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安三菱日联日经225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因境外

主要市场节假日暂停申购、赎回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9月1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安三菱日联日经

225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QDII

）

基金简称 华安日经

225ETF(QDII)

基金主代码

513880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华安三菱日联日经

225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QDII

）基

金合同》 和 《华安三菱日联日经

225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QDII

）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金额及

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9

年

9

月

23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9

年

9

月

23

日

暂停申购、赎回的原因说明

鉴于

2019

年

9

月

23

日为日本公众假日，

华安三菱日联日经

225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QDII

）投资所处的主

要市场休市。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华安三菱日联日经225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自2019年9月24日（星

期二）起恢复日常申购、赎回业务，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2）敬请投资人提前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假期原因，带来不便。

3） 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huaan.com.cn），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8-50099咨询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8日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经理

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9月18日

一、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融融裕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融融裕双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2785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

人员管理指导意见》等有关法规的规定。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赵睿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

理姓名

杨萍、朱柏蓉

二、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赵睿

任职日期

2019

年

9

月

16

日

证券从业年限

5

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5

年

过往从业经历

赵睿女士，中国国籍，毕业于英国巴斯大学金融与银行专业，硕士研究

生学历， 具有基金从业资格。

2014

年

2

月至

2014

年

12

月任国信证券 （香

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固定收益部研究助理；

2015

年

4

月至

2017

年

7

月任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部研究员。

2017

年

7

月加入中融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现任权益投资部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

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 - -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

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无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研究生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

会注册

/

登记

是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8日

证券代码：601069� � � �证券简称：西部黄金 公告编号：2019-042

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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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9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融合南路 501� 号 12� 楼公司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25,880,828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66.962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国华先生主持。大会以记名投票

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孙建华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上半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暨增加公司全年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964,100 99.5971 3,900 0.4029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425,876,928 99.9990 3,900 0.001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425,872,028 99.9979 3,900 0.0009 4,900 0.0012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425,872,028 99.9979 3,900 0.0009 4,900 0.0012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425,872,028 99.9979 3,900 0.0009 4,900 0.0012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425,872,028 99.9979 3,900 0.0009 4,900 0.0012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425,872,028 99.9979 3,900 0.0009 4,900 0.001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1

关于公司

2019

年上半

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

情况暨增加公司全年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

度的议案

964,100 99.5971 3,900 0.4029 0 0.0000

2

关于修订 《西部黄金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议案

964,100 99.5971 3,900 0.4029 0 0.0000

3

关于修订 《西部黄金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959,200 99.0909 3,900 0.4028 4,900 0.5063

4

关于修订 《西部黄金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议事规则》的议案

959,200 99.0909 3,900 0.4028 4,900 0.5063

5

关于修订 《西部黄金

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议事规则》的议案

959,200 99.0909 3,900 0.4028 4,900 0.5063

6

关于修订 《西部黄金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制度》的议案

959,200 99.0909 3,900 0.4028 4,900 0.5063

7

关于修订 《西部黄金

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

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959,200 99.0909 3,900 0.4028 4,900 0.506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未涉及逐项表决的议案。

2、本次会议涉及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为议案2，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3、 本次会议涉及与关联交易相关的议案为议案1， 关联股东为新疆有色金属工业 （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424,912,828股，对该议案回避

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朱明、姜黎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8日

证券代码：002599� � � �证券简称：盛通股份 公告编号：2019089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会议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3、议案2、3为特别议案，需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4、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9月17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9月16日-2019年9月17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9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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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9月16日15:00

至2019年9月17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三路18号公司四层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栗延秋女士。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141,754,54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5.846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34,998,91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4.614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6,755,62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231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6,755,62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231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6,755,62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2318％。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了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1.00�《关于董事辞职及提名、选举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720,1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55,6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其中栗延秋女士因与董事候选人栗庆岐先生存在关联关系，已回避表决。

议案2.00�《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1,754,5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55,6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议案3.00�《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1,754,5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55,6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四、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

2、负责人：张健；

3、见证律师：陈沁、陈静；

4、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同日披露的《北京大成（深圳）律

师事务所关于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五、备查文件

1、《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2019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002063� � � �证券简称：远光软件 公告编号：2019-056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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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9月17日（星期二）10：00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珠海市港湾大道科技一路3号远光软件园会议室

5、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9月16日一2019年9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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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星期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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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星期一）15:00�至2019年9月17日（星期二）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6、主持人：董事、总裁黄笑华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8人，代表股份242,

443,77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8.5428%。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9名，代表股份235,940,05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27.7772%。

（2）出席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9名，代表股份6,503,72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7657％。

（3）通过现场和网络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除外，下同）共13名，代表股份13,247,42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5596%。

2、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

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42,267,87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274%；反对175,0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722%；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3,071,52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6722%； 反对175,

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3210%；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68%。

表决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3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42,267,87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274%；反对175,0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722%；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4%。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42,267,87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274%；反对175,0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722%；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4%。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42,267,87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274%；反对175,0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722%；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4%。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42,267,87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274%；反对175,0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722%；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4%。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42,267,87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274%；反对175,0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722%；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4%。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42,267,87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274%；反对175,0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722%；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4%。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选举傅强先生、王新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最近两年内曾担任过公

司董事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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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8.01选举傅强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获得票数242,000,879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173%。

表决结果：傅强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8.02选举王新勇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获得票数242,000,879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173%。

表决结果：王新勇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洪玉珍、段梦怡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信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

召集人的资格有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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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894,473,630股，占本行总股份的15.10%。

二、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9月19日（星期四）。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8]1199号）核准，本行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600,000,000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

[2018]444号）同意，本行于2018年9月1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挂牌上市。

首次公开发行前，本行总股本5,321,931,900股，发行后本行总股本5,921,931,900股,其中境

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4,403,931,900股，境外上市外资普通股（H股）1,518,000,000股。境

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包括有限售条件流通股3,803,931,9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600,

000,000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本行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共计894,473,630股，占本行境

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的20.3108%，占本行总股份的15.1044%，锁定期为自本行股票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12个月，该部分限售股将于2019年9月19日锁定期届满并上市流

通。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本行未发生配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本行总股本数量未发

生变化。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根据本行分别于2018年9月6日、9月18日公告的《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A股）招股说明书》及《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股）上市公告书》披

露，此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作为本行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A股）前的内资股股东承诺“所持本行股份自本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一年内不进行转让。”外，未再作出其他承诺。

截至本公告之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三、股东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及对股东违规担保情况

持有本次上市流通限售股份的股东均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 本行也未

发生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形。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2019年9月19日（星期四）。

（二）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894,473,630股，占本行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的

20.3108%，占本行总股份的15.1044%。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账户数为2,586户，其中98户法人股东、2488户自然人

股东。

（四）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相关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质押冻结

1

河南有色地质矿产集团有限公司

45,928,186 45,928,186 22,964,093

2

河南交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41,886,506 41,886,506 0

3

河南神力混凝土有限公司

30,000,000 30,000,000 14,900,000

4

郑州海龙实业有限公司

30,000,000 30,000,000 14,999,000

5

舞钢中加矿业发展有限公司

30,000,000 30,000,000 30,000,000

6

河南鸿宝集团有限公司

27,000,000 27,000,000 0

7

郑州方昕商贸有限公司

23,000,000 23,000,000 0

8

河南志强置业有限公司

20,000,000 20,000,000 20,000,000

9

长葛市祥合铝材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00 20,000,000 20,000,000

10

河南新东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0,000,000 20,000,000 9,900,000

11

河南省聚合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00 20,000,000 0

12

郑州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0 20,000,000 0

13

河南省美景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0 20,000,000 10,000,000

14

中国长城铝业有限公司

18,372,049 18,372,049 0

15

北京林瑞祥经贸有限公司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6

鹤壁市维多利金属有限公司等其

他

83

户法人

486,830,514 486,830,514 107,864,499

17

郭风英等

2488

户自然人

26,456,375 26,456,375 0

合计

894,473,630 894,473,630 265,627,592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增减（

＋

，

－

） 本次上市后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3,803,931,900

（

894,473,630

）

2,909,458,270

国家持股

504,133,149 - 504,133,149

国有法人持股

1,269,772,953

（

221,994,816

）

1,047,778,137

其他境内法人持股

1,973,120,783

（

646,022,439

）

1,327,098,344

境内自然人持股

56,905,015

（

26,456,375

）

30,448,64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2,118,000,000 894,473,630 3,012,473,630

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600,000,000 894,473,630 1,494,473,630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H

股）

1,518,000,000 - 1,518,000,000

三、股份总数

5,921,931,900 - 5,921,931,900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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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股

份锁定承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行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保荐机构对本行

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一）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售股上市流通的申请书及申请表；

（二）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股本结构表；

（二）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部

分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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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因生产经营需要，中天城投集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物业” ）向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行申请融资人民币5,000万元，融资期限3年，到期日以实际放款日开始计

算。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全资子公司中天城投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中天物业100%股权，公司就上述融资事项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行出具了《不

可撤销担保书》，担保金额以中天物业实际融资金额为准。目前，部分资金已到账，担保现已生

效。

（二）担保审批情况

公司分别于2019年4月23日与2019年5月15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90次会议和2018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2019年公司对子公司、

子公司对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间提供融资担保和履约担保，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在额度范围内具

体办理实施等相关事宜，授权期限自该议案经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2019年

年度股东大会作出决议之日止。其中，公司对中天物业的担保额度为50,000万元。本次担保前，

公司对中天物业的可用担保额度为50,000万元；本次担保后，公司对中天物业的可用担保额度

为45,0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4月24日、2019年5月16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关于公司2019年预计担保额度

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19-39） 和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47）。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中天城投集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住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新添大道南段289号中天花园玉兰园E座2楼

3.法定代表人：陈楠

4.注册资本：5,500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物业管理;家政服务;房屋中介服务;企业营销策划;房屋租赁;房屋销售服务;机

动车辆停放服务;蓄水池清洗、外墙清洗及防水处理服务;餐饮服务;室内外装饰工程设计与施

工;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及发布;通信服务;销售:锁具,安防产品,日用百货,预包装及散装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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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与公司关联关系： 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中天城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中天物业100%股

权。

7.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8.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中天城投集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48,289.81万元，

净资产6,070.07万元，2018年度营业总收入47,661.15万元,净利润565.05万元。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债务人的全部债务，包括本金、罚息、复息、违约金以及为实现债

权而发生的费用等。

3.担保期限：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借款到期之日起另加三年。

4.担保金额：5,000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在公司2019年度担保计划授权范围内。董事会认为：中天物业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中天城投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是为满足子公司日常经营中的

融资需要，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亦不会

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本次担保前，公司合计对外担保918,489.69万元,�占公司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1,

970,784.17万元的46.61%。本次资金到账后，公司合计对外担保921,489.69�万元,占公司2018年

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1,970,784.17万元的46.76%。其中为全资子公司贵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328,325万元，为中天城投集团贵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285,000万元，为中

天城投集团贵阳国际金融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53,439万元， 为中天城投集团城市建设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30,000万元，为中天城投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35,000万元；为贵阳中天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21,000万元； 为中天城投集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3,000万

元；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160,825.69万元；为中节能（贵州）建筑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4,

900万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一）《不可撤销担保书》。

特此公告。

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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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9月17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9月16日至2019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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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交易日，9:30一11:

30，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9月16日15:00至2019年9月17

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股权登记日：2019年9月11日

2.召开地点：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中天路3号201中心公司会议室。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罗玉平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总体情况：

截至股权登记日2019年9月11日，公司的总股本为7,005,254,679股，除已回购股份31,810,

756股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6,973,443,923股；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3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441,802,96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1317％（百分比按照四舍五入的

方式保留小数点后四位，下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3559%；其中，现场参加本次股

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409,587,33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8.6719%，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8939%；参加网络投票股东共2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32,215,62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599%，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20%。

参加表决的中小投资者共30人，代表股份数360,050,52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1397％，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632%。

2．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参加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预计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

A、表决情况：同意3,439,844,9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31％；反对1,

951,4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67％；弃权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358,092,49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562％；反对1,951,4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420％；弃权6,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8％。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2/3，该议案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王冠、王凤。

（三）结论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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