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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600

证券代码：601258

证券简称：*ST 庞大

债券代码：135250

债券简称：16 庞大 01

债券代码：135362

债券简称：16 庞大 02

债券代码：145135

债券简称：16 庞大 03

股票简称：永艺股份

公告编号：2019-088

永艺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5%以上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期限届满
暨增持完成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55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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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管理人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三）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过去 12 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减持数量
（股）

股东名称

重要内容提示：
●

姓名

职务

持有股票数量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王玉生

代理董事长

88,340,000

1.32%

武成

董事、副总经理

48,337,520

0.72%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孙志新

减持价格区间
（元 / 股）

减持期间

5,224,450

0.08%

2019/8/9
2019/8/12

～

11,925,375

0.18%

2019/8/9
2019/9/12

～

2019/5/13
0.05%
2019/5/14

～

刘斌

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减持比例

蒿杨

3,292,000

前期减持计划披
露日期

1.25-1.29 2019-3-5

成先生分别于 2019 年 8 月 28 日收到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 ）《关于

股东名称

股票质押项目违约处置的通知函》， 中泰证券拟启动对王玉生先生质押在中泰证券的不超过
22,085,000 股和武成先生质押在中泰证券的 12,084,380 股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

2020 年 3 月 13 日） 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处置王玉生先生质押的不超过 22,085,000 股

1.40-1.42 2019-3-25

计划减
持比例

竞价交易减
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合
理价格
区间

拟减持股
拟减持原因
份来源

不 超 竞价交易减持，
不 超 过 ：22,
2019/10/11
过
： 不超过：22,085,
085,000 股
～2020/3/9
000 股
0.33%

按 市 场 IPO 前 取 执行股权质
价格
得
押协议

武成

不 超 竞价交易减持，
2019/10/11
不 超 过 ：12,
过
： 不超过：12,084,
084,380 股
～2020/3/9
0.18%
380 股

按 市 场 IPO 前 取 执行股权质
押协议
价格
得

中泰证券拟从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
处置王玉生先生质押的不超过 22,085,000 股和武成先生质押的不超过 12,084,380 股庞大集团
股票，处置股票不超过庞大集团总股本 0.33%和 0.18%，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市场价格确定。

股东名称

若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庞大集团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88,340,000

1.32% IPO前取得：88,340,000 股

武成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48,337,520

0.72% IPO前取得：48,337,520 股

（二）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第一组

截至 2019 年 9 月 13 日，阮正富、陈熙、吕成、顾钦杭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

系统择机增持本公司股份，增持金额合计不低于 500 万元，不超过 1000 万元。 本次增持不设

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528,85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17%，累计增持金额为 5,248,398

价格区间，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逐步实施增持计划。 本次增持计划的资金来源：个

元。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自 2019 年 3 月 14 日至 2019 年 9 月 13 日期间，阮正富、陈熙、吕成、顾钦杭累计增持公

员阮正富、 陈熙、 吕成、 顾钦杭已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528,85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司股份 528,85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17%，累计增持金额为 5,248,398 元，已超过本次

0.17%，累计增持金额为 5,248,398 元，已超过本次增持计划的下限，未超过本次增持计划的上

增持计划的下限，未超过本次增持计划的上限。 本次增持计划已在承诺期限内实施完毕。
3、增持后增持主体的持股情况

公司接到参与本次增持计划的 5%以上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阮正富、陈熙、吕成、顾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三、相关风险提示
此次减持计划是因中泰证券执行股权质押协议而被动减持，王玉生先生、武成先生正在积

1.32% 协议约定

武成

48,337,520

0.72% 协议约定

庞庆华

1,362,900,000

20.42% 协议约定

贺立新

115,392,200

1.73% 协议约定

贺静云

50,424,900

0.76% 协议约定

刘斌

15,673,350

0.23% 协议约定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实

孙志新

35,776,125

0.54% 协议约定

施期间，管理人将督促股东严格遵守减持股份的有关规定，合法、合规地实施减持计划，并及时

杨晓光

90,992,200

1.37% 协议约定

克彩君

1.07% 协议约定

9,882,700

0.15% 协议约定

李新民

4,255,800

0.06% 协议约定

许志刚

3,433,660

0.05% 协议约定

合计

1,896,733,555

份 107,7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4%，顾钦杭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70,800 股，占公司总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阮正富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5,312,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股本的比例为 0.02%。
三、其他事项

的比例为 3.45%；吕成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2,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04%，通过安吉
尚诚永盛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937,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31%；除

1、阮正富、陈熙、吕成、顾钦杭承诺在增持行为完成后 6 个月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

以上人员外，其他本次增持计划参与人员未持有公司股份。

2、因急于完成增持计划，阮正富先生于 2019 年 7 月 9 日买入公司股票 24,000 股，成交
平均价格 9.5642 元 / 股。 但由于疏忽大意，未考虑该操作处在“
业绩预告前 10 日内” 的敏感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 公司部分 5%以上股东、董

期。 阮正富先生承诺此 24,000 股股票自增持之日起一年内不减持，减持时获得的收益归公司

事、高级管理人员计划于 2019 年 3 月 14 日起 6 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

所有。除此之外，本次增持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

系统择机增持本公司股份，增持金额合计不低于 500 万元，不超过 1000 万元。 本次增持不设

法规相关规定。
3、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股
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告编号：2019-022）。

特此公告。

二、增持计划实施结果

88,340,000

71,325,100

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937,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31%；陈熙直接持有公司股

2、本次增持前，增持主体已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及持股比例：

2019 年 3 月 14 日披露的《5%以上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

王玉生

蒿杨

成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71,4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2%，通过安吉尚诚永盛股权投资

1、增持主体的名称：公司 5%以上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阮正富、陈熙、吕成、顾钦杭。

价格区间， 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 逐步实施增持计划。 具体增持计划详见公司于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持股数量（股）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8.36%，通过安吉尚诚永盛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10,429,650 股，占公司总股本

□是 √否

□是 √否

阮正富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5,603,45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8.46%，通过安吉尚诚
永盛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10,429,65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3.45%；吕

钦杭增持计划实施期届满、增持计划实施完毕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3、增持目的及增持计划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
等是否作出承诺

2、增持计划实施结果

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截至 2019 年 9 月 13 日，公司 5%以上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

本除权、除息事项，王玉生先生、武成先生拟减持股份数量和减持价格将相应进行调整

王玉生

增持计划内容：永艺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部分 5%以上股东、董

限。

0.33%和 0.18%，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市场价格确定。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5%以上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61）。

●

和武成先生质押的不超过 12,084,380 股庞大集团股票， 处置股票不超过庞大集团总股本的

（一）减持计划主体

元，已超过增持计划下限（500 万元）的 50%。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1 日披露的

●

事、高级管理人员计划于 2019 年 3 月 14 日起 6 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

1.25-1.29 2019-3-5

王玉生

庞大集团” 或“
公司” ）股票的违约处置。
简称“
中泰证券拟从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 （2019 年 10 月 15 日起至

计划减持数
量（股）

重要内容提示：

人合法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管理人于 2019 年 9 月 16 日收到王玉生先生、武成先生分别发来的通知，王玉生先生、武

截至 2019 年 6 月 6 日，阮正富、陈熙、吕成、顾钦杭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
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272,9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9%， 累计增持金额为 2,558,050

极与中泰证券进行协商，此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永艺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1、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2019 年 9 月 17 日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证券代码：603605

证券简称：珀莱雅

公告编号：2019-044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管理人

28.42% 一

2019 年 9 月 16 日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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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董事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前，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兼副
证券代码：000637

证券简称：茂化实华

公告编号：2019－051

总经理曹良国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7,258,35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3.6060%。 （2019 年 7 月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 日， 公司将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不符合激励条件的 2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

股东名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机

（一）提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对列入会议通知中的议案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构和 2019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及确定其审计费用的议案》未获通过。

（二）提案的表决结果：

一、会议召开情况

1、议案 1.00 《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机构和

1.会议的通知情况：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 2019 年 8 月 30
日和 9 月 11 日先后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同意 82,696,5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5.0083％；反对 153,523,430 股，占出

编号 2019-041） 和 《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64.991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2019-047）。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无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444,9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210%。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占公司总股本 0.4580%，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实施数量过半。 曹良国先生现持有公司股份 6,336,

同意 6,038,53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4156％；反对 160,200 股，占出席会

55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1480%。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584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时间为 2019 年 9

表决结果：未通过。

月 15 日下午 15：00 至 2019 年 9 月 16 日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股东名称

3.现场会议地点：茂名市官渡路 162 号公司十楼会议室。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广和（北京）律师事务所。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律师姓名：杜沙沙、张宁。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以及《公司章程》和《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2 人，代表股份 236,219,97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45.4378％。

五、备查文件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 人，代表股份 235,795,37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45.3561％。

1、经与会董事、监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8 人，代表股份 424,60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0817％。

2、广东广和（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关于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

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7,258,350

特此公告。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持股比例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3.6060% IPO前取得：7,258,350 股

2019年 9 月 17 日

股票简称：中国电建

公告编号：临 2019-059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 月至 8 月新签合同情况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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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0 人，代表股份 6,198,739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1924％。

单位：人民币亿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1

云南省红河州建水（个旧）至元阳高速公路项目土建工程施工 TJ-4 标段

6.52

2

浙江省湖州莫干山高新区地信小镇云创科技大厦、信息科技大厦项目

6.12

3

安徽省引江济淮工程（安徽段）江淮沟通段 J002-1（河渠）标

6.27

4

四川省遂宁市凤台大道（融城大道）综合管廊及市政配套工程、培江干流遂宁市
唐家渡电航工程（唐家渡以北防洪堤）、培江九连莲段河道综合治理工程、南片区
雨污管网分流改造及黑臭水治理项目（南片区开善河流域治理）等项目包设计总
承包

14.26

2019年 1 月至 8 月，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新签合同总额约为

特此公告。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5,774,139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1107％。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8 人，代表股份 424,60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0817％。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七日

人民币 3,472.14 亿元，同比增长 0.09%。 前述新签合同总额中，国内新签合同额约为人民币 2,
525.82 亿元，同比增长 0.57%；国外新签合同额折合人民币约为 946.32 亿元，同比减少 1.16%。
国内外水利电力业务新签合同额合计约为人民币 1,094.79 亿元。

证券代码：603918

证券简称：金桥信息

公告编号：2019-047

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8 月公司中标合同金额在人民币 5 亿元以上的单个项目有：

5

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道路工程 PPP（第一批）项目

9.21

单位：人民币亿元

6

山东省济南高新区创新谷片区文教医疗及配套服务中心 PPP 项目

13.61

7

江苏省竹根沙（H2#）300MW 海上风电场项目 EPC 总承包工程

44.90

8

孟加拉国普巴乔商业综合体项目

23.45

9

柬埔寨 AAE-1 海缆·穿境陆缆建设工程总承包项目

5.57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1

陕西省泾河新城崇文佳苑棚户区改造五期项目 EPC 总承包

6.92

2

浙江省风情大道（金城路 - 湘湖路）改建工程（局部段）及博奥路南伸（湘西路 潘水路）工程 PPP 项目

36.28

贵州省贵阳西南商贸服务业集聚区综合交通枢纽一一公交枢纽及换乘中心项目
（一期）PPP 项目

19.27

3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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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李志明先生持有
公司股份 4,003,87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72%。 （鉴于公司 2019 年 4 月 8 日将 2017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共计 3 名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注销，公司股份总数由 17,951.5 万股变更为 17,948.1 万股。
2019 年 6 月 12 日，公司完成了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工作，公司股份总数由 17,948.1 万股变更
为 23,332.53 万股。 李志明先生持有股份数、拟减持股份数、已减持股份数及其占公司股份总数
比例相应调整。 ）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2019 年 4 月 4 日，公司披露了李志明先生的减持计划，李志明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 988,000 股， 即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0.42%。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自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
内进行；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自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的 6 个月内进行。 减持价格按照减
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4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
的《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19-021）。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截至 2019 年 9 月 12 日， 李志明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988,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2%。 减持后，李志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3,015,27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9%。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李志明

股东身份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持股数量（股）
4,003,870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439,900 股
1.72%
其他方式取得：3,563,970 股

李志明先生持有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股份 2,640,000 股， 该部分股份已于 2016 年 5

证券代码：603656

证券简称：泰禾光电

月 30 日上市流通。
李志明先生以其他方式取得的股份来源为：（1）公司 2015 年利润分配方案以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每 10 股转增 10 股。 （2）公司 2018 年利润分配方案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每 10 股转
增 3 股。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李志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4,003,87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72%。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高级管理人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李志明

减持数
量
（股）

减持
比例

988,600

2019/9/11
0.42% ～
2019/9/12

减持期间

减持
方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
（元 /
（元）
成情况
股）

集 中
11.68 －
竞 价
12.02
交易

11,643,
025.52

已完成

1.29%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4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
告》（公告编号：2019-021），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李志明先生拟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至
2019 年 10 月 23 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 988,
000 股，即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0.42%。
截至 2019 年 9 月 12 日，李志明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共减持公司股份 988,600 股
（占其持有公司股份 0.42%），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成，因误操作导致超额减持 600 股。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9/17

公告编号：2019-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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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泰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泰禾光电” 或“公司” ）与合肥派联智能装
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合肥派联” 或“目标公司” ）及其全部股东，经友好协商于 2019 年 8
月 16 日签署了《合肥泰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左涛、郑旺、胡俊、吕兴光及合肥派联智能
装备有限公司关于合肥派联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以下简称“投资协议” 或“协
议” ），协议约定：泰禾光电对合肥派联增资 650.00 万元，增资款全部计入合肥派联注册资本，
增资后合肥派联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350.00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1,000.00 万元， 泰禾光电占合肥
派联增资后的股权比例为 65.00%。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及其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泰禾光电关于对合肥派联智能装备有
限公司增资暨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0）。
近日，合肥派联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
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1、名称：合肥派联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692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MA2TKH8R4H
3、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住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天元路 3 号留学生园 2 号楼 102 室
5、法定代表人：左涛
6、注册资本：壹仟万圆整
7、成立日期：2019 年 03 月 29 日
8、营业期限：长期
9、经营范围：智能设备、包装机械、电子产品、自动称量机械、自动化包装生产线以及相关
产品的研发、销售；自动化设备安装及售后服务；自动化控制软件、系统集成软件开发及服务；
数字化仓储、智能监控、物联网技术相关产品的研发、销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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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合肥泰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9 月 17 日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证券简称：ST 远程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七日

公告编号：2019-073

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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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关于涉诉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6）。

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银行账户被冻结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ST 远程；证券代码：002692）（以下简称“公司” ）于
近日发现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具体冻结情况如下：

1、上述被冻结账户已对公司资金周转和日常经营活动造成一定的影响。 上述被冻结金
额合计 27,699.57 万元，占公司 2019 半年度净资产的 23.78%。 在本次账户被冻结事项解除之

一、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前，公司尚不排除后续或有其他账户资金被冻结的情形。

1、公司被冻结的银行账户如下：
序号
1
2

被冻结单
位

开户行

2、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依法采取措施保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尽快解决上
账号

中国银行宜兴
480******389
官林支行
远 程
电 缆 股 份 中国银行宜兴
480******389
有限公司
官林支行

账户性质

冻结金额
（万元）

基本户

5,800

基本户

21,899.57

冻结事由

述银行账户被冻结事项， 并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李恬静案件
杭州中小商贸有限公
司案件

公司中国银行宜兴官林支行银行账户本次被冻结金额合计 27,699.57 万元， 其中 5,800

3、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万元被冻结的原因为李恬静案件，详情见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20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

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布的《关于收到仲裁裁决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2）；剩余 21,899.57 万元被冻结的原

董

因为杭州中小商贸有限公司案件，详情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7 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

证券代码：000166

合肥泰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以上为阶段性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

8月公司新签合同金额在人民币 5 亿元以上的单个项目有：

当前持
当前持股
股数量
比例
（股）
3,015,
270

□是 √否

上述股东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

无
持股数量
（股）

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

证券代码：601669

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三）其他风险

股东身份

曹良国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6.主持人：公司董事长 范洪岩

司股价等因素决定后续是否继续实施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曹良国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921,800 股，

2.会议时间：

一）。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 年 9 月 16 日上午 9：

（一）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曹良国先生的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其将根据市场情况、公

22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董事减持股份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35）。

（1）现场会议：2019 年 9 月 16 日（周一）下午 14：45 时。
（2）网络投票：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9 年 9 月 15 日（周日）一一 2019 年 9 月 16 日（周

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续性经营等产生影响。

截至 2019 年 7 月 22 日，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 曹良国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总表决情况：

6,336, 3.1480
550
%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19-023）。
●

当前
持股
比例

□是 √否

0.9015%，占曹良国先生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数的 25.0000%。 减持价格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

2019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及确定其审计费用的议案》。

70,404,
402.00

当前持
股数量
（股）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价格确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9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董事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019/7/3 ～ 集中竞价 交 68.60
2019/9/16
易
-86.70

减持总
金额
（元）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 1,814,587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元
/ 股）

减持方式

√是 □否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因自身资金需求，曹良国先生拟自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

特别提示：

0.4580%

减持期间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良国先生持有股份数、拟减持股份数、已减持股份数及其占公司股份总数比例相应调整。 ）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广东广和

减持比例

921,800

曹良国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完成回购注销，公司股份总数由 201,362,300 股变更为 201,285,800 股。 曹
本公司及董事会、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减持数量
（股）

证券简称：申万宏源

事

会

2019 年 9 月 16 日

公告编号：临 2019-94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五期短期融资券（债券通）发行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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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9 月 12 日， 公司所属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五期短期融资券

30亿元人民币

实际发行总额

30亿元人民币

发行价格

100元 / 张

票面利率

2.75%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以下网站上刊登：
1.中国货币网 http://www.chinamoney.com.cn；

（债券通）发行工作已完成，有关发行情况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计划发行总额

2.上海清算所网站 http://shclearing.com。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五期短期融资券（债券通）

短期融资券简称

19申万宏源 CP005BC

短期融资券期限

91天

短期融资券交易代码

071900102

计息方式

利随本清

簿记日期

2019年 9 月 11 日

申购倍数

2.29

起息日期

2019年 9 月 12 日

兑付日期

2019年 12 月 12 日

特此公告。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