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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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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9月18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9月17日-2019年9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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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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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15:

00至2019年9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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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本次股东大会涉及股权激励相关议案，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等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蔡宁女士作为征集人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对本次股东大会审

议的所有议案的投票权（详见2019年9月3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

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报告书》）。截止征集时间结束，公司未收到股东发给征集人

的授权委托书。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新沂经济开发区经九路69号公司行政楼4楼电教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新生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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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人， 代表股份143,288,73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0.5427％。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9人， 代表股份108,804,801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8.379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34,483,92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2.163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4人， 代表股份38,707,518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3.653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8人，代表股份4,223,58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489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34,483,92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2.1636％。

3、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

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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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3,275,8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0%；反

对12,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0%；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8,694,6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667%；反对12,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3%；弃

权0股。

2、《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3,275,8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0%；反

对12,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8,694,6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667%； 反对12,400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0%；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3、《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3,275,8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0%；反

对12,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8,694,6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667%； 反对12,400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0%；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四、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莫海洋、黄圆丽；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

人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同期披露的《上海市锦天城（深

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利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五、备查文件

1、利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利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利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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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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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并于

2019年8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首次公开披露。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中小企

业版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4号：股权激励》的有关规定，公司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以下简

称“本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计划公布前6个月内（即2019年2月26日至2019年8月26

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2、本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

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信息披露义务人

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查询结果，参与本计划筹划阶段的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变更日期 变更股数 买卖方向

1

邓智民

核心管理、技术（业

务）人员

2019-03-01 7,300.00

买入

2019-03-22 14,600.00

买入

2019-04-01 -21,900.00

卖出

2019-04-18 6,800.00

买入

2019-04-22 -6,800.00

卖出

2

谢春龙

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

2019-06-18 -10,000.00

卖出

2019-06-19 -100,000.00

卖出

2019-07-11 -3,208.00

卖出

3

王庆祥

核心管理、技术（业

务）人员

2019-03-08 3,000.00

买入

2019-03-11 -3,000.00

卖出

4

陈连庆

核心管理、技术（业

务）人员

2019-07-24 400.00

买入

2019-07-26 500.00

买入

5

张强

核心管理、技术（业

务）人员

2019-04-08 5,000.00

买入

2019-04-19 200.00

买入

2019-04-22 -200.00

卖出

2019-04-24 -1,000.00

卖出

2019-05-23 -1,000.00

卖出

2019-06-20 -1,000.00

卖出

2019-06-26 2,000.00

买入

2019-07-01 -2,000.00

卖出

2019-07-02 -500.00

卖出

2019-07-09 -200.00

卖出

2019-07-19 -500.00

卖出

2019-07-23 -200.00

卖出

2019-08-02 600.00

买入

2019-08-06 600.00

买入

2019-08-06 -600.00

卖出

2019-08-19 -600.00

卖出

6

许海阳

核心管理、技术（业

务）人员

2019-02-26 900.00

买入

2019-02-28 -3,900.00

卖出

7

魏宪洋

核心管理、技术（业

务）人员

2019-03-13 4,370.00

买入

2019-04-01 -4,370.00

卖出

8

刘新兆

核心管理、技术（业

务）人员

2019-03-05 -100.00

卖出

2019-03-08 -100.00

卖出

2019-03-22 -100.00

卖出

2019-04-02 100.00

买入

2019-04-24 100.00

买入

9

朱红卫

核心管理、技术（业

务）人员

2019-03-12 1,800.00

买入

2019-03-13 -1,800.00

卖出

2019-03-15 3,000.00

买入

2019-03-27 -3,000.00

卖出

2019-04-01 3,000.00

买入

2019-04-04 -3,000.00

卖出

10

张彤

核心管理、技术（业

务）人员

2019-02-27 -800.00

卖出

11

许宜伟

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

2019-04-24 -1,046,112.00

转托管

2019-04-24 1,046,112.00

转托管

2019-04-30 -120,000.00

卖出

2019-05-15 -50,000.00

卖出

2019-07-02 -91,000.00

卖出

2019-07-03 -32,200.00

卖出

2019-07-09 -30,000.00

卖出

2019-07-11 -11,203.00

卖出

2019-07-12 -10,000.00

卖出

12

李明

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2019-06-11 -5,600,000.00

转托管

2019-06-11 5,600,000.00

转托管

2019-07-22 -11,278,000.00

转托管

2019-07-22 11,278,000.00

转托管

2019-07-30 11,278,000.00

转托管

2019-07-30 -11,278,000.00

转托管

2019-07-23 -1,540,000.00

卖出

2019-07-24 -1,040,000.00

卖出

2019-07-25 -740,000.00

卖出

2019-07-26 -543,000.00

卖出

13

陈新安

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

2019-04-24 -1,103,366.00

转托管

2019-04-24 1,103,366.00

转托管

2019-04-30 -30,000.00

卖出

2019-05-15 -16,400.00

卖出

2019-05-16 -63,600.00

卖出

2019-06-18 -20,000.00

卖出

2019-06-19 -49,000.00

卖出

2019-07-02 -110,000.00

卖出

2019-07-03 -30,000.00

卖出

2019-07-10 -100.00

卖出

2019-07-11 -39,617.00

卖出

14

李新生 董事长

2019-05-08 -3,200,000.00

转托管

2019-05-08 3,200,000.00

转托管

2019-05-08 -12,800,000.00

更改托管席位

2019-05-08 12,800,000.00

更改托管席位

15

沈书艳 高级管理人员

2019-04-29 -1,098,106.00

转托管

2019-04-29 1,098,106.00

转托管

2019-05-15 -30,000.00

卖出

2019-05-16 -25,000.00

卖出

2019-07-01 -115,400.00

卖出

2019-07-02 -87,000.00

卖出

2019-07-03 -3,960.00

卖出

2019-07-10 -45,000.00

卖出

2019-07-11 -40,400.00

卖出

2019-07-12 -10,000.00

卖出

16

张建发

核心管理、技术（业

务）人员

2019-07-17 700.00

买入

17

秦占

核心管理、技术（业

务）人员

2019-03-08 -100.00

卖出

2019-03-08 100.00

买入

2019-04-08 -100.00

卖出

2019-04-26 100.00

买入

2019-08-15 100.00

买入

18

牛海山

核心管理、技术（业

务）人员

2019-04-04 1,000.00

买入

2019-04-08 -1,000.00

卖出

2019-06-28 600.00

买入

2019-07-02 -600.00

卖出

19

韩新昌

核心管理、技术（业

务）人员

2019-04-25 -1,000.00

卖出

2019-04-29 -300.00

卖出

2019-05-16 -6,900.00

卖出

2019-06-27 -400.00

卖出

2019-07-01 -1,000.00

卖出

20

魏宪洋

核心管理、技术（业

务）人员

2019-03-01 3,900.00

买入

2019-03-06 -3,900.00

卖出

21

刘永

核心管理、技术（业

务）人员

2019-04-25 -8,850.00

卖出

2019-07-01 -9,000.00

卖出

22

王丽新

核心管理、技术（业

务）人员

2019-04-04 5,000.00

买入

2019-04-09 -5,000.00

卖出

公司在筹划本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内幕信息知

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及相关公司内部保密制度，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

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进行了及时登记，在公司发布本计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

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

经核查，共有22位内幕信息知情人上述自查期间内交易过本公司股票。内幕信息知情人

最早于2019年8月10日知悉本计划相关信息， 上述交易变动均在内幕信息知情人知悉本计划

内幕信息时间前， 其在自查期间的交易变动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自行判断而进行的

操作，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本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

综上所述，在本计划筹划过程中，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本公司股票买卖的行为。在本计划（草案）首次公开披露前6个月

内，亦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本公司

股票买卖的行为，所有核查对象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中小企业板信息

披露业务备忘录第4号：股权激励》的有关规定，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

四、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2、《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利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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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28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了《关于公司实控人及一致

行动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9-056）， 公司实际控制人施延军先生及其一

致行动人金华市巴玛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巴玛投资” ）、施雄飚、薛长煌、严小青

计划自2019年5月28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或者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

所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9,349,398�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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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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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19年8月3日在巨潮资

讯网上（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公司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减持计划减持时间过半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74）。

2019年9月18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

实施完成的告知函》，现将其减持股份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

股） 减持数量（股）

减持数量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

施延军 集中竞价

2019

年

6

月

19

日

6.08 1,250,000 0.13

2019

年

6

月

25

日

6.16 478,000 0.05

2019

年

6

月

26

日

6.06 802,000 0.08

2019

年

6

月

27

日

5.96 283,000 0.03

2019

年

7

月

2

日

5.77 218,000 0.02

2019

年

7

月

3

日

5.78 85,900 0.01

薛长煌 集中竞价

2019

年

6

月

21

日

6.24 796,000 0.08

2019

年

6

月

27

日

5.99 1,547,000 0.16

2019

年

7

月

1

日

5.81 1,203,000 0.12

2019

年

9

月

18

日

5.63 765,660 0.08

合计

- - - 7,428,560 0.76

二、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股份总数

的比例（

%

）

股数（股）

占股份总数

的比例（

%

）

金华市巴玛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无限售股份

198,625,280 20.30 198,625,280 20.30

施延军

无限售股份

35,038,720 3.58 31,921,820 3.26

有限售股份

105,116,160 10.74 105,116,160 10.74

施雄飚 无限售股份

41,640,000 4.26 41,640,000 4.26

薛长煌

无限售股份

5,832,000 0.60 1,520,340 0.16

有限售股份

17,496,000 1.79 17,496,000 1.79

严小青 无限售股份

1,060,800 0.11 1,060,800 0.11

合计

无限售股份

282,196,800 28.85 274,768,240 28.09

有限售股份

122,612,160 12.53 122,612,160 12.53

合计持有股份

404,808,960 41.38 397,380,400 40.62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公司法》、《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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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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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减持情况与此前预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其实际减

持股份比例仅为0.76%，远低于计划减持股份比例，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3、本次减持后，施延军先生仍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四、备查文件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19日

证券代码：002515� � � �证券简称：金字火腿 公告编号：2019-085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董事、高管

减持计划减持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28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了《关于公司部分董事、高

管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9-057），公司董事、高管吴月肖女士计划自2019年

5月28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或者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

不超过1,1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1124%）。

2019年9月18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吴月肖女士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

函》。截至2019年9月18日，吴月肖女士本次减持计划减持时间已过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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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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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

股） 减持数量（股）

减持数量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

吴月肖 集中竞价

2019.8.30 5.11 100,000 0.01

2019.8.31 5.04 300,000 0.03

合计

- - - 400,000 0.04

二、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股份总数

的比例（

%

）

股数（股）

占股份总数

的比例（

%

）

吴月肖

无限售股份

11,01,770 0.11 70,1770 0.07

有限售股份

3,305,310 0.34 3,305,310 0.34

合计

4,407,080 0.45 4,007,080 0.41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公司法》、《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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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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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吴月肖女士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本次减持情况与此前预披露

的减持计划一致。

3、吴月肖女士不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截至本公告日，预披露的减持计划尚未全部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股东股份减

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吴月肖女士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19日

证券代码：002448� � � �证券简称：中原内配 公告编号：2019-068

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控股孙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2019年9月6日，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河南省中

原华工激光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工激光公司” ）与自然人毕仕林、北京车马帅科技有

限公司、天津箭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签署《投资合作协议》，共同出资设立“中原内配（郑州）

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实业公司” ），主要从事汽车用润滑油产品销售及汽车维保

业务。郑州实业公司已于2019年9月18日收到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贸区服务中心下发的营

业执照。

2、郑州实业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0万元，各投资方均以自有或自筹现金出资。具体出资比

例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1

河南省中原华工激光工程有限公司

5,100.00 51.00

2

毕仕林

4,000.00 40.00

3

北京车马帅科技有限公司

700.00 7.00

4

天津箭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200.00 2.00

合计

10,000.00 100.00

3、公司目前持有华工激光公司97.17%股权，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

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的10%，在董事长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董事会

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4、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合作方基本情况

1、毕仕林，男，身份证号码：41088319930628****

住所：河南省孟州市会昌办大定路45号

2、北京车马帅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1MA01F5G487

法定代表人：黄艳萍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佰万元整

注册地址：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长虹西路翠柳东街1号-4239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推广、技术咨询（中介除外）；软件开发；销

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日用杂货、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汽车零配件、汽车装

饰用品、防冻液、润滑油、电器设备、文化体育用品（音像制品除外）、电子产品；承办展览展示；

企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软件咨询（中介除外）；企业形象策划。（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3、天津箭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155343567X4

法定代表人：杜彬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住所：天津市武清开发区福源道18号538-59（集中办公区）

经营范围：润滑油、润滑脂、防冻液、制动液分装、销售，润滑油技术开发，汽车配件、化工产

品及原料批发兼零售，货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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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仕林先生、北京车马帅科技有限公司、天津箭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华工激光公

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原内配（郑州）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普济路19号德威广场26层2607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元整

法定代表人：甄文忠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47CNBA0A

成立日期：2019年09月10日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润滑油、润滑脂、防冻液、制动液、化工产品（易燃易爆及危险化学品

除外）、汽车配件、汽车装饰用品、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汽车美容服务；二手车经销；汽车配

件、计算机软硬件、网络技术、机械设备及配件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企业形象策划；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四、投资协议主要内容

1、合作目的

通过成立合资公司，充分发挥各合作方的优势，快速抢占润滑油市场；以润滑油为市场切

入点，布局养护门店，提供全面精准养护，提升整体利润及品牌宣传价值，最终实现各合作方的

互利共赢。

2、投资额和投资方式

各方一致同意，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亿元（大写：壹亿元整）。各方出资情况如下：

华工激光公司出资5100万元， 占出资总额的51%； 毕仕林出资4000万元， 占出资总额的

40%；北京车马帅科技有限公司出资700万元，占出资总额的7%；天津箭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出

资200万元，占出资总额的2%。

各方的投资形式为现金出资，也可以其他法定形式出资。无论公司股权如何调整，为保持

公司经营和股权的稳定，各方同意华工激光公司有权保持持股比例不低于51%。

3、投资人责任

（1）华工激光公司为郑州实业公司提供下列支撑

“中原内配” 商号、商标授权；内燃机气缸套生产技术支持；国内众多区域分销商网络资

源；国际国内主机厂配套强大的品牌背书；管理、技术人才支持；营销人员行业快速洞察。

（2）北京车马帅科技有限公司为郑州实业公司提供下列支撑

专业品牌策划定位、包装设计战略规划、渠道运营能力提升；厂家与代理商营销人员能力

提升辅导培训；品牌招商会、终端客户会议组织筹划执行；渠道精准客户推荐与品牌活动召集；

借力全年行业百场品牌会议活动，获得品牌知名度及形象提升；从行业技术专家到行业领袖的

广阔行业人脉；国际国内顶尖赛事策划跟踪执行，品牌活动运作；每年服务多家品牌及全国商

学院分布，提供行业信息全面系统；作为行业知名策划培训公司积累的客户认可度及品牌信任

度。

（3）天津箭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为郑州实业公司提供下列支撑

规模化的工厂基地展示；经验丰富的产品研发生产能力；系统严峻可靠的高质量产品；经

验丰富的营销与管理团队；差异化的优质客户渠道；汽修连锁门店招商维护技术团队；源自专

有工厂与技术实力的完美展示；国际国内品牌代工经验、实力；创始人年轻有魄力经验丰富。

4、管理团队安排

公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执行董事由华工激光公司选派；执行董事为公司的最高负

责人。

执行董事有权聘任或兼任总经理；公司不设监事会，监事由华工激光公司选派；公司财务

负责人由华工激光公司选派；北京车马帅科技有限公司、天津箭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股东身

份参与公司经营和决策，可推荐管理团队人选。

五、本次投资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1、华工激光公司基于自身拓展新业务的需求，投资设立郑州实业公司，合作各方充分发挥

各自优势，引入优质的经营资源，采用现代化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通过销售汽车用润滑油产

品，布局养护门店，逐步切入汽车维保市场，有利于华工激光公司提升整体利润及品牌宣传价

值，最终实现各合作方的互利共赢。

2、本次投资不影响公司及华工激光公司的业务独立性，短期内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

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3、新公司的成立存在一定的管理风险和市场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投资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八日

证券简称：民生银行 证券代码：600016� � � � �编号：2019-059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解押、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接到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泛海” ）通知，获悉中国泛海于2019年9月16日对所持本公司A股普通股59,

035,000股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2019年9月17日， 中国泛海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分行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A股普通股59,035,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13%，质押期限1年。上

述解除质押及质押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至本公告日，中国泛海持有本公司A股普通股2,019,182,618股，累计质押本公司A股普通

股2,015,582,618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60%。泛海国际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泛海股

权” ）持有本公司H股普通股604,300,950股，累计质押本公司H股普通股604,300,950股，占本公

司总股本的1.38%。中国泛海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泛海国际” ）持有本公司H股普通

股8,237,520股。隆亨资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亨资本” ）持有本公司H股普通股408,000,000

股，累计质押本公司H股普通股408,0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93%。中国泛海、泛海股权、

泛海国际和隆亨资本合计持有本公司普通股3,039,721,088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6.94%。中国泛

海、泛海股权和隆亨资本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3,027,883,568股，占中国泛海、泛海股权、泛海国

际和隆亨资本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的99.61%，占本公司总股本的6.91%。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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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土地储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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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9月18日，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苏州栖霞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在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举办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公开出让活动中， 以 38,981万元人民币竞得苏地

2019-WG-27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苏地2019-WG-27号地块位于苏州市姑苏区清塘路南、 清洁路西。 该地块用地面积为

16275平方米，用地性质：居住商业混合用地；出让年限为：住宅70年、商业40年，容积率：1＜R≤

1.2，建筑高度≤20米，绿地率≥37%，建筑密度≤30%。该地块挂牌出让底价为38,981万元人民

币。

特此公告。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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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12684� � � � �债券简称：18联创债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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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9月1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

192438）。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

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宜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中

国证监会审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上述事宜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仍存在

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03329� � � �证券简称：上海雅仕 公告编号：2019-062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上海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

集体接待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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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工作，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将参加由上海上市公司协会、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2019年上海辖区上

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平台， 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

行，投资者可以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http://roadshow.sseinfo.com）或关注微信公众号：

上证路演中心（sse_roadshow），参与公司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时间为2019年9月26

日（星期四）下午15:00至17:00。届时公司董事会秘书金昌粉女士、财务负责人李清女士将通过

网络在线交流形式与投资者就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

展等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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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开展融资融券业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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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澳洋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澳洋集团” ）关于开展融资融券业务相关事项的通知，具体事项如下：

2019年9月17日，澳洋集团将其持有公司的无限售流通股4,8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89%）转入澳洋集团在东北证券开立的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中，该部分股份的所有

权未发生转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澳洋集团共持有公司股份21,918.2072万股 （全部为无限售流通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2.34%。其中，通过普通证券帐户持有公司股份12,984.4072万股（其

中累计质押8,0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15%），占公司总股本的13.23%；通过东北证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8,933.8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10%。

特此公告。

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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