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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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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预计2019年净利润为1,45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下降50.07-69.83%。

2. 公司本次业绩预减主要是由于公司与上海漕河泾康桥科技绿洲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就本公司出租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路 666�号的物业项目的《房屋

租赁合同》终止、主营业务毛利下滑以及新设立的子公司亏损所致。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计算，预计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32,000万元-34,000万元，

同比下降4.88-10.88%；预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50万元至2,400万

元，同比下降50.07-69.83%；预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800万元-1500万元左右，同比下降60.10-78.72%。

（三）本期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807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759万元

（二）每股收益：0.48元/股。

三、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1. 公司与上海漕河泾康桥科技绿洲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就本公司出租位于上

海市浦东新区康桥路 666�号的物业项目的《房屋租赁合同》终止。由于上述租赁

合同终止事项，将导致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减少。

2. 公司主营业务受到国内宏观经济下行的影响， 上游供应端的竞争有所加

剧，预计全年主营业务毛利和净利润减少。

3． 公司今年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上海瑾亭化妆品有限公司全年预计亏损，导

致公司净利润减少。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本业绩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

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19年年报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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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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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西路666号2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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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5,3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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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2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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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长董建军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

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及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

法》、 《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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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出席7人，逐一说明未出席董事及其理由；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逐一说明未出席监事及其理由；

3、 董事会秘书凌云出席会议；副总经理陈爱平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延长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有效期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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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296,100 99.9953 4,940 0.0047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有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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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296,100 99.9953 4,940 0.0047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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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296,100 99.9953 4,940 0.0047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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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延长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有效期的议

案

100 1.9841 4,940 98.0159 0 0

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

权董事会办理公司本次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有

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100 1.9841 4,940 98.0159 0 0

3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

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

登记的议案

100 1.9841 4,940 98.0159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中，议案1、2、3为特别议案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金诗晟、王隽然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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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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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达膜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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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1、三达膜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三达膜” ）预计

2019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7,415.07万元左右，与上年

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9,282.9�万元左右，同比增加51.20%左右。

2、 公司预计2019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为19,763.90万元左右，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2,

326.42�万元左右，同比增加13.34%左右。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19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27,415.07万元左右，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9,

282.9�万元左右，同比增加51.20%左右。

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9,763.90万元

左右，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2,326.42� 万元左右，同比增

加13.34%左右。

（三）本期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132.17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7,437.48万元。

三、本期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

1、 公司业绩预增主要由于公司子公司四平三达净水有限公司提前终止

四平市污水处理厂特许经营权协议的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增加所致，此项增加

公司净利润约6825万元。

2、2019年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营业收入、净利润均实现稳步增长，主要原

因是主营业务膜技术应用业务稳步增长。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

的经审计后的2019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三达膜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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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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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已

审批的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额度总金额为744,164.86万元；上

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余额（指对尚未偿还的债务承担保证责

任金额）为268,914.69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即2018年12

月31日）的比例为61.91%。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担保风险，谨慎投资。

一、担保审议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2019年11月22日、2019年12月9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2019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为京蓝

北方园林（天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详见公司分别于2019年11月23

日、2019年12月10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编号为 2019-170、2019-173、

2019-179的公告。

根据上述审议担保事项，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京蓝生态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京蓝生态” ）为京蓝北方园林（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蓝园

林” 、“债务人” ）向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以下简称“齐鲁银行

天津分行” ）申请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贷款提供担保，最终担保金额及担

保方式以银行批复为准。 为保证后续融资工作顺利开展，同时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公司管理层审批对京蓝园林提供担保的具体事宜。

二、担保发生情况概述

为满足日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京蓝园林向齐鲁银行天津分

行借款人民币1,500万元，公司及京蓝生态为京蓝园林此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京蓝园林与齐鲁银行签署了《借款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 ），

公司及京蓝生态分别与齐鲁银行天津分行签署了《保证合同》。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担保发生前，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公司对京蓝园林实

际担保发生额为0元，实际担保余额为0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2,000万元；公

司及下属公司累计对京蓝园林实际担保余额为54,288.18万元。 本次担保发生

后， 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公司对京蓝园林实际担保发生额为人民币1,500万元，

实际担保余额为1,00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500万元；公司及下属公司累

计对京蓝园林的实际担保余额为55,288.18万元。 本次担保发生额在公司已批

准的为京蓝园林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事项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及

股东大会审议。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京蓝北方园林（天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00076127388X5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天津市东丽区华明高新技术产业区华明大道20号

法定代表人：王运良

注册资本：10,090万元

成立日期：2004年05月19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园林绿化工程；土木工程；苗木的培育、栽植和销售（种子除

外）；保洁环卫；绿化养管及技术咨询。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

可证件，在有效期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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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担保人与被担保人股权关系

（三）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495,268,889.93 2,779,529,159.84

负债总额 1,809,541,299.50 2,047,376,728.51

净资产 685,727,590.43 732,152,431.33

项目

2019年1-9月

（未经审计）

2018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31,419,357.72 872,502,214.59

利润总额 -53,934,040.82 156,183,306.74

净利润 -52,024,840.90 131,275,355.00

注：京蓝园林2019年度经营业绩尚未测算完毕，因此上述列示其2018年

度及2019年前三季度财务数据。

（四）经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京蓝园林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合同的主要内容

1、2020年1月8日，京蓝园林与齐鲁银行天津分行签署了《借款合同》，借

款金额为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元整，借款期限自2020年1月8日起至2021年1月31

日止，公司及京蓝生态为该笔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公司及京蓝生态分别与齐鲁银行天津分行于2020年1月8日签署了《保

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的范围：主债权本金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

费、查询费、公证费、保险费等及担保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财产保

全费、执行费、仲裁费、律师代理费等）。

保证期间：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贷款到期后三年止。 在主合

同债务人分期偿还债务的情形下，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算，至最后

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三年止。

生效条件：自双方的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章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之日起生效。

3、 公司及京蓝生态分别与京蓝园林于2020年1月8日签署了 《反担保合

同》，京蓝园林作为反担保人以其自有资产向公司、京蓝生态（反担保权人）

提供反担保， 反担保期间为公司及京蓝生态代京蓝园林向债权人偿还借款、

利息及其他费用之日起三年。

上述担保及反担保为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不构成对外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京蓝园林提供担保，可以满足其经营发展中的资金需求，符合公

司和股东的利益。 公司持有京蓝园林90.11%股权，对其具有实际控制权，京蓝

园林其他股东未按其持股比例对京蓝园林提供同比例担保，亦不向公司及京

蓝生态提供反担保。 京蓝园林为公司及京蓝生态提供反担保。 京蓝园林信用

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和偿债能力。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风险可控，

同意该笔担保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已审批的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额度总金额

为744,164.86万元；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余额（指对尚未偿

还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金额）为268,914.69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比例为61.91%；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

担保总余额为24,862.50万元；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余额、存在诉讼风险的担

保金额均为0元，不存在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

特此公告。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七日

关于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修改基金合同、

托管协议并更新招募说明书的提示性公告

2019年7月26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了《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

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信息披露办法》）。《信息披露办法》已于

2019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 根据《信息披露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经与相应

基金的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对

旗下华商新兴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华商新锐产业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华商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华商乐享互

联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和华商大盘量化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与《托管协议》中与“信息披露” 相关的条款进行了

修订。

本次《基金合同》与《托管协议》修订的内容系因相关法律法规发生变

动而进行的修改，对原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无实质不利影响，不需召开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 修订后的《基金合同》与《托管协议》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生效。 上述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其摘要根据《基金合同》与《托

管协议》的内容进行相应修改。

上述基金修订后的基金合同、托管协议以及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及其摘要

于2020年1月17日在本公司网站[www.hsfund.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

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

公司客服电话（4007008880（免长途费），010－58573300）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

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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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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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总数为3,510,0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35%；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2020年1月21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1、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以其持有的96,646,836股股份作为本次股权

分置改革的对价安排，流通股股东每10股获送3.9股。

2、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于2006�年5月29日经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

审议通过。

3、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2006年7月18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

诺的履行情况

海南省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南交控” ）

海南金城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南金城” ）承诺：

（1）其所持海南高速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36个月

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2）以其所持海南高速非流通股股份代不同意、没表示意见、或股份有瑕

疵的非流通股股东垫付不足对价安排股份；

（3）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期间，若海南高速其他非流通股股东的股份发

生被质押、冻结等情形而无法向流通股股东执行对价安排股份的情况，其将

代其他非流通股股东支付因质押、冻结等情形而无法支付给流通股股东的对

价股份。

海南金城为上述非流通股股东代为垫付后，被垫付股东所持股份如上市

流通，应当取得其同意或向其偿还代为垫付的股份。

海南金城于 2012年3月22日将持有的国有股份及尚未收回的代为垫付股

改对价股份的相关权利无偿划转给海南交控。 被垫付对价股份的股东所持股

份如上市流通，应当取得海南交控同意或向其偿还代为垫付的股份。

履行完毕

2 张越

股改实施日，没有参加股改，海南金城垫付了对价股份，其于2019年8月27日偿

还海南交控代为垫付的股份，并取得海南交控同意

履行完毕

3 肖铁风

股改实施日，没有参加股改，海南金城垫付了对价股份，其于2019年8月27日偿

还海南交控代为垫付的股份，并取得海南交控同意

履行完毕

4 李知花

股改实施日，没有参加股改，海南金城垫付了对价股份，其于2019年8月27日偿

还海南交控代为垫付的股份，并取得海南交控同意

履行完毕

5 李春香

股改实施日，没有参加股改，海南金城垫付了对价股份，其于2019年8月27日偿

还海南交控代为垫付的股份，并取得海南交控同意

履行完毕

6 长城国富置业有限公司

股改实施日，没有参加股改，海南金城垫付了对价股份，其于2019年8月27日偿

还海南交控代为垫付的股份，并取得海南交控同意

履行完毕

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延安路支行

股改实施日，没有参加股改，海南金城垫付了对价股份，其于2019年8月27日偿

还海南交控代为垫付的股份，并取得海南交控同意

履行完毕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2020年1月21日；

2、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3,51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35%；

3、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例

（％）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无限售股

份总数的比例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

冻结的股

份数量

（股）

1 张越 391,309 391,309 1.92 0.04 0.04 0

2 肖铁风 782,617 782,617 3.83 0.08 0.08 0

3 李知花 391,309 391,309 1.92 0.04 0.04 0

4 李春香 156,523 156,523 0.77 0.02 0.02

5 长城国富置业有限公司 1,173,926 1,173,926 5.76 0.12 0.11 0

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延安路支行

156,523 156,523 0.77 0.02 0.02 0

7 海南交控 457,793 457,793 2.25 0.04 0.04 0

合 计 3,510,000 3,510,000 17.22 0.36 0.35 0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单位：股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国家持股 0 0 0

2、国有法人持股 1,267,793 0.13 -457,793 810,000 0.08

3、其他内资持股 19,110,309 1.93 -3,052,207 16,058,102 1.62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16,323,801 1.65 -1,330,449 14,993,352 1.52

境内自然人持股 2,786,508 0.28 -1,721,758 1,064,750 0.11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20,378,102 2.06 -3,510,000 16,868,102 1.71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人民币普通股 968,450,198 97.94 3,510,000 971,960,198 98.29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0 0 0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0 0 0

4、其他 0 0 0

无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968,450,198 97.94 3,510,000 971,960,198 98.29

三、股份总数 988,828,300 100 0 988,828,300 100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

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情况

股份数

量变化

沿革

数量（股）

占 总 股 本

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 例

（%）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1 张越 450,000 0.05 0 0 391,309 0.04 注（2）

2 肖铁风 900,000 0.09 0 0 782,617 0.08 注（2）

李知花 450,000 0.05 0 0 391,309 0.04 注（2）

李春香 180,000 0.01 0 0 156,523 0.02 注（2）

长城国富置业有限

公司

1,350,000 0.14 0 0 1,173,926 0.11 注（2）

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延安

路支行

180,000 0.01 0 0 156,523 0.02 注（2）

4 海南交控 0 0.00 249,811,777 25.26 457,793 0.04 注（1）

合 计 3,510,000 0.35 249,811,777 25.26 3,510,000 0.35

股份数量变化说明：

（1）海南交控持股变化：

2012年3月22日， 海南金城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持有本公司

的国有股份及尚未收回的代为垫付股改对价股份的相关权利无偿划转给海南交

控后，海南交控持有本公司流通股198,270,655股。

2012年9月24日，海南交控接受张建强、林永典、深圳市嘉音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等16家限售流通股股东偿还的对价股份1,042,098股后，海南交控持有本公司股

份199,312,753股。

2013年8月，海南交控通过二级市场买入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49,329,228股后

持有本公司股份248,641,981股。

2014年4月4日，海南交控接受卢启乐、彭国清、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佛山

市南海区市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建投中信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6家限售流通股股东偿还的对价股份434,968股后，海南交控持有本公

司股份249,076,949股。

2015年1月7日，海南交控接受张宝云、三亚邮电招待所、海南创智贸易有限公

司3家限售流通股股东偿还的对价股份230,996股后， 海南交控持有本公司股份

249,307,945股。

2016年6月29日，海南交控接受朱新华、冯威、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建

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4家限售流通股股东偿还的对价股份92,994股后， 海南交控

持有本公司股份249,400,939股。

2018年6月27日，海南交控接受朱志格、林志民、海南创智贸易有限公司3家限

售流通股股东偿还的对价股份410,838股后，海南交控持有本公司股份249,811,777

股。

2019年8月27日，海南交控接受张越、肖铁风、李知花、李春香、长城国富置业

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延安路支行6家限售流通股股东偿还

的对价股份457,793后，海南交控持有本公司股份250,269,570股，其中限售流通股

457,793股。

（2）其他6家股东的持股变化情况如下:

①2006年7月18日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时， 海南宏兴工业有限公司持有本

公司限售股450,000股，经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琼0106民初13947号

《民事判决书》裁定， 2019年5月17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将其持有本公司的450,000股股份过户给张越， 张越于2019年8月27日偿还

海南交控对价股份后持有391,309股限售流通股。

②2006年7月18日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时， 海口太平面方实业公司持有本

公司限售股900,000股，经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琼01执158号《执行

裁定书》裁定， 2019年3月14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将其持有本公司的900,000股股份过户给肖铁风， 肖铁风于2019年8月27日偿还海

南交控对价股份后持有782,617股限售流通股。

③2006年7月18日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时， 海口海安电子工程公司持有本

公司限售股450,000股，经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琼01执155号《执行

裁定书》裁定， 2019年3月14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将其持有本公司的450,000股股份过户给李知花， 李知花于2019年8月27日偿还海

南交控对价股份后持有391,309股限售流通股。

④2006年7月18日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时， 海口陵达工贸联合公司持有本

公司限售股180,000股，经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琼01执157号《执行

裁定书》裁定， 2019年3月14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将其持有本公司的180,000股股份过户给林李春香， 李春香于2019年8月27日偿还

海南交控对价股份后持有156,523股限售流通股。

⑤2006年7月18日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时，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信托投资

公司持有本公司限售股1,350,000股，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5

民初85515号《民事调解书》裁定， 2019年1月30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将其持有本公司的1,350,000股股份过户给长城国富置业有限

公司， 长城国富置业有限公司于2019年8月27日偿还海南交控对价股份后持有1,

173,926股限售流通股。

⑥2006年7月18日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时， 海南金信实业发展公司持有本

公司限售股180,000股，经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杭法执字第591-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2018年6月4日和2018年12月20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将其持有本公司的180,000股股份过户给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延安路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延安路支行于

2019年8月27日偿还海南交控对价股份后持有156,523股限售流通股。

2、股改实施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

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股东数

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数量

（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股本的比例

（%）

1 2007年7月26日 379家 335,384,665 33.92

2 2007年11月29日 98家 31,936,075 3.23

3 2008年9月8日 67家 24,613,726 2.49

4 2009年8月6日 19家 205,263,837 20.76

5 2010年9月15日 19家 9,485,000 1.00

6 2012年12月14日 17家 8,381,309 0.85

7 2014年7月21日 7家 3,335,000 0.34

8 2015年2月6日 4家 1,771,100 0.18

9 2016年8月18日 5家 713,000 0.07

10 2018年9月20日 4家 3,150,000 0.32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1、海南交控、张越、肖铁风、李知花、李春香、长城国富置业有限公司、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延安路支行7家股东不存在违反股权分置改革承诺的行

为；

2、海南交控、张越、肖铁风、李知花、李春香、长城国富置业有限公司、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延安路支行7家股东严格遵守了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各

项承诺，不存在尚未完全履行承诺前出售股份的情形；

3、 公司董事会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国家关于股权

分置改革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等规定，本次符合条件的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

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到5%及以上。

□是 √ 否；

八、其他事项

1、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

性资金占用情况

□是 √ 否；

2、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

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3、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

票的行为；

□ 是 √ 否；

九、备查文件

1、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2、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1月17日

证券代码：000688� � � �证券简称：国城矿业 公告编号：2020-004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营业执照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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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

议案》，同意将章程第八条“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修改为“总经理为

公司法定代表人”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19年12月26日、2020年1月11日

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

告)。

近日，公司已完成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并取得重庆市涪陵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公司总经理应春光先

生，其他内容不变。

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内容如下：

公司名称：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2208551477X

法定代表人：应春光

成立日期：1978年11月10日

营业期限：1978年11月10日至永久

注册资本：壹拾壹亿叁仟柒佰贰拾玖万玖仟叁佰壹拾肆元整

住 所：重庆市涪陵江东群沱子路31号

经营范围：电子计算机及网络服务器、微晶玻璃板材、节能灯及电子镇流

器的制造、销售；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软件开发销售；数码电子产品研发、制

造和销售；电子商务及网络应用服务；数字广播电视服务；经营本企业生产、

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的进口业务及相关技术服

务；轻工业品的出口业务；有色金属矿产品贸易；贵稀金属的国内贸易（仅限

黄金、白银制品的国内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限定公司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以下经营范围中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

批的，获得审批后方可经营：水力发供电、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有色金属、黑色

金属矿山开发（仅限取得许可的下属子公司经营）；有色金属冶炼。

特此公告。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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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股代码:360031� � � �优先股简称：贵银优1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任职资格获得核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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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贵州银保监局

关于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喻世蓉董事任职资格的批复》（贵银保监复

〔2020〕22号）。 根据有关规定，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贵州监管局已

核准喻世蓉女士担任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

喻世蓉女士的简历详见公司2019年7月10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19年度第三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16日

股票代码：600188� � � �股票简称：兖州煤业 编号：临2020-003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境外控股子公司发布2019年第四季度产量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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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兖州煤业澳大利亚有限公司（“兖煤澳

洲公司” ，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上市代码“YAL”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

市代码“03668”）发布了2019年第四季度煤炭产量、销量，主要情况如下表：

单位：百万吨

第四季度 全年

2019年 2018年 增减幅 2019年 2018年 增减幅

商品煤产量

全部 14.1 12.4 14% 52.1 50.0 4%

应占份额 9.4 8.4 12% 35.6 32.9 8%

商品煤销量 应占份额 10.7 8.5 26% 35.6 32.8 9%

投资者如需了解详情，请参见兖煤澳洲公司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asx.com.au/asx/statistics� ） 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hkexnews.hk�）发布的报告全文。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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