行紧

急抢修，力争尽快恢复电力供应，同时资产受损情况已报保险公司。截止目前，公司无人员伤

亡，因道路损毁，具体损失情况暂无法核定。

由于降雨仍在持续，公司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公司将及时、准确、完整地对后续情况

进行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岷江水利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0日

证券代码：600837� � � �证券简称：海通证券 公告编号：临2019-063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核准撤销哈尔滨新阳路

证券营业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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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黑龙江

监管局《关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撤销哈尔滨新阳路证券营业部的批复》（黑证监许可字

【2019】7号），核准公司撤销哈尔滨新阳路证券营业部。

公司将按照批复要求，认真完成客户安置、业务了结等事宜，关闭分支机构营业场所，并向

黑龙江监管局提交撤销方案实施情况报告。 原哈尔滨新阳路证券营业部客户迁移至哈尔滨中

山路证券营业部，客户证券交易、资金划转不受影响。

特此公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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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票期权登记日：2019年8月20日

● 股票期权登记数量：5,291.40万份

● 本次股票期权登记人数：120人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审核确认，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

司” ）于2019年8月20日完成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工作，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19年1月10日，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股票期权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公司〈股票期权

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关于制定公司〈股票期权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

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股票期权计划激励

对象名单发表了核查意见，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发布了《招商局能源运

输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计划（草案）》、摘要及相关制度，具体请见公司于2019年1月11日发

布的相关公告。

2、2019年1月28日，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招商轮船股票期权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公司监事会

对调整后的股票期权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发表了核查意见，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公司发布了《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计划（草案修订稿）》及修订说明。具

体请见公司于2019年1月29日发布的相关公告。

3、2019年3月28日，公司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收到国务院国资委《关于招商局能源运输

股份有限公司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批复》（国资考分〔2019〕133号），国务院国资委原则

同意本公司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原则同意本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业绩考核目标。具体

请见公司于2019年3月28日发布的2019[026]号公告。

4、2019年6月3日，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招商轮船股票期权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公司

监事会对调整后的股票期权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发表了核查意见，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公司发布了《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计划（草案二次修订稿）》及

其摘要和修订说明的公告。具体请见公司于2019年6月4日发布的相关公告。

5、公司于2019年6月4日对股票期权计划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以张榜的方式

进行了公式，公示期自2019年6月4日至2019年6月14日止。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监察部未收

到针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公司监事会于 2019�年 6�月 19�日披露了《监事会关于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审核及公示情况说明》， 认为激励对象作为本

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6、2019年6月26日，公司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股票期权计

划（草案二次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公司〈股票期权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

案》、《关于制定公司〈股票期权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

权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获得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授予日、

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授予所必需的全部事宜。具体请见公

司于2019年6月27日发布的2019[066]号公告。

二、股票期权授予的具体情况

1、授予日：2019年7月18日

2、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

3、授予数量：5,291.40万份

4、授予人数：120人

5、行权价格：3.92元/股

6、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锁定期和行权安排

（1）自授予之日起计算，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有效期均为七年，即员工可在授予之日起的

七年内依照事先安排的生效和行权时间表行权，授予之日起七年后，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作废。

（2）自股票期权授予日起的24个月为锁定期，在锁定期内，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获授的股

票期权不得行权。

股票期权授予满24个月后可以开始行权。可行权日必须为交易日。

（3）在可行权日内，若达到本计划规定的生效条件，激励对象可根据下表安排分期行权：

行权期 行权时间 行权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授予日起

24

个月

（

满两周年

）

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

起

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3%

第二个行权期

自授予日起

36

个月

（

满三周年

）

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

起

48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3%

第三个行权期

自授予日起

48

个月

（

满四周年

）

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

起

8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4%

三、股票期权授予登记的完成情况

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授予登

记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1、股票期权名称：招商轮船期权

2、 股票期权代码（三期）：0000000347、0000000348、0000000349

3、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完成日期：2019年8月20日

4、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名单及数量：

序号 姓名 职务 授予股数

占本次授予

总量的比例

（

%

）

占股本总额的

比例

（

%

）

1

谢春林 董事长

980,000 1.85% 0.016%

2

宋德星 副董事长

755,000 1.43% 0.012%

3

王永新 董事

、

总经理

980,000 1.85% 0.016%

4

苏新刚 董事

980,000 1.85% 0.016%

5

赵耀铭 董事

787,000 1.49% 0.013%

6

邓伟栋 董事

903,000 1.71% 0.015%

7

刘威武 副总经理

980,000 1.85% 0.016%

8

张保良 副总经理

942,000 1.78% 0.016%

9

吕胜洲 财务总监

838,000 1.58% 0.014%

10

闫武山 副总经理

787,000 1.49% 0.013%

11

徐晖 副总经理

787,000 1.49% 0.013%

12

丁磊 副总经理

683,000 1.29% 0.011%

13

孔康 董事会秘书

612,000 1.16% 0.010%

14

张士伟 总轮机长

612,000 1.16% 0.010%

15

李佳杰 财务副总监

612,000 1.16% 0.010%

16

邹盈颖 副总法律顾问

470,000 0.89% 0.008%

公司部门级干部及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45

人

18,272,000 34.53% 0.301%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及子公司核心管理骨干和技术人员

59

人

21,934,000 41.45% 0.362%

合计

52,914,000 100.00% 0.872%

本次股票期权授予的期权数量及授予登记人员名单与公司2019年7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招商轮船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公告》和《招

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内容一致。

四、本次授予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一一股份支付》的有关规定，公司将在等待期的每个资产负债

表日，根据最新取得的可行权人数变动、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修正预计可行权的股

票期权数量，并按照股票期权授权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

本公积。

经测算， 本次激励计划登记授予的5,291.40万份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总额约为人民币7,

047.16万元，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自授予日起

后续年度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合计

年度摊销比例

15.00% 36.00% 29.13% 14.92% 4.96% 100.00%

年度摊销金额

（

人民币

，

元

）

10,570,740.2 25,369,776.5 20,524,853.9 10,512,013.9 3,494,216.9 70,471,601.3

公司以目前情况估计，在不考虑激励计划对公司业绩的刺激作用情况下，本激励计划费用

的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大。考虑激励计划对公司发展产生的正

向作用，由此激发管理团队的积极性，提高经营效率，降低代理人成本，激励计划带来的公司业

绩提升将远高于因其带来的费用增加。

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为测算数据， 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

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1日

（期权公允价值基于截至2019年7月18日的相关参数测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