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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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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１日上午１１
点在公司１１０４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已于２０１９年９月９日发出。 会议应到监事３人，实到３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合法有效。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杨敏女士主持，会议经审议，表决通过《
关于换届选举公司监事会
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经公司第三届监事会提名，监事会同意提名杨涛、何伟２人为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简历附后）。
公司最近两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表决结果：同意［３ ］票，反对［０ ］票，弃权［０ ］票
本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备查文件：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２日
附件：
监事候选人简历
何伟先生：男，１９７７年４月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硕士研究生，高级
工程师，中共党员。 ２００５年７月至２０１７年２月就职于重庆医药工业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历
任部长助理、部长、研发质量总监等职务；２０１７年２至今工作于公司，现任公司医药研发中
心副主任。 何伟先生从事化学药物工艺研究与创新药研究开发十余年，先后承担了二十余
项项目，主持国家“
十一五”重大新药创制、重庆市南岸区专项工艺攻关项目；负责和参与
３．１类新药开发１８项、１．１类新药药学研究４项、６类药开发２项，获得临床批件９项，获得生产
批件３项；负责国家“
十一五”专项１项目，市区级专项１项；申请发明专利１０项，专利授权１
项，发表论文５余篇。 截止本公告日，何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５％以上股份的
公司法》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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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杨涛先生：男，１９８３年１２月，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硕士研究生，工程师，
中共党员。 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９年就职于中冶建工集团混凝土公司，从事混凝土技术研究与应用
工作，历任技术员、副主任、主任职务；２０１９年４月至今工作于公司，现任公司建材研发中心
主任职务。 截止本公告日，杨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５％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
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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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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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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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圣实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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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７日召开公司２０１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内容如下：
１、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
２、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会议召开时间：
（
１）现场会议召开时间：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７日１４：３０分
（
２）网络投票时间：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６日－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７日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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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日９：
３０－１１：３０，１３：００－１５：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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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日１５：００至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７日１５：００期间的任意时间。
４、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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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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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股东大会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
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
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
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５、会议出席对象：
（
１）截至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０日下午１５：００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参加表决。 不能亲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
（
２）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候选董事、监事。
（
３）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６、现场会议地点：重庆市两江新区水土高新园云汉大道９９号公司１１楼１１０６会议室
７、股权登记日：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０日
８、会议主持人：潘先文董事长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换届选举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
１．１选举潘呈恭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２选举冯陈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３选举张洪兰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４选举雷文胜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５选举罗骥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６选举杨艳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关于换届选举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
２．１选举张孝友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２选举潘金贵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３选举李有光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关于换届选举公司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３、《
３．１选举杨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３．２选举何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关于修改〈
公司章程〉的议案》；
４、《
关于对外投资绿色循环建材产业基地项目的议案》。
５、《
以上议案４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除议案４以外的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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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漳州泰禾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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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１００％；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７０％的单位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５０％； 敬请广大
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经营需要，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控股子公司漳州泰禾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漳州泰禾”）通过债权转让方式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华融资产”）融资，债权转让后漳州泰禾对华融资产负有本金２９９，９４０万元的债务，
期限不超过３年。 作为担保方，公司为上述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漳州泰禾为公司本次
担保提供反担保，同时漳州泰禾的另一参股股东厦门悦霖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按照持股比例为
公司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
公司分别于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２日、２０１９年５月８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九十二次会议及２０１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未来十二个月对外担保预计情况的议案》（
详见公司２０１９－０３２
号、２０１９－０４９号公告），对未来十二个月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授权预计担保额度。 上述担保在
已授权预计担保额度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含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漳州泰禾的累计预计担保额度为４７亿元，目前已使用额度３０亿元（
本次的担保额度３０亿元），剩余担保额度为１７亿元。
根据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经营层已在上述框架范围内作出决策。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漳州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福建省漳州台商投资区角美镇桥头村桥头路１６号
法定代表人：刘枫
注册资本：１，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９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建筑工程、市政工程设计、
施工；建筑物拆除活动；建材（
危险化学品除外）批发。
股权结构：

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根据《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要求，议案１、议案２、议案３为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
大事项，需对中小投资者的投票情况单独统计并披露。
或股东代理人）在
上述议案１、议案２、议案３采取累积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即股东（
投票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 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
中使用，但所分配票数的总和不能超过股东拥有的投票数，否则该票作废。 非独立董事和
独立董事实行分开投票， 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备案审
核无异议，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上述议案１、 议案２已于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１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议案３已于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１日经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４已于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７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５已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２日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内容详见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２日、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８
日、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３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
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或 《
报》、《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的相关公告。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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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日１５：００，结束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７
日１５：００。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
２、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
身份认证业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
深交所数字证书”或“
深交所投资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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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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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在本次股东大会上按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投票指示对相关提案进行投
票，如本授权委托书没有做出具体投票指示，该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
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签署之日起至该次会议结束时止。
提案编码

单位：人民币万元
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
（
未经审计）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
经审计）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１．００

关于换届选举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０１

选举潘呈恭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应选人数６人，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
举票数

１．０２

选举冯陈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０３

选举张洪兰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累计投票提案
１．００

关于换届选举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０１

选举潘呈恭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１．０４

选举雷文胜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０２

选举冯陈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１．０５

选举罗骥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０３

选举张洪兰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１．０６

选举杨艳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０４

选举雷文胜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１．０５

选举罗骥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１．０６

选举杨艳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２．００

关于换届选举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０１

选举张孝友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２．０２

选举潘金贵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２．０３

选举李有光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３．００

关于换届选举公司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３．０１

选举杨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

３．０２

选举何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

关于换届选举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２．０１

选举张孝友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应选人数３人，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
举票数

２．０２

选举潘金贵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０３

选举李有光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３．００

关于换届选举公司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

３．０１

选举杨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应选人数２人，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
举票数

３．０２

选举何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４．００

关于修改《
公司章程》的议案

５．００

关于对外投资绿色循环建材产业基地项目的议案

４．００

关于修改《
公司章程》的议案

√

５．００

关于对外投资绿色循环建材产业基地项目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方法
１、登记方式：
（
１）自然人股东登记：自然人股东出席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
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
记手续。
（
２）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加
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委
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加盖委托人公章的营业执照复
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
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登
３）异地股东可以采取信函、邮件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记送达公司证券投资部的截至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５日１６：００。 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２、登记时间：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５日（
９：００－１１：３０，１３：３０－１６：００）
３、登记地点：公司证券投资部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六、其他事项
１、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费用和交通费用自理。
２、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０２３－６８２３９０６９
联系邮箱：ｉｒ＠ｃｑｓｓｇｆ．ｃｏｍ
联系地址：重庆市两江新区水土高新园云汉大道９９号三圣股份证券投资部
３、请参会人员提前１５分钟到达会场
七、备查文件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１．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２．授权委托书。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２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三圣投票”。
１、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
３６２７４２”，投票简称为“
２、填报表决意见：本次股东大会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为同意、反对、弃
权。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
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
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０票。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Ａ投Ｘ１票

Ｘ１票

对候选人Ｂ投Ｘ２票

Ｘ２票

……

……

合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提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如提案１（
选举非独立董事，应选人数为６人）：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６，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６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
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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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投票时间：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７日的交易时间，即９：３０－１１：３０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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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核查，被担保方漳州泰禾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被担保人：漳州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担保人：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不超过３０亿元
担保期限：不超过３年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四、提供担保的原因
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其资金需求， 被担保公司所开发项目前景良好，担
保风险可控，为其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被担保人漳州泰禾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经营活动具有控制权，被担保人为公司
对其的担保提供反担保，同时漳州泰禾的其他参股股东按照持股比例为公司的担保提供反担
保，担保公平、对等。 以上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８，２５４，９０１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４４７．２１％。 其中，对参股公司实际担保２３９，９９０万元，其余均为对全
资、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以及全资、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１、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公司２０１８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７３２

证券简称：泰禾集团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１２７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解押及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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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近日收到控股股东泰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泰禾投资”）函告，获悉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及质押的手
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泰禾
投资

第一大股东

解除质押股数
（
股）
５，４００，０００

质押开始
日期

解除质押
日期

解除质押股
份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质权人

２０１８年９月 ２０１９年９月 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０．４４％
司福州鼓楼支行
１１日
１０日

资产总额

６０７，９００．０６

１，０５１，４８２．９３

负债总额

６１４，９１３．８９

１，０５３，３４８．７０

－

－

流动负债总额

３１４，９７３．８９

６４，１３６．６３

净资产

－７，０１３．８３

－１，８６５．７７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
（
未经审计）

２０１８年１－１２月
（
经审计）

营业收入

－

－

利润总额

－６，３９８．３７

－３，８１５．３１

净利润

－５，１４８．０６

－２，８６５．７７

股票代码：００２１４３

股票简称：*ＳＴ印纪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名
股东及一致行
称
动人
第一大股东

质押股数
（
股）
５，４００，０００

质押
开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泉州银行股份
２０１９年９月 办理解除质
有 限 公 司 福 州 ０．４４％
押手续为止
１０日
鼓楼支行

非累计投票提案

证券代码：００２７４２

编号：２０１９－０６５

印纪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停牌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公司股票自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２日（
周四）开市起停牌，公司股票存在可能
将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印纪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股票已连续２０个交易日（
２０１９
年８月１５日－９月１１日）收盘价格均低于股票面值（
即１元），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自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２日（
周四）开市起停牌，深圳证券
交易所自公司股票停牌起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公司股票是否终止上市的决定。 现
就公司股票可能将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如下：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１４．４．１条之（
十八）款规定，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仅发行Ａ股股票的上市公司，通过本所交易系统连续二十个交易日（
不含公
司股票全天停牌的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股票面值，深圳证券交易所有
权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１４．４．１１条规定，出现上述情形的，公司
应当在事实发生的次一交易日披露。 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自公告之日起停牌，深
圳证券交易所自公司股票停牌起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公司股票是否终止上市的决
定。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１４．４．２３条的规定，自深圳证券交易所
作出上市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后五个交易日届满的次一交易日起， 公司股票

进入退市整理期，但深圳证券交易所另有规定的除外。 退市整理期的期限为三十个
交易日。 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间的全天停牌不计入退市整理期。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１４．４．２４条的规定，退市整理期间，上市
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板交易，并不再在中小企业板行情中揭示。 退市整理期间，
公司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为１０％。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１４．４．２５条的规定，退市整理期间， 上
市公司应当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股票将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在最后的
五个交易日内应当每日发布一次股票将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１４．４．２６条的规定，退市整理期届满的
次一交易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上市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１４．４．２８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股
票被终止上市后及时做好相关工作， 以确保公司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退市整理
期届满后四十五个交易日内可以进入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转让。
公司将按照实际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看待
市场变化，审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印纪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２日

同意

反对

弃权

证券简称：三圣股份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５９号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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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１日上午１０
点在公司１２１２会议室以现场和视频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２０１９年９月９日
发出。 会议应到董事９人，实到９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
决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潘先文先生主持，会议经审议，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一、通过《
关于换届选举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控股股东潘先文先生提名推荐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 董事会同意提
名潘呈恭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并经董事
会提名委员会审查，董事会同意提名冯陈、张洪兰、雷文胜、罗骥、杨艳为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上述董事候选人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关于第四届董事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会董事候选人提名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９ ］票，反对［０ ］票，弃权［０ ］票
本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通过《
关于换届选举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董事会同意提名张孝友、潘
金贵、李有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简历见附件）。
其中，李有光尚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其已向深交所提交书面承诺将参加最近一
次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须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关于第四届董事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会董事候选人提名的独立意见》。
《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关于参加最近一次独董培训的承
诺》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表决结果：同意［９ ］票，反对［０ ］票，弃权［０ ］票
本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同意《
关于提请召开公司２０１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于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７日下午１４：３０分在重庆市两江新区水土高新园云汉大道９９号公司
１１楼１１０６会议室召开公司２０１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通知的内容详见披露于 《
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
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关于召开２０１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
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６１号）。
表决结果：同意［９ ］票，反对［０ ］票，弃权［０ ］票
备查文件：
１、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的独立意
见。

证券代码：００２０３１

证券简称：巨轮智能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２日
附件：
董事候选人简历
（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潘呈恭先生：男，１９９４年８月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先后
就职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重庆分所、 重庆生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２０１８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９年９
月就职于公司关联方重庆市碚圣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本公告日，潘呈恭先生持有
公司股份２，９７０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６．８８％；与持有公司５％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潘先文、周廷娥夫妇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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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
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
通报批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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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张洪兰女士：女，１９７２年８月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本科学历，正高
级工程师。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５月就职于北大医药重庆大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曾任技
术总监职务；２０１６年９至今就职于公司，现任公司医药事业部副总经理。 张洪兰女士具有多
年从事药物研发、生产管理工作经验，曾获重庆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三等奖。 截止本公告
日，张洪兰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５％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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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
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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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冯陈女士：女，１９７５年３月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大专学历、审计
师、高级会计师。 １９９６年１月至２００８年８月先后就职于重庆化学试剂玻璃实验仪器公司、重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曾
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８年８至２０１５年４月就职于重庆城建控股（
任分公司财务经理职务；２０１５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就职于重庆对外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曾任分公司财务经理；２０１７年１１月至今就职于公司，现任公司财务部副总监职务。 截止本
公告日，冯陈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５％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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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
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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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杨艳女士：女，１９７２年２月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大专学历，会计
师。 １９８９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４年５月先后就职于重庆华山玉食品厂、重庆阳光百货有限公司、重庆
天人冲压有限公司；２００４年６月就职于公司，现任公司审计监察部负责人。 截止本公告日，
杨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５％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
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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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
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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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罗骥先生：男，１９６９年７月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本科学历，中共党
员。 １９９５年至２０１５年就职于北大医药重庆西南合成公司，曾任分厂厂长职务；２０１６年１月至
２０１６年６月就职于湖南方盛制药， 任副总经理职务；２０１６年６月至２０１８年１月就职于公司关
联方重庆市碚圣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职务；２０１８年１至今就职于公司，现任
子公司百康药业总经理。 罗骥先生从事药品生产管理工作２０余年， 在药品生产技术和规
范、销售管理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截止本公告日，罗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
司５％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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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
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
通报批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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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雷文胜先生：男，１９７１年１月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本科学历，高级
工程师。 １９９２年至２０１０年就职于重庆建工建材物流有限公司，曾任副总经理职务；２０１０年
至２０１４年就职于重庆地产集团禾远建材有限公司， 曾任副总经理兼总工职务；２０１４年６月
至２０１８年４月就职于中冶建工集团混凝土分公司，曾任副总经理兼总工职务；２０１８年４至今
就职于公司，现任公司建材化工事业部总经理。 雷文胜先生从事混凝土经营管理工作２０余
年，在建筑材料与制品专业领域拥有较为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管理经验。 截止本公告日，雷
文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５％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
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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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
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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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
张孝友先生：男，１９５２年９月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硕士研究生，注
册会计师、教授，中共党员。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三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会计教授
会理事、重庆市审计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市审计学会会长、重庆资产评估协
会常务理事、重庆市统计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具有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主要研究领
域会计、审计、统计、税务。 截止本公告日，张孝友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５％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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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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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
失信被
执行人”。
潘金贵先生：男，１９７３年１２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法学博士，刑法
学博士后研究人员。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具有独
立董事资格证书。 主要研究领域为证据法学、刑事诉讼法学和刑法学。 截止本公告日，潘金
贵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５％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
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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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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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李有光先生：男，１９５７年３月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本科学历，九三
学社社员。 重庆大学材料学院副教授，主要专长于水泥、混凝土开发及工程应用、项目管
理。 因李有光先生尚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其已向公司及深交所提交书面承诺将参加
最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截止本公告日，李有光先生未持有公司
股份，与持有公司５％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
市场禁入措施；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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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
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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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４６

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５％以上股东减持计划减持数量过半的进展公告
持股５％以上的股东洪惠平保证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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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或“
本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０
日在巨潮资讯网（
关于持股５％以上股东减持股份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披露《
减持预披露公告”），股东洪惠
预披露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１８，以下简称“
平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及大宗交易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６５，９８５，９６８
股（
约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３．０００２％）。 其中，如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减持拟在减持预披露公告披露之日起１５个交易日后的６个月内进行， 并遵守任
意连续９０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本公司股份总数的１％；如采用大宗交易方
式，减持拟在减持预披露公告披露之日起３个交易日后的６个月内进行，并遵守
任意连续９０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本公司股份总数的２％。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１日收到洪惠平先生出具的 《
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
展的告知函》，洪惠平先生本次减持计划的减持数量已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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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在减持时间区间内，大股东、
董监高在减持数量过半或减持时间过半时，应当披露减持进展情况。 现将其减
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减持计划的进展
１、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自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０日 《
关于持股５％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
公告编
号：２０１９－０１８）公告之日至２０１９年９月 １１日下午收市时，洪惠平先生减持股份的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洪惠平

三、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泰禾投资持有公司股份１，２１８，８０１，５９０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４８．９７％。 截至本公告日，泰禾
投资累计质押的股份数为１，２０７，４２４，３３４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４８．５１％。
四、备查文件
１、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登记证明；
２、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明细表。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二日

应选人数２人，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
举票数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签字或盖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
１、提案１、提案２、提案３为累积投票议案，请在表决栏中填写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应选人数。 股东可以将票数
平均分配给多位候选人， 也可以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
数。
同意”、
２、除提案１、提案２、提案３外的其他议案，请在表决意见栏中的三项表决意见“
“
反对”、“
弃权”中选择其中一项打“
√”，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
认的表决票、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应计为
弃权”。
“
３、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用途

融资

应选人数６人，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
举票数

应选人数３人，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
举票数

２．００

非累计投票提案

泰禾
投资

表决意见

累计投票提案

二、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经营状况：

提案名称

备注

提案名称

特此公告。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元／股）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６日

２．３１

１，３５２，１００

０．０６１５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１日

２．２１

８７１，８００

０．０３９６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７日

２．１８

２，７６７，３００

０．１２５８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０日

２．０５

１，４７６，８００

０．０６７１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１日

２．０９

３，６７３，５００

０．１６７０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２日

２．０９

２，４０５，２００

０．１０９４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３日

２．１２

２，３４７，６００

０．１０６７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１日

２．１８

２，３０４，９７０

０．１０４８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４日

２．１６

２，８４０，７３０

０．１２９２

证券代码：００２０１８

证券简称：华信退

减持数量（
股）

减持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５日

２．１４

１，２５９，０００

０．０５７２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６日

２．１３

４４４，９００

０．０２０２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１日

１．９０

２５０，０００

０．０１１４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２日

１．８９

１，４２５，０００

０．０６４８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３日

１．９２

５１０，０００

０．０２３２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６日

１．９３

１，０６０，０００

０．０４８２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７日

１．９４

１，２６０，０００

０．０５７３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９年９月９日

２．０１

３，６００，０００

０．１６３７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０日

２．１４

２，７００，０００

０．１２２８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１日

２．１４

４４４，１００

０．０２０２

合计

－－

－－

３２，９９３，０００

１．５００１

２、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东名称

洪惠平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股数（
股）

合计持有股份

２２１，７０４，７６１

１０．０８０３

１８８，７１１，７６１

占总股本比例
（
％）
８．５８０２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２１，７０４，７６１

１０．０８０３

１８８，７１１，７６１

８．５８０２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二、其他情况说明
１、本次减持计划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存
在违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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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情况。
２、洪惠平先生前期所作承诺均已履行完毕，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前期承诺
或延期不履行承诺情形。 关于洪惠平先生前期承诺及履行情况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９
年４月２０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关于持股５％以上股东减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的《
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１８）。
３、洪惠平先生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
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三、备查文件
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
１、洪惠平先生出具的《
特此公告。
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九月十二日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１３７

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的
第一次风险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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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风险提示：
以下简称“
华信国际”或“
公司”）股票已
１．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上市，将在退市整理期届满后被摘牌。
深圳证券
２．在退市整理期期间，公司股票价格即使达到１元面值以上，根据《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８年修订）》相关规定，亦不能改变深圳证券交易所已
作出的终止上市决定，公司股票将在退市整理期结束后被摘牌。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３．根据《
２０１８年修订）》１４．５．１的规定，公司申
请重新上市应该符合的条件包括最近三年公司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
无虚假记载；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均为正值且累计超过三千
万元 （
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者为计算依据）； 等等。 公司于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调查
２０１８ 年８月２２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通知书》（
编号：皖证调查字１８０５６号），因公司披露的２０１７年年度报告涉嫌虚假
记载，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此外，２０１９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４９０１．５６万元。
４．公司股票于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２日进入退市整理期，在退市整理期交易３０个交易
日后公司股票将被摘牌。 敬请投资者审慎投资、注意风险。
关于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
２０１９年９月４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
深证上［
２０１９］５３８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公司
股票终止上市。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８年修订）》的相关规
定，公司股票将于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２日起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
一、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间的证券代码、证券简称及涨跌幅限制

１．证券代码：００２０１８
２．证券简称：华信退
３．涨跌幅限制：１０％
二、公司股票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限及预计最后交易日期
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的起始日为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２日， 退市整理期为
三十个交易日，预计最后交易日期为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３１日，退市整理期间，公司股票
全天停牌的不计入退市整理期。 公司因特殊原因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股票全
天停牌的，累计停牌天数不超过五个交易日。 退市整理期间，公司股票交易的涨
跌幅限制、行情揭示、公开信息等其他交易事项遵守《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
则》等相关规定。 退市整理期届满的次一个交易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
予以摘牌。
三、退市整理期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安排
退市整理期间，公司将在首个交易日、前二十五个交易日的每五个交易日
发布一次股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并在最后五个交易日内每日发布一
次股票将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四、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间公司将不筹划或者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事宜
的说明。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退市整理期业务特别规定（
２０１７年修订）》的相关规
定，公司承诺股票在退市整理期间，公司将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等重大
事项。
特此公告。
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