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 8 月 23 日

星期五

一 重要提示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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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
报告全文。
２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３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４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５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Ａ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泰晶科技

６０３７３８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单小荣

朱柳艳

电话

０７２２－３３０８１１５

０７２２－３３０８１１５

办公地址

随州市曾都经济开发区

随州市曾都经济开发区

电子信箱

ｓｘｒ＠ｓｚｔｋｄ．ｃｏｍ

ｚｌｙ＠ｓｚｔｋｄ．ｃｏｍ

２．２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

１，１９６，１９６，６１０．１３

６７４，３６６，１５３．４２
本报告期（
１－６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

上年度末

１，１５１，７９７，８２１．０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３．７１

６３６，８３１，０８４．４７
上年同期

５．８９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７１，２１０，９３０．５８

２，３９４，９３９．９９

２，８７３．３９

２５６，３０８，７８５．５８

３２８，４３５，０６５．９３

－２１．９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３１１，７７８．３５

２６，９６１，５６２．５４

－８４．０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营业收入

２，４３０，９９２．９４

２５，５０４，９２１．６７

－９０．４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０．６７

４．２１

减少３．５４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０３

０．１７

－８２．３５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０３

０．１７

－８２．３５

２．３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户）

２３，６５７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不适用
前１０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
％）

股东性质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喻信东

境内自然人

４１．５５

６７，５９２，０００

６７，５９２，０００

质押

４４，８００，０００

王丹

境内自然人

８．４９

１３，８０４，０００

１３，８０４，０００

质押

６，６７８，０００

喻信辉

境内自然人

５．２７

８，５６８，０００

８，５６８，０００

无

０

上海百 兴年代 创业 投 资 有
境内非国有法人
限公司

２．０３

３，３００，０００

０

无

０

何虎

境内自然人

１．４６

２，３８０，０００

２，３８０，０００

无

０

许玉清

境内自然人

１．１７

１，９０４，０００

１，９０４，０００

无

０

王金涛

境内自然人

１．１７

１，９０４，０００

１，９０４，０００

无

０

王斌

境内自然人

１．１７

１，９０４，０００

１，９０４，０００

无

０

屈新球

境内自然人

０．９８

１，５８６，６６７

１，５８６，６６７

无

０

０．７４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０

无

０

青岛海 银达创 业投 资 有 限
境内非国有法人
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
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２．４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２．５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２．６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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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南兴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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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６０３７３８

半年度报告摘要

公司简称：泰晶科技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３．１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国内经济发展面临新的风险挑战，下行压力加大。 我国电子信息产业面临
“
内忧外患”的瓶颈局面，增长力度有所减缓。 石英晶体谐振器作为电子信息产业的基础核心
部件之一，电子信息产业的成长是晶体行业成长的基础。 国内前期固定资产投资的产能释放，
下游市场疲软不振，晶体市场竞争激烈，产品价格下滑明显，公司盈利能力面临挑战。 随着中
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
自主可控”成为我国主流通讯企业、物联网终端设备企业必须首要考
虑的未来，公司在“
国产替代”的应用上迎来机遇。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公司围绕发展战略规划，立足主营业务，稳固既有市
场；内部降本增效，释放投资产能；加大同步开发，推进高端应用；发挥资本优势，开拓新兴领
域；面向市场研发，加强招才引智，以确保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１、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公司整体经营情况
相对前两个季度，业绩下滑速度减缓，二季度实现扭亏为盈。 报告期内，公司的产品生产
总量１２．２７亿只，同比减少９．３１％；实现营业收入２．５６亿元，同比减少２１．９６％；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４３１．１８万元，同比下降８４．０１％；扣非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２４３．１０万
元，同比下降９０．４７％。 由于晶体市场竞争白热化，产能过剩，产品价格持续走低，供需失衡致同
业不合理削价竞争，叠加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对电子信息制造业的影响；另下游市场疲软乏力，
至公司新增产能释放缓慢，使得公司的营业收入及利润下滑。
２、产品结构情况
公司主要产品为各种型号的石英晶体谐振器， 产品涵盖ＤＩＰ晶体谐振器和ＳＭＤ晶体谐振
器。 公司紧紧围绕主营业务，以市场为导向，紧跟微型化、片式化的行业发展趋势，立足主营业
务，内部降本增效，巩固并提升公司的核心技术优势和高性价比优势，继续加大新品及配套晶
片开发力度，以适合主流通讯芯片方案商、物联网芯片方案商的同步认证，加深制造智能化及
产品差异化、多元化，实现尺寸更小产品的规模化生产。
报告期内，公司的产品生产总量１２．２７亿只，同比减少９．３１％；实现营业收入２．５６亿元，同比
减少２１．９６％。 其中，Ｍ系列产品在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比重较上年同期减少６．３０％，主要是市场
竞争因素造成既有产品量增，供需失衡致同业间低价竞争，产品降价明显，同时受下游市场需
求不振影响，材料、人工等直接成本的逐年增加，加之贸易类低毛利率的影响，公司主营业务
综合毛利率为２０．６３％，较上年同期２６．０６％下降５．４３％。
３、技术研发和品质体系情况
科技创新是公司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公司秉持“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的理念，加
大研发投入，加快工艺装备治具、新产品及配套上游材料开发步伐，积极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
目的建设，实现主流产品全系列的“
自主可控”。 以激光调频和光刻技术为基础，加强ＭＥＭＳ技
术在小型号晶体产品的应用；片式系列晶体及其多应用频点的产业化；开发高精度、高可靠
性、高稳定性振荡器及时钟产品系列；微纳米晶体技术实验室实现产业化，在试验成果基础
上，及时实现科技成果转化。 截至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公司拥有专利９８项，其中发明专利８项。 ２０１９
年上半年，公司研发费用１，１４５．４７万元，占营业收入比例为４．４７％。
报告期内，公司被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为“
第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公司严格执行
电子元器件产品的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实现多体系共建的管理模式，于２０１７年１１月通过
了ＩＳＯ９００１：２０１５质量管理体系转版认证，２０１８年１２月通过了ＩＳＯ１４００１：２０１５环境管理体系转
版认证、２０１８年３月通过了ＩＳＯ／ＴＳ１６９４９：２０１６汽车行业质量管理体系转版认证。
４、内部管控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强内部控制，完善内部控制体系，不断提升公司管理水平。 在不断
完善现有管理制度的基础上，优化管理流程，加强内控管理，使公司的决策力、执行力、控制力
不断改善。 公司继续完善供应商管理体系、采购控制流程，提高产销协调效率，加强生产流程
管控、成本控制和质量管理；生产方面严格按照体系制度进行管控，阶段性实施片式产品基地
的信息化、数智化、智能化，以满足大客户的产品信息追溯服务要求；完善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的、科学合理的绩效管理体系，为员工提供提升职业发展的空间与平台，提升公司核心竞争

力。
３．２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
响
√适用 □不适用
详见“
第十节 财务报告”之“
五、４１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３．３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６０３７３８
债券代码：１１３５０３

证券简称：泰晶科技
债券简称：泰晶转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４６

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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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２日以
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董事会的会议通知已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２日以邮件等方式送
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喻信东先生主持，应到会董事７名，实到７名，监事会成员、高管
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一）审议通过《
关于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的
实际运营状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
中国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公告。
证券报》、《
表决结果：同意７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
二）审议通过《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财政部于２０１９年４月发布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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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述通知的要求，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
度财务报告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均按照财会［
２０１９］６号通知要求编制执行。 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的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能够更加客
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事项。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具体内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容详见刊登在《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７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特此公告。
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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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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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２日以
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监事会的会议通知已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２日以文件方式送达各位
监事。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魏福泉先生主持，应到会监事３名，实到３名。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
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一）审议通过《
关于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的
实际运营状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
中国
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３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
二）审议通过《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的规定进行的相应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
公司章程》的
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具体
内容详见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３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特此公告。
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６０３７３８
证券简称：泰晶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４8
债券代码：１１３５０３
债券简称：泰晶转债

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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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称“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２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
表了独立意见，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依据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以下简称“
财政部”）于２０１９年４月发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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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述通知的要求，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财务报告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均按照财会［
２０１９］
６号通知要求编制执行。
二、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及对公司的影响
（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公司根据财会［
适用于已执行新金
２０１９］６号通知相关要求按照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融准则和尚未执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对财务报表格式和科目列报进行相应调整，具体变动
如下：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
应收票据”和“
应收账款”项目；
１、原“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
应付票据”和“
应付账款”项目。
２、原“
（
二）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科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损益、总资产、
净资产等不产生影响。
三、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均认为：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的规定进行的相应变
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能够更加客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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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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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３日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１０２号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２０１７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２４人，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
售数量为１２０，００５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１９７，０４０，３６６股的０．０６０９％。
２、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为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６日。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４日召开第三届董事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２０１７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
售条件成就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关于公司２０１７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以下简称“
本次激励
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同意根据公司２０１６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
相关事宜。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关于〈
１、２０１７年４月２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７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
２０１７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２０１７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
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及其他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关于〈
２、２０１７年４月２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７年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２０１７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
关于核实〈
２０１７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７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
３、２０１７年４月５日，公司公布了《
对象名单》。
监事会关于２０１７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
４、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０日，公司披露《
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关于公司〈
５、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８日，公司召开二〇一六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
２０１７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７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２０１７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６、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６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７、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０日，公司完成了２０１７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登记工作，共向
１７２名激励对象授予１６９．６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２１．０２元／股，该部分新增股票的上市日
期为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１日。
８、２０１８年５月６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 《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关于调整预留限制性股票价格的议
案》，确定２０１８年５月７日为授予日，向２４名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２０万股。 公司独立董

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９、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１日，公司完成了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向２４名激励对象授予２０
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调整后为每股１７．５９元，该部分新增股票的上市日期为２０１８年８
月２３日。
１０、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４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关于回购注
１１、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９日，公司召开二〇一八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本次激励计划的８名激励对象李春泉、熊文、颜国庆、惠全宁、陈
扬炼、明海蓉、谭小林、李嘉豪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具备股权激励对象资格，公司股东大会同
意对上述人员已获授但未满足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共计４．５万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每股２１．０１２元，回购总金额为９４５，５４０元。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２日，上述回购注销完成，公司总股本将由
１３１，４２６，０５０股减至１３１，３８１，０５０股。
关于２０１７年限制
１２、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６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认为本
次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１６４名，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６６．０４万股。关联董事杨建林
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票于２０１８年１１月
２８日上市流通。
１３、２０１９年４月２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关于回购注
１４、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８日，公司召开二〇一九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本次激励计划的５名激励对象李军强、李俊清、罗良庚、袁明、夏
利刚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具备股权激励对象资格。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未满足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共计３１，２００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每股２１．１５０元，回购
总金额为６５９，８８０元。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１３１，３８１，０５０股减至１３１，３４９，８５０
股。
１５、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４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２０１７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
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认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
限售条件已成就，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２４名，可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８万股。
１６、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８日，公司实施了２０１８年年度权益分派，以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０日公司总股本１３１，
含税）。同时，以资本公
３４９，８５０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１０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５．００１１８７元（
积金转增股本， 向全体股东每１０股转增５．００１１８７股，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１９７，０４０，３６６
股。 因此，本次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股数为３００，０２５股，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
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１２０，００５股。
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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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
市规则》和《
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２、 中工国际控股子公司中工武大为其参股公司鄂州华净贷款提供担保有利于鄂州华净
正常经营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对外担保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１、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意见；
３、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事
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３日
证券简称：中工国际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７１
证券代码：００２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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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工武
大设计研究有限公司为参股公司鄂州市
华净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贷款提供不超过
３，４６５万元人民币最高额保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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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以下简称“
中工武大”）为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以
１、中工武大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下简称“
中工国际”或“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为５１％。 ２０１８年４月，中工武大与鄂
州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鄂州水务集团”）、湖北鄂州华容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华容城投”）共同投资设立了鄂州市华净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鄂州华
净”），负责鄂州市华容区污水处理ＰＰＰ项目的融资、投资、建设和运营，中工武大持股比例为
３１．５％。
鄂州市华容区污水处理ＰＰＰ项目位于鄂州市华容区，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城镇污水处理设
施及配套管网、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两部分，建设期１年。 项目总投资为１９，８５５．７１万
元，其中拟使用鄂州华净自有资金３，９１５．４２万元、政府专项债券资金５，２８７．３７万元，其余１０，
６５２．９２万元拟向银行贷款。 该项目已于２０１７年６月列入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ＰＰＰ项
目管理库，并已列入鄂州市华容区财政预算。
为满足鄂州市华容区污水处理ＰＰＰ项目建设的融资需要，鄂州华净拟向中信银行申请１．１
亿元人民币的贷款，期限２０年（
含建设期），贷款利率为五年以上的贷款基准利率上浮３０％。 中
工武大、鄂州水务集团、华容城投拟按持股比例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中工武大拟提
供不超过３，４６５万元人民币的担保，期限２０年。 具体条款以中工武大与银行签订的保证合同为
准。
２、董事会审议担保议案的表决情况
中工国际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１日召开，以６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
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中工武大设计研究有限公司为参股公司鄂州市华净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贷款提供不超过３，４６５万元人民币最高额保证的议案》。 根据相关规定，上述担保事项为公司
董事会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鄂州市华净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注册时间：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０日
注册地址：鄂州市华容区蒲团乡樊蒲大道吉刘街４１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青
注册资本：人民币３，９１５．４２万元整
经营范围：鄂州市华容区污水处理ＰＰＰ项目的投资、建设及运营维护。
股东情况：鄂州水务集团持有５８．５％股权，中工武大持有３１．５％股权，华容城投持有１０％股
权。
鄂州华净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资产总额

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４５，０８０，８２４．０５

４４，６２２，２３０．８７

负债总额

５，９７１，９４９．２４

１０，２２４，４４１．４３

净资产

３９，１０８，８７４．８１

３４，３９７，７８９．４４

项目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

２０１８年１－１２月

营业收入

０．００

０．００

利润总额

－４７，２７７．３４

２，８６９．３７

净利润

－４７，４７７．２２

２，５８２．４４

（
以上２０１８年数据已经审计，２０１９年上半年数据未经审计）
鄂州华净信用状况良好，不存在对外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等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中工武大为鄂州华净提供不超过３，４６５万元人民币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
为２０年，具体条款以中工武大与银行签订的保证合同为准。 鄂州华净其他股东均按其持股比
例提供相应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工武大为其参股公司鄂州华净贷款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鄂州市华容
区污水处理ＰＰＰ项目建设的融资需要，有利于参股公司筹措资金，顺利建成项目并开展业务，
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鄂州华净其他股东已按持股比例提供担保，本次担保公平、对等。 中工武
大为其参股公司鄂州华净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的范围内，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
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
证监发［
２００３］５６
号）及《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证监发［
２００５］１２０号）相违背的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有效对外担保额度合计为１４０，３２５．３０万元（
含本次
担保）， 占公司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９０４，９２４．３５万元的比例为
１５．５１％。 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有效担保额度合计为１３６，８６０．３０万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也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败诉而应承担的
损失。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对上述担保议案审议前签署了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上述担保议
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工武大为其参股公司鄂州华净贷款提供担保，有利于
参股公司经营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且中工武大按持股比例提供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该担保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
公司法》、《
证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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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有关规定。
七、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公司独立财务顾问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公司
１、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根据《
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对外担保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
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全资子公司中工国际（
香港）有限公司
提供履约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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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以下简称“
中工国际”或“
公司”）拟
１、为满足项目执行要求，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在不超过２２，２０２，６６９美元加１００，８０９，８１１欧元的额度内为全资子公司中工国际（
香港）有限公
司（
以下简称“
中工香港”）提供履约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中工国际与土耳其ＩＣ ＩＣＴＡＳ工程公司组成联合体（
以下简称“
联合体”）负责执行土耳其
图兹湖地下天然气储库扩建项目。 中工香港与联合体签署了《
以下简称“
《
采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购合同》”），由中工香港负责该项目中工国际工作范围内的部分设备采购工作。 公司拟出具担
保函为中工香港在《
采购合同》中承担的履约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不超过
２２，２０２，６６９美元加１００，８０９，８１１欧元。 担保期限为自公司出具担保函之日起至中工香港完成
履约义务之日止。
２、董事会审议担保议案的表决情况
中工国际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１日召开，以６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
香港）有限公司提供履约担保的议案》。
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中工国际（
本次履约担保金额约合９４，４４３．０５万元人民币，占公司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资产９０４，９２４．３５万元的比例为１０．４４％。 由于本次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１０％，本次担保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香港）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中工国际（
Ｃｈｉｎａ ＣＡＭ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Ｃｏ．， Ｌｔｄ）
成立日期：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４日
公司注册地址：香港中环德辅道中１９号环球大厦２２楼２２０１－０３室
法定代表人：黄建洲
注册资本：１５．４亿港元
经营范围：工程总承包、海外投资、国际贸易
股东情况：中工香港是中工国际的全资子公司。
中工香港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资产总额

１，６５０，０４２，６９８．８３

１，３９３，４４３，７８８．２５

负债总额

４０８，５１３，２５７．７３

１６０，２６７，７１６．５２

净资产

１，２４１，５２９，４４１．１０

１，２３３，１７６，０７１．７３

项目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

２０１８年１－１２月

营业收入

０

０

利润总额

１，１１４，９９１．８３

３，４３９，２８７．２６

净利润

１，１１４，９９１．８３

３，４３９，２８７．２６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中工香港信用状况良好，不存在对外担保、抵押、重大诉讼与仲裁等事项。
三、担保方案主要内容
采购合同》中承担的履约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１、公司拟出具担保函为中工香港在《
保。
２、担保金额为不超过２２，２０２，６６９美元加１００，８０９，８１１欧元。
采购合同》约定履行相关义务，则中工国际应在收到联合体通知后
３、如中工香港未按照《
立即履行中工香港在《
采购合同》中承担的相关义务。
４、担保期限自公司出具担保函之日起至中工香港完成履约义务之日止。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中工香港提供履约担保，有利于公司海外项目的执行，推动公司业务
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公司为中工香港提供履约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的范围内，不存
在与中国证监会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
知》（
证监发［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证监发［
２００３］５６号）及《
２００５］１２０号）
相违背的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有效对外担保额度合计为１４０，３２５．３０万元（
含本次
担保）， 占公司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９０４，９２４．３５万元的比例为
１５．５１％。 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有效担保额度合计为１３６，８６０．３０万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也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败诉而应承担的
损失。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对上述担保议案审议前签署了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中工香港提供履约担保，是为了顺利执行海外项目，推
公司法》、《
证券
动公司业务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该担保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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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
七、备查文件
１、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１、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个限售期届满的说明
根据公司《
草案）》（
以下简称“
《
激励计划》”），本激励计划授
２０１７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予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为自授予日起１２个月。 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为自预留授
予日起１２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日起２４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第一个
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数量占获授限制性股票数量的４０％。 公司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８年５月７日，预留已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限售期已届满。
２、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公司预留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符合《
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各项解除限售条件。
序号

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情况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２、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足解除限
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售条件。
公司章程》、公开承诺
３、上市后最近３６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
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４、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５、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１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１、最近１２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２、最近１２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３、 最近１２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足解
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除限售条件。
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４、具有《
５、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６、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２

２０１７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１０，８１８．８７万元， 其中股权激励
成本影响净利润为２８４．０５万元，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则未扣除激励成本前的净利润
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以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为１１，１０２．９２万元，较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归
年净利润均值为基数，２０１７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３５％（
上述 “
净利润”指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净 利 润 均 值 ５，
标计算以未扣除激励成本前的净利润，且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９９８．６４万元同比增长８５．０９％，符合增
作为计算依据）。
长率不低于３５％的业绩考核目标，满
足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
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３

个人业绩考核要求：
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将对激励对象每个考核年度的综合考评进行打分，
并依照激励对象的业绩完成率确定其解除限售比例，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
售额度＝标准系数×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 激励对象的绩效考核结
果划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档次，考核评价表适用于考核对象。
根据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对激励对象
届时根据下表确定激励对象的解除限售比例：
的综合考评，２４ 名激励对象绩效考
考核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核均达标，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评级

４

考核结果（
Ｓ）
标准
系数

Ｓ≥９０

９０＞Ｓ≥８０

８０＞Ｓ≥６０

Ｓ＜６０

０．６

０

１．０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７２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９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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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股东大会届次：２０１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
于召开２０１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
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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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章程》等
引》等有关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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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规定。
（
四）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１、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０日下午１４：００。
２、网络投票时间：２０１９年９月９日－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０日。
（
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０日上午９：３０－１１：３０，下午１３：
００－１５：００。
（
２）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９月９日下午１５：００至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０日
下午１５：００期间的任意时间。
（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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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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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可以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
统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
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２０１９年９月３日。
七）出席对象：
（
１、２０１９年９月３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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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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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八）现场会议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３号Ａ座１０层多功能厅。
二、会议审议事项
香港）有限公司提供履约担保的议案。
１、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中工国际（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３日公司在《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
香港）有限公司提供履约担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刊登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中工国际（
保的公告。
上述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
通过。
根据《
公司章程》、《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要
求，上述议案为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中小投资者（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
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５％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
决单独计票并披露。
三、提案编码
备注
提案编码
１．００

本次可解除限售
限制性股票数量（
股）

剩余未解除限售限制
股）
性股票数量（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
业务）人员（
２４）人

３００，０２５

１２０，００５

１８０，０２０

合计（
２４）人

３００，０２５

１２０，００５

１８０，０２０

职务

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５、本次激励计划实施的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股权《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后的股本结构变动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股）
数量（

比例％

本次变动后

数量（
股）

数量（
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４０，１０３，１８２

２０．３５

－１２０，００５

３９，９８３，１７７

２０．２９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５６，９３７，１８４

７９．６５

＋１２０，００５

１５７，０５７，１８９

７９．７１

三、总股本

１９７，０４０，３６６

１００．００

－

１９７，０４０，３６６

１００．００

五、备查文件
１、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３、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４、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关于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７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
分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附件１：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３日

证券简称：中工国际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
股）

姓名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２、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证券代码：００２０５１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
限售条件已成就，同意根据公司２０１６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
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事宜。
三、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
１、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为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６日。
２、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１２０，００５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１９７，０４０，３６６股的０．０６０９％。
３、本次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２４人。
４、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提案名称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中工国际（
香港）有限公司提供履约担保的议案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
一）登记方式：
盖公章）、股
１、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有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
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须持本人身份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
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２、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账户卡、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信函或传真在２０１９年９月５日１６：３０前送达或传
３、异地股东可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真至董事会办公室）。
（
二）登记时间：２０１９年９月４日、９月５日，上午９：００－１１：３０，下午１３：００－１６：３０。
（
三） 登记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３号Ａ座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邮编１０００８０）。
（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徐倩、牛德锋
电话：０１０－８２６８８４０５，８２６０６９３６
传真：０１０－８２６８８５８２
邮箱：００２０５１＠ｃａｍｃｅ．ｃｎ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３号Ａ座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邮编
１０００８０）
（
五）会议费用：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或
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
的内容和格式详见附件１。
六、备查文件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１：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２：授权委托书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３日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中工投票”。
１．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
３６２０５１”，投票简称为“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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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投票时间：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０日的交易时间，即９：３０一１１：３０ 和１３：００一１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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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９月９日下午３：００，结束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０日
下午３：００。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
２．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
认证业务指引（
深交所数字证书”或“
深交所投资者
２０１６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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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
本公司）出席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股东账号：
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是否具有表决权： 是（ ）
否（ ）
分别对每一审议事项投赞成、反对或弃权票的指示：
备注

提案编
码
１．００

提案名称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中工国际（
香港）有限公司提供履约担保的议
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

如果股东不做具体指示，视为股东代理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书有效期限：
天
注：１、请在“
同意”、“
反对”、“
弃权”任意一栏内打“
√”，其余两栏打“
×”；
２、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３、法人股东授权委托书需加盖公章。
委托股东姓名及签章：
委托日期：２０１９年 月
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０５１

证券简称：中工国际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７３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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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９年８月９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发出，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１日上午１０：３０在公
司１６层第二会议室召开。 应到监事五名，实到监事三名，监事王国星因工作原因，书面委托监
事史辉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监事刘佳丹因工作原因，书面委托监事卫建华出席会议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出席会议的监事占监事总数的１００％，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公
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史辉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审议了如下决议：
总经理年中工作报告》。
１、会议以５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半
２、会议以５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年度报告》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
告》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
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 全文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见同日公司在《
中国证券报》、
ｃｏｍ．ｃｎ），《
《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刊登的２０１９－０６５号公告。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议
３、会议以５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案》。 有关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刊登的２０１９－０６７号公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有资金未与
公司募集资金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置换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６个月，内容及程序
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相关治理制度的规定，同
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１，６９０万元置换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有资金。
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
４、会议以５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的议案》。 有关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 《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刊登的２０１９－０６８号公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对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
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
励计划（
草案）》规定的调整办法，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董
事会对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特此公告。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３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