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 8 月 23 日

星期五

上市公司名称：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福鞍股份
股票代码：６０３３１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福鞍控股有限公司
住址：鞍山市铁西区红卫街２－５９号
通讯地址：鞍山市铁西区红卫街２－５９号
股份变动性质：持股数量不变，直接持股比例减少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签署日期：二〇一九年八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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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１５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
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制。
二、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
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
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在辽宁
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
义务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请的
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
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六、本报告书部分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故可能存在尾数差异，提请投资者注意。
释义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在本报告书中具有以下含义：
上市公司、福鞍股份

指

股份达到或超过５％以上股份的情况。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
福鞍控股持有中科环境１００％股份，吕世平持有福鞍控股９４．３０％股份。 因此，福鞍控股、
中科环境、吕世平具有一致行动关系。

中科环境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福鞍控股

指

福鞍控股有限公司

中科环境

指

辽宁中科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设计院

指

辽宁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

指

福鞍股份拟以发行股份方式向中科环境购买设计院１００％股权
中科环境以其持有的设计院１００％股权作为对价，认购福鞍股份向其发行的
Ａ股股份。

重组报告书

指

《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
公司法》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证券法》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收购管理办法》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格式准则第１５号》
《

指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１５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
书》

《
格式准则第１６号》

指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１６号一一上市公司收购
报告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本报告书中所引用的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无特殊说明，指合并报表口径的财务数据
和根据该类财务数据计算的财务指标。 本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
数上如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的。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福鞍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２１０３００５５８１９３３４Ｘ６

法定代表人

孙辉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０万元

男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郭斌

男

监事

３６０３０２＊＊＊＊＊＊＊＊
中国
１０＊＊

姓名

性别

吕世平

男

吕世平出资４７，１５０万元；吴迪出资２，８５０万元
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３日

中科环境

主要经营场所

鞍山市铁西区红卫街２－５９号

吕世平
其他股东

经营范围

不含金融资产）；为业
供暖、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企业项目投融资管理、咨询；资产管理（
主提供技术咨询、设计、采购及建设监理、工程招投标、全过程服务；以及国内贸易；投标工
程；从事对外贸易咨询；机械、矿山、化工、制造、安装和服务；化工产品（
不含危险化学品）销
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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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吕世平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如下：
证件号码

国籍

长期居
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地区居留权

吕世平

男

董事长

２１０３０３１９６５ＸＸＸＸＸＸＸ

中国

中国

无

孙辉

男

总经理，董事

２１０３０２１９７０ＸＸＸＸＸＸＸ

中国

中国

无

回光奇

男

董事

２１０３０４１９５２ＸＸＸＸＸＸＸ

中国

中国

无

龚莹

男

董事

２１０３０２１９６２ＸＸＸＸＸＸＸ

中国

中国

无

张轶妍

女

董事

２１０３０３１９７９ＸＸＸＸＸＸＸ

中国

中国

无

刘鹤

男

监事

２１０３１１１９８２ＸＸＸＸＸＸＸ

中国

中国

无

吴迪

男

监事

２１０３０４１９７２ＸＸＸＸＸＸＸ

中国

中国

无

鞠洋洋

女

监事会主席

２１０２８１１９８７ＸＸＸＸＸＸＸ

中国

中国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５％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

证券代码：００００１０

职务

国籍

２１０３０３１９６５ＸＸＸＸＸＸＸ 中国

本次权益变动前
持股数量

无

辽宁省

无

长期居
住地
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地区居留权
无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比例

１２１，９１２，５００

总股本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５５．４３％

１２１，９１２，５００

３９．７１％
２８．３６％

－

－

８７，０７５，３６３

５，００２，５６９

２．２７％

５，００２，５６９

１．６３％

９３，０３５，８３２

４２．３０％

９３，０３５，８３２

３０．３０％

２１９，９５０，９０１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７，０２６，２６４

１００．００％

注：福鞍控股持有中科环境１００％股权，福鞍控股的实际控制人为吕世平。
本次权益变动前， 吕世平通过控制福鞍控股间接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比例为５５．４３％，其
个人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为２．２７％，合计持有上市公司５７．７０％的股权，为上市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后，吕世平通过福鞍控股、中科环境及个人直接持股合计控制上市公
司的股份比例为６９．７０％，仍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二、本次交易具体方案
本次交易由福鞍股份向中科环境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设计院１００％股权，本次交易后，
设计院将成为福鞍股份的全资子公司。
（
一）交易标的
拟购买资产为设计院１００％股权。
（
二）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对方为中科环境，中科环境是福鞍控股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交易前，福鞍控股持
有福鞍股份５５．４３％股份，是福鞍股份的控股股东。 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三）标的资产的作价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１０７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股东王仁年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
将再次被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证件号码

福鞍控股实际控制人

股东

成立日期

证券简称：*ＳＴ美丽

辽宁省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中科环境、吕世平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达到或超过５％以上股份的情况。
第二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交易为福鞍股份向中科环境发行股份购买设计院１００％股权。 通过本次交易，设计院
成为福鞍股份控股子公司，将改善上市公司资产质量。 设计院具有较强的持续盈利能力，本次
交易有利于优化改善上市公司的业务结构和盈利能力， 提高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切
实提升上市公司的价值，保护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未来１２个月内继续增加或处置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权益变动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１２个月内
可能通过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债券处置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若发生相关权益
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届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前，福鞍控股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１２１，９１２，５００股，持股比例为５５．４３％。
本次权益变动后， 福鞍控股将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１２１，９１２，５００股， 持股比例为
３９．７１％。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福鞍控股的持股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出资

职务

长期居住 是否取得其他国
地
家或地区居留权

国籍

郭殿庆

福鞍控股

性别

证件号码

２１０３０３＊＊＊＊＊＊＊＊
中国
１２＊＊

吕世平的基本情况如下：

本次权益变动／本次收购／本次协议
指
收购

姓名

职务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本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204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证券简称：*ＳＴ美丽

证券代码：０００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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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时除外）在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再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９日１０时止（

特别提示：

次公开拍卖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３日至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４日流拍的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

１、该项目尚未进入项目谈判、合同签订阶段，暂时无法预计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的影

以下
称“
公司”）股东王仁年所持有的公司股票１９，７１３，８７４股、常州世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响。 若子公司能够签订正式合同并顺利实施， 将对公司未来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

不再持有公司股票。
２、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仁年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为３３，８５７，４５５股，均
为限售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４．１３％，均处于质押、冻结状态。

１２．６６

１１．３９

前６０个交易日

１３．２２

１１．９０

前１２０个交易日

１４．５３

１３．０８

福鞍控股

其他股东
总股本

４，９８８．５９

２０１７．０４．０５一２０２０．０４．０２

中天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２４８．００

２０１８．１０．１９一２０１９．１０．１８

合计

证券代码：００２１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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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近日接到股东林奇先生的函告，现对上述股东将其持有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
公司”）部分股份解质押暨续质押的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公司股东林奇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３．０４亿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比３４．１９％，为公司实际
控制人、控股股东。 近日，林奇先生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部
分公司股份的解除质押及续质押登记手续，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一、股东部分股份解质押基本情况

２０１７年８月１８日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２
日

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８．９６％

条款等内容尚存在不确定性，项目具体金额及内容以最终签署的合同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

总计

－

２７，２２０，０００

－

－

－

８．９６％

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４、投资估算：３００，０００．００万元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名
股东及一致行
称
动人

质押股数

质押开始日
期

原质押到期 现质押到期
日
日

是

２，３４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年８月１８
日

２０１９年８月
１８日

－

２，３４０，０００

－

－

Ａ股简称：招商银行

二、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１、公司名称：张家界七星仙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２、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４３０８０２ＭＡ４Ｌ５ＧＥ３８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是 √ 否 □
大股东

信息披露义务 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是 □ 否 √
实际控制人

权益变动方式 （
可
多选）

有√无□
吕世平、中科环境为一致行动人

协议转让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因上市公司向中科环境发行股份，导致直接持股比例减少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种类：Ａ股普通股
持股数量：１２１，９１２，５００股
持股比例：５５．４３％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 变动种类：Ａ股普通股
变动数量： ０股
的股份变动的数量
及变动比例
变动比例：１５．７２％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１２个月内有通过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债券处置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
否拟于未来１２个 月
股份的计划。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届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时履行信
内继续增持／减持
息披露义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个月是否在二 级
是□否√
市场买卖该上市公
司股票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是□否√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偿期对公司
的负债， 未解除 公 是 □ 否 √
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是√否□
需取得批注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福鞍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孙辉
２０１９年 ８ 月２２日

三、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林奇先生累计质押２６，４９６．９１万股，占其所持股比例的８７．２４％，占公
司总股本的２９．８２％。
四、风险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林奇先生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由此产生的质押风险
在可控范围之内，目前未出现被强制平仓的情形。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２、控股股东解质押和续质押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质权人

本次继续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２０２０年８月
１８日

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０．７７％

董事会

－

－

０．７７％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２日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Ａ股代码：６０００３６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４４

同意：１５票

７、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信用情况：公司与上述交易对手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公司与上述公司均未发生过类似业务。 上述交易对手方非失信被执行人，且信誉良
好，具备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
三、中标项目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弃权：０票

霍建军先生，１９７２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管理专业学士。 现任招商银行董事会办

事１５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

银行，历任总行计划资金部经理、高级经理，战略发展部高级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资

规定。

产负债管理部副总经理，资产负债管理部副总经理兼投资管理部总经理，零售金融总部总经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理。 ２０１８年８月起任招商银行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兼监事会办公室主任，招商银行证券事务代

关于招商银行员工费用的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

表。

执行董事田惠宇先生回避表决，总有效表决票１４票。

区景点经营管理；旅游工艺品开发、制造、销售；日用百货、服装、鞋帽销售；预包装食品、散装

反对：０票

霍建军先生简历
公室主任兼监事会办公室主任。 曾任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资金计划处干部。 ２００１年调入招商

同意：１４票

６、经营范围：以自有资产进行旅游景区开发、建设；旅游景区园林规划、设计及施工；景
食品销售；住宿、餐饮服务；观光火车、小型观光飞机、索道建设、运营和管理。 （
依法须经批准

反对：０票

特此公告。

弃权：０票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审议通过了《
关于续聘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续聘霍建军先生为本公司证券事务代

董事会

表。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６００８６９

股票简称：智慧能源

编号：临２０１９－１２１

债券代码：１３６３１７

债券简称：１５智慧０１

债券代码：１３６４４１

债券代码：１４３０１６

债券简称：１７智慧０１

债券简称：１５智慧０２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该项目尚未进入项目谈判、合同签订阶段，暂时无法预计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的影响。
若福建隧道能够签订正式合同并顺利实施，将对公司未来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该项目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该业主形
成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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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风险提示
公司尚未与上述项目交易对方签订正式合同，项目成交金额、履行条款等内容尚存在不

限售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４．１３％。 其中，王仁年持有公司股票１９，７１３，８７４股，占公司总股本

确定性，项目具体金额及内容以最终签署的合同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的２．４０％；常州世通持有的公司股票４，９１２，８３２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０．６０％。

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２日

登记。
截至本公告日，远东控股集团持有公司股份１，２４７，１６９，２４３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５６．２０％；

以下简称“
公司”）接到控股股东远东控股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１日，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远东控股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公司股份１，２４８，９４０，２９３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５６．２７％。

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远东控股集团”）的通知，远东控股集团办理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

目前远东控股集团质押股份总数为１，１１５，１００，０００股，占其持股总数的８９．４１％，占公司总股

如下：

本的５０．２４％；远东控股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股份总数为１，１１５，１００，０００股，占其持股总

０２ＥＢ，债券代码：１３７００８、１３７００９）已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９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９

特此公告。

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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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远东控股集团于２０１６年非公开发行的可交换公司债券 （
债券简称：１６远０１ＥＢ、１６远

中标通知书》
１、《

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拍卖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 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数的８９．２８％，占公司总股本的５０．２４％。
特此公告。

日，远东控股集团将“
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２０１６年可交换公司债券质押专用证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占公司总股本的０．０９％）公司无限售流通股办理了解除质押
券账户”中剩余的２，０２４，４６１股（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６０１３２８

股票简称：交通银行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４９

编号：临２０１９－０４２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辞任公告

南京全信传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南京全信传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于２０１９年８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及《

有无一致行动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本公司或招商银行）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９日发出第十一届董事

５、成立日期：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５日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
南京全信传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比例发生变化 √
量变化

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８月２２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 会议应参会董事１５名，实际参会董

３、注册资本：２０，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７５、２０１９－

会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信息披露义务 人
鞍山市铁西区红卫街２－５９号
注册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４、法定代表人：孔祥霞

面显示的拍卖结果， 该次公开拍卖流拍， 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３日、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６日在

以下简称“
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２日，南京全信传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６０３３１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福鞍控股有限公司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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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称：高级工程师）
６、拟派设计负责人：万敏（

《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以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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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鞍山市千山区鞍郑路８号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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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别及编号：一级，闵１５１１０１００８１６９）
５、拟派项目经理：任瑞全（

限售流通股，并且存在无法解除限售的风险。 同时应遵守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６日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证券简称：全信股份

上市公司所在地

福鞍股份

（
ＥＰＣ）的中标单位。 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３、工程地点：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境内

证券代码：３００４４７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

二、股东部分股份续质押基本情况

以下简称“
公司”）收到控股子公司福建省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２日，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方所持股份应做锁定安排；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王仁年、常州世通等所有交

本次王仁年及常州世通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拍卖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影

上市公司名称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暨续质押的公告

２７，２２０，０００

洞、星月广场、崖壁酒店等项目。 具体以项目审批部门相关文件为准。

行动人合计仍持有公司股份９，２３０，７４９股，均为限售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１．１３％。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附表）
基本情况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６６

是

所有交易对方作出的承诺，在中国证监会形成调查结论前，王仁年、常州世通等所有交易对

本次拍卖成交完成后，王仁年、常州世通将不再持有本公司股份，王云杰、王云姗等一致

证券简称：游族网络

林奇

关项目情况存在误导性陈述、重大遗漏及虚假记载等情形。 基于重组时王仁年、常州世通等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仁年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为３３，８５７，４５５股，均为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福鞍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孙辉
２０１９年 ８ 月 ２２ 日

７，２３６．５９

２、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中标人与招标单位尚未签订正式项目合同，项目成交金额、履行

响。

２、建设规模：包括山上观光旅游系统、崖壁栈道、木屋酒店及配套设施、星座花园、山地

编号：２０１８－１８８、２０１９－０３６、２０１９－０４０）。

１、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
２、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３、中科环境与交易对方关于本次权益变动签署的相关协议；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置于上市公司办公地点，以备查阅。

质押期限

本次解除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比例

冬奥村、未来世界、崖壁过山车、山上山下游客服务中心、游龙洞、天空城堡、月光营地、烹龙

司股票４，９１２，８３２股。 详见公司在《
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公告

质押数量（
万股）

质权人

处罚决定书》显示，相关方在重大资产重组文件中对重组标的江苏八达园林有限责任公司相

露了福田法院裁定拍卖、变卖王仁年所持有的公司股票１９，７１３，８７４股、常州世通所持有的公

３０．３０％
１００．００％

质押结束日期

行政
１０１）；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公司等相关方于２０１８年５月２９日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

权一案被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提起诉讼。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１日、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６日，公司分别披

９３，０３５，８３２
３０７，０２６，２６４

质押开始日期

一、中标项目基本情况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３日， 公司披露了股东王仁年及其一致行动人常州世通分别因实现担保物

４２．３０％
１００．００％

解除质押股
数

１、项目名称：张家界七星山国际旅游度假区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
ＥＰＣ）

份。 详情请登录 ｈｔｔｐｓ：／／ｓｆ．ｔａｏｂａｏ．ｃｏｍ／０７５５／０４ 查阅。

９３，０３５，８３２
２１９，９５０，９０１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日披露的《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

时至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９日１０时止（
延时除外）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再次公开拍卖上述股

１．６３％

股东名称

行政处罚决定书》，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５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日收到编号为处罚字［
２０１９］６９号的《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２日， 公司通过查询网络司法拍卖平台获悉福田法院拟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８日１０

２８．３６％

５，００２，５６９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

任公司组成的联合体被招标人确定为张家界七星山国际旅游度假区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

０８９）。

３９．７１％

８７，０７５，３６３

福鞍控股

相关股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锁定股份应用于投资者赔偿安排。

常州世通所持有的公司股票４，９１２，８３２股限售流通股。 根据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页

１２１，９１２，５００

－
２．２７％

福鞍控股

合计

福田法院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３日１０时至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４日１０时止（
延时除外）在淘宝网司法

５５．４３％

－
５，００２，５６９

质押权人

司全资子公司宁波市风景园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八达园林有限责

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公司股东王仁年所持有的公司股票１９，７１３，８７４股限售流通股、

持股比例

质押人

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不转让其在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并锁定

４、公司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

持股数量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９日，上市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更新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相关议案。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７日，上市公司２０１８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方案及相关
议案。
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０日， 上市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方案及相关
议案。
（
二）交易对方已经履行的决策与审批程序
１、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０日，中科环境作出股东决定，同意本次交易方案。
辽宁福
２、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０日，中科环境作出股东决定，同意与福鞍股份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与辽宁中科环境监测有限公司之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
三）本次交易已经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关于核准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向辽宁中科
２０１９年７月３１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
环境监测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１３６０号），本次交易获得中国
证监会的核准。
四、信息披露人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福鞍控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林奇

“
退市风险警示”，受让方需承担未来公司可能面临暂停上市或退市的风险。

持股比例

注：福鞍控股持有中科环境１００％股权，福鞍控股的实际控制人为吕世平。
若上市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股份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或由于触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价格调整机制导致发行价格
调整的，将按照相关规则相应调整发行价格，同时相应调整本次购买资产所发行的股份数量。
三、本次权益变动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
（
一）上市公司已经履行的决策与审批程序
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０日， 上市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及相关议
案。

下简称“
招标人”）发出的《
中标通知书》，福建隧道与中铁（
贵州）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公司、公

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后

１２１，９１２，５００

吕世平

申请或者披露的文件涉嫌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作为承接该股份的受让方，应当承接王仁年及常州世通作出的相关承诺，受让股份仍是

持股数量

中科环境

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福建隧道”）发来的由张家界七星仙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以

易对方锁定股份应用于投资者赔偿安排。

本次交易前

股东

３、公司２０１５年重大资产重组时，王仁年、常州世通等所有交易对方承诺：如本次交易因

因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 公司等相关方于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２日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并于

交易均价的９０％

经公司与重组交易对方协商，充分考虑各方利益，以定价基准日前１２０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交易均价作为市场参考价， 本次购买资产股份发行价格确定为定价基准日前１２０个交易日上
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９０％，即１３．０８元／股。
关于公司２０１７年度利润分配方
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８日，上市公司２０１７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案的议案》，按上市公司２０１７年末总股本２１９，９５０，９０１股为基数，每１０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含税），总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３，２９９，２６３．５２元，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６日，上市公司实施了上
０．１５元（
关于公司２０１８年
述利润分配方案。 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２日，上市公司２０１８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按上市公司２０１８年末总股本２１９，９５０，９０１股为基数，每１０股派发现
金股利人民币０．１５元（
含税），总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３，２９９，２６３．５２元。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７日，上市
公司实施了上述利润分配方案。 按照上述现金红利进行除息计算后，本次交易的发行价格调
整为１３．０５元／股。
２、发行数量
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交易价格总额为１１３，６３３．３５万元， 本次交易的发行价格为１３．０５元／
股。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数量为８７，０７５，３６３股。 计算结果不足一股的尾数
舍去取整。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１０8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风险提示：

占公司总股本的３．００％，均为首发后限售流通股。 若上述拍卖成交完成，王仁年及常州世通将

交易均价

前２０个交易日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２日

陈述或重大遗漏。

简称“
常州世通”）所持有的公司股票４，９１２，８３２股。 本次将被拍卖股票合计为２４，６２６，７０６股，

股票交易均价计算区间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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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
福田法院”）拟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８日１０时至
１、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根据天健兴业评估出具的《
资产评估报告》（
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８）第０８５９号），以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３１日为评估基准日，设计院１００％股权评估值为１１３，６３３．３５万元。 在参考评估值的基础上，经
交易各方协商确定，设计院１００％股权作价为１１３，６３３．３５万元。
四）支付方式
（
１、发行价格
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在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情况下，上市公司发
根据《
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９０％。 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
议公告日前２０个交易日、６０个交易日或者１２０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
本次购买资产所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审议本次重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日。 定价基准日前２０个交易日、前６０个交易日、前１２０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具体情
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股

福鞍控股就本次交易前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已出具承诺，“
自本次交易实施完成之日起
十二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本次交易前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包括但不限于通过集中竞
价交易、大宗交易或协议方式转让；也不由上市公司回购该等股份，但在本次交易前持有的上
市公司股份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转让不受前述十二个月锁定期的限
制。 因上市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定
安排。 若上述股份锁定期的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符，福鞍控股同意届时将
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及时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交易完成后， 福鞍控股持有中科环境１００％股份， 中科环境持有上市公司２８．３６％股
份。 福鞍控股承诺如下：“
自本次交易结束之日起３６个月内不转让本公司持有中科环境的股
权；本次交易完成后６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２０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交易
完成后６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本公司持有中科环境股权的锁定期自动延长６个月。 ”
第四节 前６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６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第五节 其它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福鞍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孙辉
２０１９年 ８月２２日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交通银行”或“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

吴伟先生１９９８年加入本公司，连续服务２１年，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敬业，以其出色的

月２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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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和协调能力，扎实组织推动相关工作，为本公司改革发展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董事会

行了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谨此向吴先生表示衷心感谢！ 祝愿吴先生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取得更好成绩！

吴伟先生因工作调动原因，已向本公司董事会递交书面报告，辞去本公司执行董事、董

特此公告。
南京全信传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事会战略委员会（
普惠金融发展委员会）委员、董事会社会责任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委

董事会

员，以及副行长、首席财务官职务，辞任自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２日起生效。 吴伟先生已确认与本公司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董事会无不同意见，同时也没有任何与辞任有关而需要通知本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事项。

特此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２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