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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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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
于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８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８日以专人送达、电子
邮件、电话等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鲁晓明先生主持，应到９人，实到９人。 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事项：
关于公司子公司海航国际旅游岛开发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收购海南英智建设开发有
１、《
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以上议案时，关联董事鲁晓明先生、陈德辉先生、尚多旭先生、姚太民
先生、杨惟尧先生、范宁先生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３票；弃权０票；反对０票。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
关于公司子公司海航国际旅游岛开发建设（
集团）有
限公司收购海南英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２０１９－０７９）。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该项议案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关于公司子公司海航国际旅游岛开发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收购海南英礼建设开发有
２、《
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以上议案时，关联董事鲁晓明先生、陈德辉先生、尚多旭先生、姚太民
先生、杨惟尧先生、范宁先生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３票；弃权０票；反对０票。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
关于公司子公司海航国际旅游岛开发建设（
集团）有
公告编号：临２０１９－０８０）。
限公司收购海南英礼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该项议案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关于召开２０１９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３、《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弃权０票；反对０票。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
关于召开２０１９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
编号：临２０１９－０８１）。
特此公告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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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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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于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８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８日以专人送达、电子
邮件、电话等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到３人，实到３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一致审议通过以下事项：
关于公司子公司海航国际旅游岛开发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收购海南英智建设开发有
１、《
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３票；弃权０票；反对０票。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
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
资金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２０１９－０７９）。
该项议案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关于公司子公司海航国际旅游岛开发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收购海南英礼建设开发有
２、《
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３票；弃权０票；反对０票。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 《
关于将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转为定期存款的公
告》（
公告编号：临２０１９－０８０）。
该项议案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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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海航国际旅游岛开发建设
（
集团）有限公司收购海南英智建设
开发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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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以下简称“
公司”、“
本公司”）子
● 交易简要内容：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海航国际旅游岛开发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国际旅游岛”）拟与关联方海南晟
以下简称“
晟澄实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晟澄实业将所持有的海南英智建
澄实业有限公司（
设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英智公司”或“
标的公司”）１００％的股权作价１２．００亿元出售给国
际旅游岛。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且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不构成《
●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 过去１２个月内上市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
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已达到 ３，０００ 万元以上， 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
对值 ５％以上。
●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一会议审议通过，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风险提示：
股权转让协议》，本次协议的签署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１、公司与标的公司股东签署了《
审议。
２、标的公司的资产评估报告是本次交易定价的主要参考因素，但存在因未来实际情况与
评估假设不一致，导致出现标的资产的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的风险。
公司将根据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满足公司拓展业务需要，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公司子公司国际旅游岛拟与关联
方晟澄实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晟澄实业将所持有的英智公司１００％的股权作价１２．００亿元出
售给国际旅游岛。
因国际旅游岛和晟澄实业属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为关联方，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 过去 １２个月内上市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
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已达到３，０００ 万元以上， 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５％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公司和晟澄实业属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为关联方，实际控制人均为海南省慈航公益基
金会。
（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１、公司名称：海南晟澄实业有限公司；
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２、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３、成立时间：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６日；
４、注册资本：１，０００万元；
５、法定代表人：李润江；
６、注册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海口南洋大厦１０２房；
７、经营范围：自有房屋租赁；物业服务；展览展示服务；商务信息咨询；计算机领域内的技
除投资管理及资产管理外）。
术咨询、技术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企业营销策划；企业管理咨询（
未经审计）：
８、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报表日

项目／报表年度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２０１８年１－１２月

总资产

１２５，６５５．３３

营业收入

５，８６３．５７

总负债

８４，９３４．８３

净利润

－２，７３７．６７

净资产

４０，７２０．５０

９、与上市公司之间债权债务关系：无。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一）标的公司情况
１、公司名称：海南英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２、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３、成立时间：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１日；
４、注册资本：１，０００万元；
５、法定代表人：李润江；
６、注册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７号新海航大厦１２层；
７、经营范围：房地产项目策划、销售代理，房地产项目中介服务，旅游项目开发及管理；
８、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比例：海南晟澄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其１００％股权；
９、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８年及２０１９年５月数据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
的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定）：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报表日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项目／报表年度

２０１９／５／３１

２０１８年１－１２月

２０１９年１－５月

总资产

１２５，６５３．９６

１２８，３７９．８６

营业收入

５，８６３．５７

２，２３６．００

总负债

４，９３４．８３

６，０６９．４７

利润总额

－３，６５０．０５

２，１２１．６８

净资产

１２０，７１９．１３

１２２，３１０．３９

净利润

－２，７３７．５４

１，５９１．２６

７２９．２６

９１４．９７

扣非净利润（
未经
审计）

（
二）晟澄实业所持有的英智公司１００％的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
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交易实
施后，英智公司不存在应收关联方非经营性往来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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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机场集团”）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世贸支行借款
以下简称“
英礼公司”）及海南福顺投资开发
３０亿元，英智公司、海南英礼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福顺投资”）以其名下的海航大厦房屋建筑物以及房屋建筑物所对应的
土地提供抵押担保，截止目前担保余额为２６亿人民币。 本次交易完成后，英智公司及英礼公司
对机场集团的关联担保将变为上市公司子公司间互保，福顺投资对机场集团的关联方担保不
变，且未超出２０１９年与关联方互保额度的授权，故无需解除该笔担保。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
以下称：“
甲方”）：海南晟澄实业有限公司
乙方”）：海航国际旅游岛开发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受让方（
以下称：“
甲乙双方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经协商一
致，就转让股权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股权转让方式
１． 甲方持有标的公司１００％股权。
２． 甲方同意将其所持标的公司的１００％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全部受让。
第二条、股权转让价款
乙方同意以人民币１２．００亿元购买甲方持有的海南英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１００％股权。
第三条、股权的交割时间及方式
１． 本协议经生效后３０日内，乙方支付给甲方１００％股权款的６０％，即７２，０００万元。
２． 甲方将标的公司全部资料移交给乙方后３０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剩余４０％股权款，即
４８，０００万元。
３． 乙方收到股权证明以及与该股权相关的资料后，协议各方共同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包
括但不限于工商变更手续、股东名册变更手续等。
４． 在办理完股权转让手续后，甲方即不再享有该股权，乙方即基于该股权在标的公司享
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
５．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本协议项下标的股权转让所产生的税、费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
由各方各自承担。
第四条、违约责任
１． 如卖方、标的公司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及实体交接义务
的，买方有权暂停支付交易价款，并要求卖方按照交易价款万分之三每日的标准向买方支付
违约金。
２． 在付款条件全部成就的前提下，因买方原因未按时支付应付款项的，买方应按应付未
付金额的万分之三每日的标准向卖方支付违约金。
３． 除上文约定的违约责任外，任何一方若违反本协议，违约方则应按交易价款的万分之
三每日的标准向非违约方支付自违约发生日至违约补救完成日或本协议因该违约而被解除
之日期间的违约金。
４． 就本协议约定的同一违约事项，守约方不得同时重复适用违约金、资金占用费或定金
罚则。
第五条、保密条款
未经其他各方书面同意， 本协议任何一方不得与第三方就各方谈判和本协议的存在、性
质、条款进行讨论，但各方聘请的律师和其他顾问及各方的关联公司除外，该等律师和顾问及
各方的关联公司亦应受本保密条款的约束，但国家法律或行政法规要求或有关监管机构要求
任何一方承担披露义务的除外。
第六条、不可抗力
遭受不可抗力的一方应立即通知另一方， 并提供遭受此种不可抗力及影响的适当证据，
遭受此种不可抗力的一方还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终止或减轻此种不可抗力及其影响。 如果不
可抗力发生或影响的时间连续超过四个月以上时，任何与上述不可抗力有关的一方有权要求
解除本协议，作为有关一方解除本协议的后果，各方相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第七条、其他约定
１． 因本协议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分歧、争议或索赔，双方均应以友好信任的精
神协商解决；若任何一方发出要求协商的书面通知后３０日内仍未能通过协商解决，任何一方
均有权将争议提交有管辖权的法院以诉讼方式解决。
２． 本协议一式肆份，各方各执贰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五、关联交易的评估及定价情况
（
一）公司聘请了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晟澄实业
拟转让的英智公司股权的资产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北京亚超评报字（
２０１９）第０１３２６号
《
资产评估报告》；
（
二）评估基准日：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三）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
（
四）评估范围：海南英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申报的截止到２０１９年５月３１日经审计的资产
负债表中反映的全部资产和负债，总资产１２８，３７９．８６万元，总负债６，０６９．４７万元，净资产１２２，
３１０．３９万元。
（
五）评估结果
海南英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１２２，３０９．２８万元，评估减值额为－１．１１万
元，减值率０．００１％。
（
六）投资性房地产评估说明
本次评估目的涉及的被评估单位主要资产为其持有的海航大厦地下－１层商业部分、地
下－２层车库以及新海航大厦１２～１５层、１７～１８层、２０～３０层的写字楼， 被评估单位将其核算为投
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并于每年年末对其公允价值进行评估。 截止评估基
准日，企业账面价值已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其公允价值为采用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
具编号为“
北京亚超评报字（
２０１９）第０１３２５号”投资性房地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评估基准
日为２０１９年５月３１日，评估结论为１１６，３７９．３２万元。 由于该投资性房地产评估报告的评估基准
日与本次股权评估的基准日一致，故本次评估投资性房地产时，直接引用“
北京亚超评报字
（
２０１９）第０１３２５号”投资性房地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
（
七）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根据《
资产评估报告》选取资产基础法得出的海南英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为１２２，３０９．２８万元作为参考依据，双方协商一致后，确定本次公司收购海南英智建设开发
有限公司１００％股权对应交易价格为１２．００亿元。
六、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购买股权是基于看好海南自由贸易岛的发展前景，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完成
收购后，将会增加公司租金收入，为公司带来长期收益。 同时，根据相关会计准则，本次收购对
公司前期业绩不造成影响，不会形成公司及子公司新增的对外担保和委托理财。
七、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关于公司子公司海航国际旅游岛开发建
１、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审议了《
设（
集团）有限公司收购海南英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鲁晓
明先生、陈德辉先生、尚多旭先生、杨惟尧先生、姚太民先生、范宁先生已回避表决，以３票同
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通过了上述议案。 本次交易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
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拟与关联方晟澄实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事项，通过认真审阅有关材
料，与公司相关管理层人员进行了询问和沟通后，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
一） 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
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二）本事项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在审议议案时已遵循相关回避制度；
（
三）本次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原则，交易价格公允，没有发现损害公
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
四）公司独立董事经审慎研究和独立判断，认为本次交易风险可控，有利于公司完善整
体布局，加快公司战略转型，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不会对公
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关于公司子公司海航国
２、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２０１９ 年第四次会议审议了《
际旅游岛开发建设 （
集团） 有限公司收购海南英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公司审计委员会对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核，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本次公司与关联方晟澄实业进行资产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转让标的的定价方式是基于第三方评估机构对于交易标的审计后的净资产评估
的价值，并经双方友好协商决定，上述定价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守了公平、公正、
合理的原则。
八、备查文件
（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
（
二）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２０１９年第四次会议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事项的书
面审核意见；
（
三）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
四）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
五）众环审字（
２０１９）１７００８８号审计报告，北京亚超评报字（
２０１９）第０１３２６号资产评估报
告。
特此公告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９日
证券代码：６００５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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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海航国际旅游岛开发建设
（
集团）有限公司收购海南英礼建设
开发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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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以下简称“
公司”、“
本公司”）子
● 交易简要内容：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国际旅游岛”）拟与关联方海航资
公司海航国际旅游岛开发建设（
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海航资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海航资管将所持有的海南英
礼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英礼公司”或“
标的公司”）１００％的股权作价８．００亿元出售给
国际旅游岛。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且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不构成《
●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 过去１２个月内上市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
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已达到３，０００万元以上， 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
值５％以上。
●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风险提示：
股权转让协议》，本次协议的签署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１、公司与标的公司股东签署了《
审议。
２、标的公司的资产评估报告是本次交易定价的主要参考因素，但存在因未来实际情况与
评估假设不一致，导致出现标的资产的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的风险。
公司将根据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满足公司拓展业务需要，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公司子公司国际旅游岛拟与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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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梦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签订《
意向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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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本意向书仅为双方开展战略合作的基础性
文件，具体合作内容、合作方式等事项将另行商议和约定。 本意向书的执行情况
尚存在不确定性。
●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因本意向书是框架性约定，具体业务合作
协议尚未签订，故暂时无法预计对安徽梦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梦舟
股份”、“
上市公司”或“
公司”）业绩造成的实际影响。
一、意向书签订的基本情况
（
一）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铜陵有色”）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
注册地址：安徽省铜陵市长江西路
法定代表人：杨军
注册资本： １０５２６５３．３３０８００万人民币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铜陵有色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二）意向书签署的时间、地点、方式
意向书》。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７日，公司与铜陵有色以书面方式签订了《
（
三）签订意向书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本意向书为双方战略合作的框架性约定，公司将在具体合作事项明确后根
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等规定履行相应的审议决策程序及信
息披露义务。
二、意向书的主要内容
１、拟合作对象。 梦舟股份下设之基于高精度铜及铜合金带材以及其他产品
生产经营的全资或控股子公司（
以下简称“
对象公司”）。
２、合作方式。 铜陵有色采用受让对象公司部分股权、增资对象公司或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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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公司资产等，以及通过授权经销梦舟股份产品的方式和梦舟股份开展战略
合作。
３、对象公司的经营范围。 受限于中国法律的要求，铜陵有色与梦舟股份同
意合资公司的经营范围应为预镀和裸高精度铜及铜合金带材的制造和其他铜
及铜合金产品的经营，以及金属产品贸易（
“
业务”）。
４、信息获取。 梦舟股份同意并协助铜陵有色及其代表对与对象公司相关的
技术、财务和法律方面的事项以及生产设备进行尽职调查，且应向铜陵有色集
团提供其进行该等尽职调查审阅所必要的信息。
５、排他性约定。 梦舟股份承诺：在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前，不与任何第三方就拟
合作对象公司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协商、谈判、达成任何口头或书面协议等。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意向书的签署是基于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原
则，以提升公司业务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目的，是双方合作的指导
性基础文件。
本战略合作尚处于初始阶段， 故暂时无法预计对公司业绩造成的实际影
响。
四、重大风险提示
本意向书仅为各方开展战略合作的基础性文件，具体合作内容、合作方式
等事项将另行商议和约定。 本意向书的执行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在具
体合作事项明确后，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及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意向书》
１、《
特此公告。
安徽梦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９日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４１

江苏今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按期收回信托产品投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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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今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于２０１８ 年１０月１４日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同意授权公司高管团队使用闲置自有资金１．５亿
元投资 “
中航信托·天启５５６号天诚聚富投资基金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投资预
期年化收益率为８％。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６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关于投资“
中航信托·天启

公告编号：２０１８－０５９）。
５５６号天诚聚富投资基金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公告》（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８日，公司按期收回该笔信托产品投资，其中收回本金１．５亿元，
取得收益１２００万元，实际取得的投资年化收益率为８％。
特此公告。
江苏今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月十九日

方海航资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海航资管将所持有的英礼公司１００％的股权作价８．００亿元出售
给国际旅游岛。
因国际旅游岛和海航资管属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为关联方，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 过去 １２个月内上市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
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已达到３，０００ 万元以上， 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５％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公司和海航资管属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为关联方，实际控制人均为海南省慈航公益基
金会。
（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１、公司名称：海航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２、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３、成立时间：２００７年５月２８日；
４、注册资本：２，２２６，０００万元；
５、法定代表人：李令通；
６、注册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大道４５号银通国际中心２８层；
７、经营范围：投资管理，企业管理，企业资产管理与咨询；投资财务顾问；股权投资，实业
投资；承担各类型工业与民用建设项目的策划、管理，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酒店项目投资管
理，高尔夫地产投资、赛事组织和策划，高尔夫旅游业服务及咨询服务，高尔夫球场投资，建筑
材料、家用电器、电子产品、通讯设备的销售。
未经审计）：
８、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报表日

项目／报表年度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８，４５０，３４１．０９

营业收入

１４０，１７５．０２

总负债

６，２８６，３５４．８７

净利润

－３４，４５５．７８

净资产

２，１６３，９８６．２２

９、 与上市公司之间债权债务关系： 截止２０１９年８月， 上市公司及子公司应付海航资管
２５２．７４万元；上市公司及子公司对海航资管担保余额为１１０，０７０．９２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一）标的公司情况
１、公司名称：海南英礼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２、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３、成立时间：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１日；
４、注册资本：１，０００万元；
５、法定代表人：李润江；
６、注册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７号新海航大厦１２层；
７、经营范围：房地产项目策划、销售代理，房地产项目中介服务，旅游项目开发及管理；
８、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比例：海航资管持有其１００％股权；
９、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８年及２０１９年５月数据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
的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定）：
单位：人民币万元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２０１９／５／３１

项目／报表年度

２０１８年１－１２月

２０１９年１－５月

总资产

８２，１３４．１４

８２，９１７．２２

营业收入

８６６．３４

３４１．１８

总负债

４４３．９８

６２４．８１

利润总额

－３，７５８．４０

８０３．００

净资产

８１，６９０．１６

８２，２９２．４１

净利润

－２，８１８．８０

６０２．２５

３３．４０

９４．２８

扣非净利润
（
未经审计）

（
二）海航资管所持有的英礼公司１００％的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
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截至２０１９
年８月，英礼公司应收海航股权管理有限公司５，５４１，４５９．２６元，应收海南西岭休闲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１９４，０２６．６６元。交易实施后将形成关联方非经营性往来，将于本次交易实施后３０日内完
成清理。
海航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机场集团”）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世贸支行借款
以下简称“
英智公司”）及海南福顺投资开发
３０亿元，英礼公司、海南英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福顺投资”）以其名下的海航大厦房屋建筑物以及房屋建筑物所对应的
土地提供抵押担保，截止目前担保余额为２６亿人民币。 本次交易完成后，英礼公司及英智公司
对机场集团的关联担保将变为上市公司子公司间互保，福顺投资对机场集团的关联方担保不
变，且未超出２０１９年与关联方互保额度的授权，故无需解除该笔担保。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
以下称：“
甲方”）：海航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受让方（
以下称：“
乙方”）：海航国际旅游岛开发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经协商一
致，就转让股权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股权转让方式
１． 甲方持有标的公司１００％股权。
２． 甲方同意将其所持标的公司的１００％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全部受让。
第二条、股权转让价款
乙方同意以人民币８．００亿元购买甲方持有的海南英礼建设开发有限公司１００％股权。
第三条、股权的交割时间及方式
１． 本协议经生效后３０日内，乙方支付给甲方１００％股权款的６０％，即４８，０００．００万元。
２． 甲方将标的公司全部资料移交给乙方后３０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剩余４０％股权款，即
３２，０００．００万元。
３． 乙方收到股权证明以及与该股权相关的资料后，协议各方共同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包
括但不限于工商变更手续、股东名册变更手续等。
４． 在办理完股权转让手续后，甲方即不再享有该股权，乙方即基于该股权在标的公司享
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
５．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本协议项下标的股权转让所产生的税、费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
由各方各自承担。
第四条、违约责任
１． 如卖方、标的公司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及实体交接义务
的，买方有权暂停支付交易价款，并要求卖方按照交易价款万分之三每日的标准向买方支付
违约金。
２． 在付款条件全部成就的前提下，因买方原因未按时支付应付款项的，买方应按应付未
付金额的万分之三每日的标准向卖方支付违约金。
３． 除上文约定的违约责任外，任何一方若违反本协议，违约方则应按交易价款的万分之
三每日的标准向非违约方支付自违约发生日至违约补救完成日或本协议因该违约而被解除
之日期间的违约金。
４． 就本协议约定的同一违约事项，守约方不得同时重复适用违约金、资金占用费或定金
罚则。
第五条、保密条款
未经其他各方书面同意， 本协议任何一方不得与第三方就各方谈判和本协议的存在、性
质、条款进行讨论，但各方聘请的律师和其他顾问及各方的关联公司除外，该等律师和顾问及
各方的关联公司亦应受本保密条款的约束，但国家法律或行政法规要求或有关监管机构要求
任何一方承担披露义务的除外。
第六条、不可抗力
遭受不可抗力的一方应立即通知另一方， 并提供遭受此种不可抗力及影响的适当证据，
遭受此种不可抗力的一方还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终止或减轻此种不可抗力及其影响。 如果不
可抗力发生或影响的时间连续超过四个月以上时，任何与上述不可抗力有关的一方有权要求
解除本协议，作为有关一方解除本协议的后果，各方相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第七条、其他约定
１． 因本协议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分歧、争议或索赔，双方均应以友好信任的精
神协商解决；若任何一方发出要求协商的书面通知后３０日内仍未能通过协商解决，任何一方
均有权将争议提交有管辖权的法院以诉讼方式解决。
２． 本协议一式肆份，各方各执贰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五、关联交易的评估及定价情况
（
一）公司聘请了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海航资管
拟转让的英礼公司股权的资产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北京亚超评报字（
２０１９）第０１３２７号；
（
二）评估基准日：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三）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
（
四）评估范围：海南英礼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申报的截止到２０１９年５月３１日经审计的资产
负债表中反映的全部资产和负债，总资产８２，９１７．２２万元，总负债６２４．８１万元，净资产８２，２９２．４１
万元。
（
五）评估结果
海南英礼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８２，２９２．４１万元， 评估减增额为０．００万
元，增值率０．００％。
六）投资性房地产评估说明
（
本次评估目的涉及的被评估单位主要资产为其持有的海航大厦－１至３层商业地产， 被评
估单位将其核算为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并于每年年末对其公允价值
进行评估。 截止评估基准日，企业账面价值已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其公允价值为采用北京亚超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编号为“
北京亚超评报字（
２０１９）第０１３２２号”投资性房地产评估报告的
评估结论：评估基准日为２０１９年５月３１日，评估结论为８０，２４４．３６万元。 由于该投资性房地产评
估报告的评估基准日与本次股权评估的基准日一致，故本次评估投资性房地产时，直接引用
“
北京亚超评报字（
２０１９）第０１３２２号”投资性房地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
（
七）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根据《
资产评估报告》选取资产基础法得出的海南英礼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为８２，２９２．４１万元作为参考依据，双方协商一致后，确定本次公司收购海南英礼建设开发
有限公司１００％股权对应交易价格为８．００亿元。
六、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购买股权是基于看好海南自由贸易岛的发展前景，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完成
收购后，将会增加公司租金收入，为公司带来长期收益。 同时，根据相关会计准则，本次收购对
公司前期业绩不造成影响，不会形成公司及子公司新增的对外担保和委托理财。
七、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关于公司子公司海航国际旅游岛开发建
１、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审议了《
设（
集团）有限公司收购海南英礼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鲁晓
明先生、陈德辉先生、尚多旭先生、杨惟尧先生、姚太民先生、范宁先生已回避表决，以３票同
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通过了上述议案。 本次交易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
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拟与关联方海航资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事项，通过认真审阅有关材
料，与公司相关管理层人员进行了询问和沟通后，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
（
一）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二）本事项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在审议议案时已遵循相关回避制度；
（
三）本次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原则，交易价格公允，没有发现损害公
公司章程》的规定；
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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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

项目／报表日

（
四）公司独立董事经审慎研究和独立判断，认为本次交易风险可控，有利于公司完善整
体布局，加快公司战略转型，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不会对公
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关于公司子公司海航国
２、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２０１９ 年第四次会议审议了《
际旅游岛开发建设 （
集团） 有限公司收购海南英礼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公司审计委员会对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核，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本次公司与关联方海航资管进行资产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转让标的的定价方式是基于第三方评估机构对于交易标的审计后的净资产评估
的价值，并经双方友好协商决定，上述定价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守了公平、公正、
合理的原则。
八、备查文件
（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
（
二）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２０１９年第四次会议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事项的书
面审核意见；
（
三）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
四）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
五）众环审字［
２０１９］１７００８７号审计报告，北京亚超评报字（
２０１９）第０１３２７号。
特此公告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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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４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２０１９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
召开的日期时间：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４日
１４点 ３０分
召开地点：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５号海南大厦会议室
（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４日
至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４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９：１５－９：２５，９：３０－１１：３０，１３：００－１５：００；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
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９：１５－１５：００。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投票股东类型

议案名称

Ａ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
关于公司子公司海航国际旅游岛开发建设（
集团）有限公
司收购海南英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

√

２

《
关于公司子公司海航国际旅游岛开发建设（
集团）有限公
司收购海南英礼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

√

１、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８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
公司刊登于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９日的《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告。
２、 特别决议议案：无
３、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１、议案２
４、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１、议案２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海航基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海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天津
市大通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海航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鲁晓明、陈德辉、黄秋、张汉安、
张祥瑞、祝郁文、亚志慧、尚多旭
５、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
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
平台（
网址：ｖｏｔｅ．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
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
二）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
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
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
三）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
（
四）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６００５１５

海航基础

２０１９／１０／２８

（
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
四） 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１、登记方式
现场会议登记采用现场登记、传真或信函方式进行，即，拟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以选择
在现场会议登记日于指定地点进行现场会议登记，或采用信函、传真方式向公司提交登记文
件进行登记。 信函及传真登记需经我司确认后生效。
（
１）现场登记
现场登记时间：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９日一１１月３日上午９：３０一１１：３０，下午１５：００一１７：００。
接待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５号海南大厦４６层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办公室。
（
２）传真登记
采用传真方式进行会议登记的拟与会股东请于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３日１７：００之前将登记文件传
真至：０８９８－６６７３２３５０。
（
３）信函登记
采用信函登记方式的拟与会股东请于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３日１７：００之前（
以邮戳为准）将登记文
件邮寄到以下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５号海南大厦４６层；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邮编：５７０２０３。
２、登记文件
（
１）法人股东应由其法定代表人持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或
有效持股凭证和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若非法定代表人出席的，代理人应持加盖单位公章的
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
格式附后）、股东账户卡和本人身份证到公司登记；
（
２）自然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到公司登记；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
理人应持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
格式附后）和委托人及代理人身份证到公司登记。
六、 其他事项
无
特此公告。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９日
附件１：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１：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
女士）代表本单位（
或本人）出席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４日召开的贵公司２０１９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１

《
关于公司子公司海航国际旅游岛开发建
设（
集团）有限公司收购海南英智建设开
发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同意

２

《
关于公司子公司海航国际旅游岛开发建
设（
集团）有限公司收购海南英礼建设开
发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
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
同意”、“
反对”或“
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
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公告编号：临２０１９－０９０
转股代码：１９１５２３
转股简称：伟明转股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减持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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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８］１８４７号文核准，浙江伟明环保
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０日公开发行６７０万张可转换公
以下简称“
伟明转债”），每张面值１００元，发行总额６７，０００．００万元。 其中，
司债券（
公司大股东伟明集团有限公司、温州市嘉伟实业有限公司、项光明先生、王素勤
女士和一致行动人朱善银先生、朱善玉先生、章锦福先生、章小建先生、陈少宝
先生合计配售５，２５８，８７０张，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７８．４９％。
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１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通知，自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６日
至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１日期间， 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交
易其持有的伟明转债合计减少６７０，０００张，占发行总量的１０％。 减持后，公司控股
股东伟明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温州市嘉伟实业有限公司、 项光明先
生、王素勤女士、朱善银先生、朱善玉先生、章锦福先生、章小建先生、陈少宝先
生合计持有伟明转债４，５８８，８７０张，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６８．４９％。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２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浙江伟明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披露的《
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减持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公告》
（
公告编号：临２０１９－０１７）。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２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通知，自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５日
至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２日期间， 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交
易其持有的伟明转债合计减少６７０，０００张，占发行总量的１０％。 减持后，公司控股
股东伟明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温州市嘉伟实业有限公司、 项光明先
生、王素勤女士、朱善银先生、朱善玉先生、章锦福先生、章小建先生、陈少宝先
生合计持有伟明转债３，９１８，８７０张，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５８．４９％。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浙江伟明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披露的《
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减持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公告》
（
公告编号：临２０１９－０４１）。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０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通知，自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７日
至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０日期间， 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交
易其持有的伟明转债合计减少６７０，０００张，占发行总量的１０％。 减持后，公司控股
股东伟明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温州市嘉伟实业有限公司、 项光明先
生、王素勤女士、朱善银先生、朱善玉先生、章锦福先生、章小建先生、陈少宝先
生合计持有伟明转债３，２４８，８７０张，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４８．４９％。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１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浙江伟明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披露的《
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减持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公告》
（
公告编号：临２０１９－０５５）。
２０１９年７月５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通知，自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６日至

２０１９年７月５日期间，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交易其
持有的伟明转债合计减少６７０，０００张，占发行总量的１０％。 减持后，公司控股股东
伟明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温州市嘉伟实业有限公司、 项光明先生、王
素勤女士、朱善银先生、朱善玉先生、章锦福先生、章小建先生、陈少宝先生合计
持有伟明转债２，５７８，８７０张，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３８．４９％。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浙江伟明环保股
２０１９年７月６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披露的《
公告
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减持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公告》（
编号：临２０１９－０６０）。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２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通知，自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０日
至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２日期间， 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交
易其持有的伟明转债合计减少６７０，０００张，占发行总量的１０％。 减持后，公司控股
股东伟明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温州市嘉伟实业有限公司、 项光明先
生、王素勤女士、朱善银先生、朱善玉先生、章锦福先生、章小建先生、陈少宝先
生合计持有伟明转债１，９０８，８７０张，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２８．４９％。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浙江伟明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披露的《
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减持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公告》
（
公告编号：临２０１９－０７１）。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通知，自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８日至２０１９年１０
月１８日期间，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交易其持有的
伟明转债合计减少６７０，０００张，占发行总量的１０％。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
股东伟明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温州市嘉伟实业有限公司、 项光明先
生、王素勤女士、朱善银先生、朱善玉先生、章锦福先生、章小建先生、陈少宝先
生合计持有伟明转债１，２３８，８７０张，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８．４９％。
具体变动明细如下：
持有人名称
伟明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变动前持
有数量（
张）

本次变动前持 本次变动数量 变动后持有数
量（
有比例（
（
张）
张）
％）

本次变动后持
有比例（
％）

１，１３３，２４０

１６．９１

－５５３，２４０

５８０，０００

８．６６

温州市嘉伟实业有限
公司

４６８，０７０

６．９９

０

４６８，０７０

６．９９

王素勤

２６７，４００

３．９９

－１４１，８５０

１２５，５５０

１．８７

朱善玉

４０，１６０

０．６０

２５，０９０

６５，２５０

０．９７

１，９０８，８７０

２８．４９

－６７０，０００

１，２３８，８７０

１８．４９

合计

注：一致行动人项光明先生、朱善银先生、章锦福先生、章小建先生和陈少
宝先生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８日至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８日期间未持有伟明转债。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８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