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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自有资金收购

法国Edition� Diffusion� Press� Sciences� SA� 100%股权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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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交易前期披露情况

2019年6月28日，中国科传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自

有资金收购法国Edition� Diffusion� Press� Sciences� SA （简称 “EDP� Sciences” ）

100%股权》的议案。会议当天，中国科传与Société Fran?aise� de� Physique（法

国物理学会）等4家学会签订了《股份购买协议》，拟以自有资金收购法国EDP�

Sciences� 100%的股权。具体内容详见中国科传于2019年6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披露的 《中国科传关于以自有资金收购法国 Edition� Diffusion� Press�

Sciences� SA� 100%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9）。

二、交易进展情况

2019年8月19日，中国科传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法

国巴黎设立CSPM� Europe子公司的议案》， 拟在法国巴黎先设立一家全资子公

司CSPM� Europe， 作为本次收购EDP� Sciences的SPV， 间接收购法国EDP�

Sciences� 100%股权。2019年10月15日, �中国科传全资子公司CSPM� Europe在法

国巴黎完成注册，该公司注册资本为10万欧元。

2019年9月17日，中国科传收到国家发改委关于本次收购出具的《境外投资

项目备案通知书》（发改办外资备[2019]707号）。2019年9月18日，中国科传收到

商务部关于本次收购出具的 《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境外投资证第

N1000201900399号）。

2019年11月13日，中国科传指定全资子公司CSPM� Europe为实施主体，按照

《股份购买协议》的约定，向交易对方支付了股权对价款项共计约1,480万欧元。

本次交易最终对价还将根据交割审计结果，按照《股份购买协议》中的对价调

整机制进行调整。根据法国巴黎当地法律法规，交割完成后EDP� Sciences正式成

为中国科传全资二级公司。

中国科传将继续稳步推进本次收购事宜，并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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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月至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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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至10月，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新签合

同总额约为人民币4,144.18亿元，同比增长4.55%。前述新签合同总额中，国内新

签合同额约为人民币3,072.12亿元，同比增长11.25%；国外新签合同额折合人民

币约为1,072.06亿元，同比减少10.85%。国内外水利电力业务新签合同额合计约

为人民币1,273.18亿元。

10月，公司以联合体方式中标了成都轨道交通19号线二期工程施工总承包

项目（详见公司临2019-064号公告）。

10月，公司新签合同金额在人民币5亿元以上的单个项目有：

单位：人民币亿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1 江西省上饶储溪河综合治理PPP项目 5.20

2 河南省洛宁抽水蓄能电站主体土建及金属结构安装工程 17.50

3 河南省“泷悦华筑” 项目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EPC) 5.31

4 广州省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土建施工A4标 16.66

5 河南省郑州市贾鲁河综合治理工程PPP项目（政府新增投资） 27.86

6 河北省K1快速路(一期)项目施工一标段 10.86

7 四川省大邑县二环路北环线建设工程PPP项目 14.57

8 山东省潍坊市寿光恒远新能源有限公司200MWp光伏项目EPC总承包合同 8.88

9 浙江省杭州市亚运场馆及北支江综合整治工程PPP项目EPC总承包 31.06

10 贵州省织金新型能源化工基地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EPC）总承包工程合同 7.33

11 沙特阿拉伯国家住房公司保障房三期项目 18.55

以上为阶段性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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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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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于2019年11月1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等资料已以电

子邮件和书面方式送达全体董事。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与表决

董事9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以及《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有效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总部机构

改革方案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对组织机构设置进行调整。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3026� � � �证券简称：石大胜华 公告编号：临2019-053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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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控股股东青岛中石大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大控股” ）持有公

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7,184,44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8.21%。股份来源为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1.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时间区间届满，因市场原因，在减持计划期间内未

实施减持,�实际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0� 股，石大控股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未发生变动；

2. �因公开征集受让方事宜需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批通过后方可实

施，目前尚未进行公开征集转让股份，公司后续持续关注该事项进展，并及时发

布进展公告。

公司于 2019�年 11月 14�日收到石大控股 《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结果告知

函》，该减持计划实施时间区间届满，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青岛中石大控股有限公

司

5%以上第一大股东 57,184,446 28.21% IPO前取得：57,184,446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

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青岛中石大控

股有限公司

0 0%

2019/5/20

～

2019/11/14

集 中 竞 价

交易、大宗

交易、协议

转让

-－- 0

未 完 成 ：

40,331,300

股

57,184,446 28.21%

1. 截至 2019�年 11�月 14�日， 石大控股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7,

184,44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8.21%；

2.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时间区间届满，因市场原因，在减持计划期间内未

实施减持,�实际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0� 股，石大控股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未发生变动；

3. 因公开征集受让方事宜需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批通过后方可实

施，目前尚未进行公开征集转让股份，公司后续持续关注该事项进展，并及时发

布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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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因市场原因，在减持计划期间内未实施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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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因市场原因，在减持计划期间内未实施减持,� 实际通过集中竞价、大宗

交易方式减持 0�股。

2. 因公开征集受让方事宜需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批通过后方可实

施，目前尚未进行公开征集转让股份，公司后续持续关注该事项进展，并及时发

布进展公告。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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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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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于2019年11月10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并于2019年11月14日以

现场会议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6人，亲自出席董事6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建先生召集并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经认真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签订附条件生效的〈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

案》。

为保证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顺利进行，充分体现公平、公正的交

易原则，切实保障全体股东权益，在已签署协议的基础上，根据公司2019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与交易对方王春山签署附条件生

效的《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签订附条

件生效的〈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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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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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于2019年11月10日以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并于2019年11月14日以现场

会议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应参加会议监事3人，实际参加会议监事3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汤敏女士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经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签订附条件生效的〈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

案》。

为保证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顺利进行，充分体现公平、公正的交

易原则，切实保障全体股东权益，在已签署协议的基础上，同意公司与交易对方

王春山签署附条件生效的《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

的《关于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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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

《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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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保证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顺利进行，充分体现公平、公正的交易原则，切实保障全

体股东权益，在已签署协议的基础上，根据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

权，经与交易对方协商，并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

事会同意公司与交易对方王春山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

议》。

2019年11月1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签订附条件生效的〈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同日，公司与交易对

方王春山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现就本次签署上

述业绩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与王春山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1、《业绩补偿协议》第2.2条修改为：

2.2�乙方作为业绩承诺人， 承诺标的公司于2019年度、2020年度、2021年度

合并利润表口径下归属于标的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为准）分别不低于13,000万元、16,000万元、19,000万元，上述净利润以经上市

公司委托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为准。

2、《业绩补偿协议》第3.1条修改为：

3.1�本次交易完成后，在业绩承诺期内，甲方将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委托

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中油优艺该年度的业绩完

成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实际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之差额根据上述专项审核

报告确定。同时，上市公司分别在业绩承诺期相应年度的年度报告中披露中油

优艺的实际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之间的差异情况。

3、《业绩补偿协议》第3.2条修改为：

3.2�如标的公司于业绩承诺期内前两个会计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任

一年度末累积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未达到当期累积承诺净利润的85%， 则乙方作

为补偿义务人应当按照《业绩补偿协议》和本补充协议约定向甲方进行足额补

偿；

业绩承诺期届满后， 如标的公司2019年-2021年累积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未

达到累积承诺净利润的100%， 则乙方作为补偿义务人应当按照 《业绩补偿协

议》和本补充协议约定向甲方进行足额补偿；

上述补偿具体为乙方首先以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补

偿，若乙方届时持有的股份不足以补偿上市公司的，则该差额部分由乙方以现

金方式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3.2.1�乙方的股份补偿

股份补偿的计算公式为：

乙方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

期末累积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标的

资产交易价格-乙方累计已补偿的现金金额]÷本次发行价格? 乙方累计已补偿

的股份数量

以上公式运用中，应遵循以下原则：

（1） 任何一期计算的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小于0时，按0取值，乙方已经补

偿的股份不退还；

（2） 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至本协议项下的业绩补偿义务（如触发）全

部履行完毕之日止，若上市公司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的，上述公式的应补偿股

份数量调整为： 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确定的乙方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1+转增

或送股比例）；

（3） 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至本协议项下的业绩补偿义务(如触发)全部

履行完毕之日止，若上市公司实施现金分红的，乙方应将取得的相应现金分红

款返还给上市公司，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乙方实际履行补偿义务日前每股已

分配现金股利×当期应补偿股份数；

（4） 依据上述公式计算的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应精确至个位数，如果计

算结果存在小数的，应当舍去小数取整数，对不足1股的剩余部分由乙方以现金

方式补偿给上市公司；

（5） 如果按上述公式计算的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大于乙方届时持有的股

份数量，差额由乙方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

3.2.2�乙方的现金补偿

业绩承诺期内，如触发补偿条件，且乙方届时持有的股份数量按照本补充

协议第3.2.1条的计算公式不足以补偿上市公司的，则乙方应就不足部分以现金

方式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乙方现金补偿金额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乙方当期应补偿现金金额=（乙方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乙方当期实际补偿

股份数量）×本次发行价格

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的任何一期应补偿现金金额小于0时，按0取值，已补偿

的现金金额不退还。

4、除以上修改外，《业绩补偿协议》的其余条款不变。

二、独立董事发表意见的情况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1）同意将《关于签订附条件生效的〈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

案》提交上市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进行审议；

（2）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董事会会议在审议与本次交易有关的议案

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2、独立董事意见

上市公司与王春山签订的《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相关内容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监管规定， 具有可操作性，符

合上市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上市公司与

王春山签署《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002556� � � �证券简称：辉隆股份 公告编号：2019-069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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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通知于2019年11月4日以送达和通讯方式发出，并于2019年11月13日在公司

19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贵华先生主持，本

次会议应到9位董事，实到9位董事。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有关规定，会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明确发行股

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中非公开

发行股份和可转换公司债券具体规模的议案》；

关联董事刘贵华、文琼尧、姚迪回避表决。

公司明确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中采用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募集13,000万元， 采用非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方式募集51,406.52万元。

公司于2019年9月17日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议案》， 授权董事会根据

具体情况调整募集配套资金方案及发行方式等，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12个月内有效。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事项为对募集配套资金方案非公开发行股份、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具体明确，不涉及新增配套募集资金，不属于对重组方案的重

大调整， 且在公司2019年9月17日召开的股东大会对董事会关于全权办理本

次交易方案相关事宜的授权范围内。因此，针对明确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

中非公开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各自规模事项，公司已履行必要的决

策程序。

(二)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与安徽海华科技

有限公司股东之盈利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

关联董事刘贵华、文琼尧、姚迪回避表决。

（一）各方一致同意，辉隆投资、蚌埠隆海、解凤贤等40名自然人共同作为

2019年8月29日签署的《盈利补偿协议》项下的补偿义务人。

（二）各方一致同意，各补偿义务人按照其各自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交易

对价占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所获总对价的比例，承担《盈利补偿协议》约定的

补偿义务。

（三）作为《盈利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如本补充协议的规定与《盈利补

偿协议》的规定相冲突，应以本补充协议的规定为准；本补充协议未约定的内

容，以《盈利补偿协议》的约定为准。

三、备查文件

(三)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四)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13日

证券代码：002758� � � �证券简称：华通医药 公告编号：2019-100号

债券代码：128040� � � �债券简称：华通转债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启用新公章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因原公章磨损严重，于

2019�年 11�月 14�日起启用新公章。新公章名称不变，印章编号变更。新公章已

在绍兴市公安局柯桥区分局完成备案。公司原公章于 2019�年 11�月 14�日起作

废，不再使用。即日起，再行使用原公司公章所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均由当事人自

行承担。

特此公告。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15日

证券简称：华泰证券 证券代码：601688� � � �编号：临2019-081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第六期短期融资券

发行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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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于2019年11月12日发行了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第六期短

期融资券，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名称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第六期短期融资券

简称 19华泰证券CP006

代码 071900145 期限 90天

起息日 2019年11月14日 兑付日 2020年2月12日

计划发行总额 50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50亿元

发行利率 3.05%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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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上海清算所网站，http://www.shclearing.com。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600269� � � �股票简称:赣粤高速 编号:临2019-067

债券代码:122255� � � �债券简称:13赣粤01

债券代码:122316� � � �债券简称:14赣粤01

债券代码:122317� � � �债券简称:14赣粤02

债券代码:136002� � � �债券简称:15赣粤02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份车辆通行服务

收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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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将公司2019年10月份车辆通行服务营运收入数据公告如下：

公司2019年10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240,502,246.29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2.13%。2019年1-10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累计2,585,948,328.21元，与去年同期相

比下降2.70%。

2019年10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一览表

单位：元

2019年

10月份

2018年

10月份

同比

增长率（%）

2019年

1-10月份

2018年

1-10月份

同比

增长率

（%）

昌九高速 68,861,789.77 58,724,637.00 17.26 608,307,590.72 680,736,683.00 -10.64

昌樟高速 43,046,442.92 42,529,746.00 1.21 468,606,848.89 481,908,916.00 -2.76

昌泰高速 53,639,138.49 54,168,748.00 -0.98 579,703,184.71 596,977,854.00 -2.89

九景高速 43,839,260.65 47,946,102.00 -8.57 549,722,645.68 558,703,905.00 -1.61

彭湖高速 11,050,557.22 11,048,921.00 0.01 125,851,359.64 102,450,662.00 22.84

温厚高速 7,443,366.47 7,460,033.00 -0.22 89,626,393.20 85,954,148.00 4.27

昌奉高速 6,121,790.19 7,362,919.00 -16.86 81,381,561.87 74,971,119.00 8.55

奉铜高速 6,499,900.58 6,239,897.00 4.17 82,748,743.50 75,912,890.00 9.00

合计 240,502,246.29 235,481,003.00 2.13 2,585,948,328.21 2,657,616,177.00 -2.70

上述数据系江西省高速公路联网管理中心拆分数据，未经审计。自执行“营

改增” 政策后，该通行服务收入中含增值税，供投资者参考。

特此公告。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601901� � � �证券简称：方正证券 公告编号：2019-099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兑付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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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15日发行了2019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以下简称“本期短期融资券” ），实际发行金额为人

民币15亿元，票面利率为2.89%，期限为90天，兑付日期为2019年11月14日，详见

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2019年11月14日， 公司按期兑付了本期短期融资券本息共计人民币1,510,

689,041.10元。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15日

证券简称：

*

ST津滨 证券代码：000897� � � �编号： 2019-61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

2019年第七次通讯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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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2019年11月8日

以传真或送达方式发出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9年第七次通讯会议的通

知，2019年11月14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会议。 会议应到董事11名，11名董事出

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以联签方式形

成如下决议：

一、以11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对福建津汇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减资的议案》。

福建津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成立于2011年3月11

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9,245.00万元。其中，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35,547.00万元， 占其注册资本的60%； 泉州市众星合兴投资有限公司出资17,

773.5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30%；福建仟家置业有限公司出资5,924.50万元，占

其注册资本的10%。

该公司系为开发津汇红树湾项目设立，由于该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为提

升公司资金归集度，提高公司整体资金使用效率，福建津汇拟减少注册资本金

16,000.00万元人民币，各股东按照现有持股比例同比例减资。减资完成后，福

建津汇注册资本将减至43,245.00万元，其中，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25,947.00万元，泉州市众星合兴投资有限公司出资12,973.50万元，福建仟家置

业有限公司出资4,324.50万元，各股东持股比例保持不变。

本次减资不会影响福建津汇的项目开发进展， 不会影响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也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本次减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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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批。

特此公告。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601186� � � �证券简称：中国铁建 公告编号：临2019一085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项目中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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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 本公司下属中国铁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组成联合体中标肇庆高

新区北部 （创新大街以北） 划定区域产业园综合开发投资合作方和勘察、设

计、施工总承包人招标项目。项目总投资约126亿元。项目合作期7年，其中建设

期6年。

项目资本金为总投资的30%。项目公司注册资本金1亿元。政府方和社会资

本方出资占比为20%：80%。 除项目资本金以外的其他资金由项目公司作为融

资主体通过银行贷款筹措。

该项目的投标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15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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