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万元) 信息披露截止日期

【Q320SH1014972】 沈阳黎明环保设备制造有限公司84.9333%股权

总资产：298.46万元；净资产：-25.19万元；注册资本：150.00万元；经营范围：环保能源设备制造;机械设备加工;环保工程、化工防腐工程

施工(持资质证经营);机电设备安装;真空设备制造、安装;防爆设备、电气设备销售、安装、调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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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王迪 联系方式：010-51917888-309

489.000000 2020-04-30

【G32020SH1000034】 上海行中实业公司100%产权

总资产：1,949.40万元；净资产：1,441.84万元；注册资本：200.00万元；经营范围：石墨制品、耐火材料、金属结构件、五金、塑料制品、焊接

材料、非标设备设计制造加工；金属切削加工；机电、仪表仪器修理；钢材销售；普通货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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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杨忻 联系方式：021-62657272-333、15618059165

1,441.841672 2020-04-30

【G32020SH10000�����61-2】

上海三瑞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30万股股份

(占总股本的0.7438%)

总资产：23,562.130992万元；净资产：15,935.000000万元；注册资本：4,033.406700万元；经营范围：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

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的生产、加工、销售，从事货物进出口业务，化工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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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徐佳奕 联系方式：021-62657272�-�141

118.604200 2020-05-06

【Z320SH10G0219

】

江阴赛亚自动化系统工程有限公司等5户证券

化不良贷款债权

总资产：未提供；净资产：未提供；注册资本：2,018.000000万元；经营范围：许可经营范围:一般经营范围:工业自动化系统开发、应用、销售

及相关技术服务;金属丝线的加工;电子设备用电线电缆、电子元件、电子器件、弹簧的制造、加工;电子产品、五金交电、金属材料、金属制

品、日用品、建材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以上项目

涉及专项审批的,经批准后方可经营)**

项目联系人汪佳蕾 联系方式:�021-62657272-143

详见网站 2020-04-22

【Q320SH1014971】

上海瑞都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及转让方对

标的企业10200万元债权

总资产：14,876.55万元；净资产：3,047.77万元；注册资本：1,000.00万元；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划，

财务咨询，建筑装饰材料，日用百货的销售。

项目联系人：盛允笑 联系方式：021-62657272-283、18321263616

13,247.770000 2020-04-28

【G32018SH1000300-2】

绍兴市通联度假村有限公司100%股权及

5487.853825万元相关债权

总资产：7,816.87万元；净资产：2,313.42万元；注册资本：16,172.00万元；经营范围：经销：工艺美术品、文娱用品、玩具、百货、服装、日用杂

品

项目联系人：肖敏 联系方式：010-51915379、18612445820

7,801.273825 2020-04-28

【Q320SH1014970】 上海纽玛机械有限公司10%股权

总资产：2,765.88万元；净资产：2,322.44万元；注册资本：100.00万美元；经营范围：生产风动工具、建筑机械及其配件，销售公司自产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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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何培 联系方式：021-62657272-145

232.250000 2020-04-27

【G32020SH1000065】 武汉申隆牧业发展有限公司35%股权

总资产：0.00万元；净资产：-1.01万元；注册资本：3,000.00万元；经营范围：农业项目开发，生态农业观光

项目联系人：盛允笑 联系方式：021-62657272-283、18321263616

0.000100 2020-04-27

【G32020SH1000064】

新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2320万股股份（占总股

本的20.71%）

总资产：26,494.63万元；净资产：20,483.26万元；注册资本：11,200.00万元；经营范围：燃料电池及相关零部件研制、生产和销售；相关工程

技术开发、咨询和氢源技术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房屋租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法规限制

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项目联系人：金琦 联系方式：021-62657272-114

12,760.000000 2020-04-27

【G32019SH1000430-2】 上海润联纺织品有限公司100%股权

总资产：5,769.16万元；净资产：375.04万元；注册资本：1,000.00万元；纺织面料、纺织原料（棉花除外）、纺织纤维、针纺织品、纺织品、皮

革制品、服装鞋帽、机电设备、日用百货、工艺品（文物除外）的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和进出口及其相关配套服务（不涉及国营贸

易管理，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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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孙轶先 联系方式：021-62657272-836

338.400000 2020-04-26

【G32019SH1000313-2】 上海超昆实业有限公司100%股权

总资产：2,619.59万元；净资产：2,605.15万元；注册资本：3,000.00万元；经营范围：投资咨询，商务咨询，物业管理，计算机技术领域内的技

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道路货物运输代理，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机电设备维修（除特种）

项目联系人：张昕 联系方式：010-51918743

2,697.150000 2020-04-24

【G32019SH1000312-2】 上海越昆实业有限公司100%股权

总资产：2,908.42万元；净资产：2,883.76万元；注册资本：3,000.00万元；经营范围：投资咨询，商务咨询，物业管理，计算机技术领域内的技

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道路货物运输代理，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机电设备维修（除特种）

项目联系人：张昕 联系方式：010-51918743

2,991.110000 2020-04-24

【G32019SH1000371】 江苏河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

总资产：3,451.96万元；净资产：2,442.75万元；注册资本：2,039.00万元；经营范围：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地基与基础工程专

业承包（二级），水工建筑物基础处理工程专业承包（二级），桩基础工程检测，地基基础工程测试及技术服务，工程地质勘测，大地测

量，工程测量，地籍测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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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张雅蒙 联系方式：010-51917888-743

2,800.000000 2020-04-24

【G32019SH1000256-3】

武汉同济现代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75万股

股份（占总股本的2.3907%）

总资产及净资产：未提供；注册资本：15,685.55万元；经营范围：医药、医疗、生物、保健饮品技术及产品的研究、开发，相关技术成果转让、

技术服务；产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不含国家禁止和限制进出口的产品和技术）；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茶剂、喷雾剂、气雾剂（含

激素类）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含茶制品（其他类）、代用茶生产、销售；糖果制品（糖果）、饮料（固体饮料、其他饮料类）生产、销售；

仓储服务；自有厂房、办公楼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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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鲍鹏恺 联系方式:13691580217/010-51915336

851.250000 2020-04-23

【G32020SH1000061】

上海三瑞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30万股股份

(占总股本的0.7438%)

总资产：未提供；净资产：15,935.00万元；注册资本：4,033.41万元；经营范围：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

物品、易制毒化学品）的生产、加工、销售，从事货物进出口业务，化工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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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徐佳奕 联系方式：021-62657272-141

118.604200 2020-04-23

【G32020SH1000062】

西藏白玛甘泉水业股份有限公司7500万股股份

（占总股本的40.5406%）

总资产：12,189.79万元；净资产：10,457.17万元；注册资本：18,500.00万元；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非酒精饮料)生产兼销售【依法需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营该项目】。

项目联系人：杨宸 联系方式：010-51918746、17310541994

7,500.000000 2020-04-23

【Q320SH1014969】

上海昊元商业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及转让

方对标的企业50040.597306万元债权

总资产：71,959.87万元；净资产：21,066.91万元；注册资本：1,000.00万元；经营范围：食用农产品（除生猪产品外），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

管理，自有房屋租赁，停车场（库）经营，会展服务，酒店管理，餐饮企业管理（除餐饮服务、食品生产经营），文化艺术交流策划（除经

纪），百货、工艺美术品、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装修建设工程设计、施工一体化，实业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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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联系人：房逸宁 联系方式：021-62657272-233

71,325.911756 2020-04-23

物权/资产/权益类项目信息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万元） 信息披露截止日期

【GR2020SH1000178】 华润新鸿基房地产（杭州）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丰田商务轿车浙A28Q29，详见网站公告信息 5.410000 2020-04-237

【GR2020SH1000173】 北京奥特维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江苏省宜兴市宜城街道湖滨御景花园2号5201室房产及车位，详见网站公告信息 297.900000 2020-04-22

GR2020SH1000174】

上海市普陀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部分资

产

上海市嘉定区恒嘉花园11号602室房产，规划用途：住宅，建筑面积：69.42平方米，详见网站公告信息 187.000000 2020-04-21

GRGR2019SH1001351-3】 上海延昌塑胶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型号为倒L型Φ660XL2300的四轴压延机，详见网站公告信息 73.961500 2020-04-14

【GR2019SH1000937-2】 郑州银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郑州市上街区鸿盛新城小区15号楼3单元301号一套房产，规划用途：住宅，建筑面积：90.24平方米，详见网站公告信息 36.550000 2020-05-06

【GR2019SH1000915-2】 郑州银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郑州市上街区鸿盛新城小区6号楼1单元202号一套房产，规划用途：住宅，建筑面积：89.07平方米，等详见网站公告信息 37.690000 2020-05-06

【GR2019SH1000914-2】 郑州银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郑州市上街区鸿盛新城小区6号楼1单元201号一套房产，规划用途：住宅，建筑面积：89.07平方米，等详见网站公告信息 37.690000 2020-05-06

中信医疗健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中信医疗健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650.000000万元

所属行业：其他金融业

职工人数：6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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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中信医疗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69.232%；中信聚信（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5.384%；信银振华（北京）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15.384%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投资资金对应持股比例合计49%

拟新增注册资本：4,900.000000万元

拟增资价格：--�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是

募集资金用途：用于增资企业流动资金，满足后续对相关医疗领域的投资需求。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①征集到3家合格意向投资人； ②3家外部投资人，新增注册资本分别为1900万元、1900万元和1100万元,合计新

增注册资本4900万元；投资资金对应持股比例分别为19%、19%和11%，合计投资资金对应持股比例49%； ③意向投资人接受增资条件且增资

价格不低于经备案的评估结果； ④投资人、增资方及原股东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增资完成后，原股东合计持股比例51%，新增投资人合计持股比例49%。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1、原股东中信医疗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及信银振华（北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拟于场外同步进行增资。 2、募集资金超出新

增注册资本金额的部分计入资本公积。

项目联系人：高博

联系方式：13661021105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20-05-28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招商局铝业（重庆）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招商局铝业（重庆）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独资公司（企业）/国有全资企业

注册资本：5,000.000000万元

所属行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职工人数：260

经营范围：铝合金锭、板、带、箔材、铝制品的生产及销售；海洋工程材料、节能门窗、组合活动房屋的研发、生产、销售；金属制品、木制品、

泡沫塑料制品的生产、销售；船舶舾装；建筑装修工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股权结构：

招发铝业控股有限公司 100%

拟募集资金金额：13,000万元（币种:人民币）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新增注册资本：面议

拟增资价格：--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1、在巩固发展原有铝合金深冲料、铝制板带箔等优势业务外，重点发展以船舶及海洋工程轻量化为方向的舾装业务。 2、补

充公司运营资金。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本次增资公开挂牌期间，征集到一家及以上满足增资条件的合格意向投资人，且最终投资人与公司及公司原股

东签订《增资协议》。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引入不少于1家战略投资方，增资完成后，原股东持股比例不低于50%。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1、根据本次增资结果，增资人适时开展员工持股工作。 2、本次增资后现有职工劳动关系不变，无须进行职

工安置。

项目联系人：赵锋

联系方式：18516569988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20-05-28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中节能晶和照明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中节能晶和照明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10,000.000000万元

所属行业：其他制造业

职工人数：260

经营范围：LED芯片、LED器件、LED路灯、LED隧道灯、物联网路灯及智慧路灯等LED照明产品、LED背光显示产品、太阳能光伏照明产

品的研发、生产、销售、技术咨询服务及安装维护;合同能源管理;技能技术检测、技能技术咨询、从事节能技术领域内的技术推广、技术咨询、

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施工;智慧城市工程;景观亮化美化工程;路灯灯杆的生产、销售;电子产品、软硬件的开发和销售;信

息系统集成服务(以上项目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需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中节能环保投资发展（江西）有限公司 38.34%；金沙江联合创业投资企业 24.77%；南昌光谷集团有限公司 12.00%；

共青城吉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8.18%；共青城吉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7.50%；共青城吉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80%；共

青城吉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3.41%

拟募集资金金额：不超过6900万元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新增注册资本：面议

拟增资价格：--�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是

募集资金用途：增强公司实力，提升公司项目开发能力，增强企业市场运作及拓展能力，提升企业竞争力，支持公司的持续快速健康发

展。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视募集情况而定。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1、本次增资在引进投资方的同时，融资方原股东中节能环保投资发展（江西）有限公司（下称“江西公司” ）拟同步增资不低于1200万

元，其他原股东拟同步增资不低于900万元，向新老股东募集总金额不高于9000万元。2、本次公开挂牌增资完成后，募集资金超出新增注册

资本金额的部分计入资本公积。3、增资扩股完成后，公司各股东按实际出资比例享有股东权益，承担经营风险。

项目联系人：王迪

联系方式：010-51917888-309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20-06-02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中钢洛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中钢洛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独资公司（企业）/国有全资企业

注册资本：47,106.000000万元

所属行业：专用设备制造业

职工人数：2608

经营范围：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耐火材料机械设备、零部件的制造、安装；耐火材料科研开发、工艺设计、技术服务；包装材料的生产；进

出口贸易；模型设计、制造；劳务服务；普通货物仓储；窑炉工程专业承包及技术咨询。

股权结构：

中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88.33%； 中国冶金科技成果转化有限公司 8.49%； 洛阳市国资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3.18%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募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本次增资完成后，原股东中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国冶金科技成果转化有限公司、洛阳市国资国有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累计持股比例不低于62.68%，本次新增的1-5名外部投资人与融资方员工持股平台合计持股比例不超过37.32%，且融资方员工持股

平台企业合计持股比例不超过10%。

拟新增注册资本：面议

拟增资价格：--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增资募集资金用于企业补充流动资金，相关行业内投资或扩大再生产。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1、征集到1-5家符合资格条件的投资方，符合募集金额、比例等要求且增资价格不低于经备案的评估结果。 2、意

向投资方需经融资方有权批准机构批准并与融资方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增资完成后，原股东中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国冶金科技成果转化有限公司、洛阳市国资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累计持股比例不低于62.68%，本次新增的1-5名外部投资人与融资方员工持股平台合计持股比例不超过37.32%，且融资方员工持股平台企业

合计持股比例不超过10%。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1、本次增资所募集资金总额超过新增注册资本的部分，将计入资本公积由新老股东共享； 2、在外部投资

者增资的同时，融资方员工持股平台企业拟对融资方同步场外增资，持有增资后融资方不超过10%股权，与外部投资者的场内增资价格同股同

价。 3、原股东洛阳市国资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拟于场外同步进行增资，与外部投资者的场内增资价格同股同价。

项目联系人：张彬

联系方式：010-51915386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20-06-04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增资项目信息

证券代码：000401� � � �证券简称：冀东水泥 公告编号：2020-034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年度报告》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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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0年3月19日在

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公告编号：2020-018），因工作人

员对相关规则的理解存在偏差，在填写年报系统“第十二节财务报告” 之“七、

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之“84、政府补助（二）政府补助退回情况” 时选择

“不适用” ，造成该部分内容不完整，现将相关内容补充如下：

补充后：

84、政府补助

（二）政府补助退回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元

项目 金额 原因

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返还 4,685,283.09

公司当初在吉林省永吉县投资设立冀东水泥永吉有限责任公司（现更名为吉

林金隅冀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时，与永吉县人民政府签署了《关于建设日产

2x4500吨水泥熟料生产线项目协议书》，双方约定“若享受增值税资源综合利

用退税，公司将县级财政实际所得部分返还给永吉县财政局” ，2019年公司控

股子公司吉林金隅冀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根据公司与永吉县政府签署的协

议，将2017年度增值税资源综合利用退税额的18.75%，即4,685,283.09元，返还

给了永吉县财政局。

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返还 12,528,895.04

因环保原因， 公司全资子公司内蒙古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于2017年和

2018年被环保主管部门处罚10万元、5万元。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资

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的通知》（财税〔2015〕78号）第四

项“已享受本通知规定的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的纳税人，因违反税收、环境保

护的法律法规受到处罚（警告或单次1万元以下罚款除外）的，自处罚决定下

达的次月起36个月内， 不得享受本通知规定的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 的规

定，内蒙古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于2019年退回收到的政府补助12,528,895.04

元。

合计 17,214,178.13

其他说明：

上述退回的政府补助本年计入营业外支出项目。

除上述补充内容外， 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 其他内容不变。 更新后的

《2019年年度报告》已于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10日

证券代码：000932� � � �股票简称：华菱钢铁 公告编号：2020-25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3月生产经营快报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公司铁钢材产量及销量

2020年3月，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铁、钢、材产量

及钢材销量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吨

时间 铁产量 钢产量

钢材

产量 销量

2020�年3月 172 218 203 215

本年累计 504 631 586 543

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1、因2019年9月份公司收购阳春新钢后产销量统计口径发生变化，不能以上

述数据与公司去年同期披露的数据进行简单对比；

2、上述数据为产销快报数据，不能以此直接推算公司业绩情况。

二、其他经营动态

近日， 华菱湘钢中标中海油某油田开发项目的导管架和组块模块用钢。该

项目的导管架是目前亚洲设计水深最深的导管架，且该项目对钢材质量要求非

常高，需满足低碳当量、低焊接热敏感系数等要求，屈服强度高于355兆帕且无板

厚效应，并具备零下40℃的低温韧性和抗层状撕裂性能。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9日

证券代码：603077� � � �证券简称：和邦生物 公告编号： 2020-9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解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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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四川和

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和邦集团” ） 持有公司的股份总数为2,493,

195,803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28.23%。本次股份解质后，和邦集团剩余质押的股

份数量为2,180,858,000股， 占其持股总数比例为87.47%，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24.69%。

●和邦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贺正刚先生合并持有公司股份2,905,827,803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32.90%。本次股份解质后，和邦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贺正

刚先生合并剩余质押的股份数量为2,346,858,000股， 占其持股总数比例为

80.76%，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6.57%。

公司于2020年4月9日收到和邦集团关于股份解质的通知， 现将本次股份解

质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股东名称 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 79,474,301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19%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90%

解质时间 2020年4月8日

持股数量 2,493,195,803股

持股比例 28.23%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2,180,858,000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87.47%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4.69%

本次解除质押后,和邦集团暂无将本次解质股份用于后续质押的计划。

特此公告。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10日

证券代码：603516� � � �证券简称：淳中科技 公告编号：2020-021

北京淳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开发行可转债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告知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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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淳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请做好淳中科技公开发

行可转债申请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以下简称“《告知函》” ）。

公司同相关中介机构就告知函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一落实，

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说明和回复，现根据相关要求对《告知函》的回复进行公

开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上的《〈关于请做好淳中科技公开发行可转债申请发审委会议准备工

作的函〉的回复》。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上述事项能否获得中

国证监会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淳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10日

证券代码：000416� � � �证券简称：民生控股 公告编号：2020-29

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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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3月21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编号2020-25），现将2019年度股东大会召开相关事宜再次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19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2020年3月19日

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9年度股

东大会的议案》。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会议召开的时间、方式：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年4月14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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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14日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4月14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股权登记日：2020年4月7日。

（五）出席对象：

1、截至2020年4月7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大会，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六）会议地点：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为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8号民生金融中心C座4

层1号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三）《公司2019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四）《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五）《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六）《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七）《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八）《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

（九）《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说明：上述须审议的议案一至议案九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 第九届监事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3月21日公司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上披露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就2019年度履职情况进行述职。

三、提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公司2019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00 《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5.00 《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00 《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

7.00 《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8.00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 √

9.00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

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

应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2、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证券公司营业部出具的2020年4月

7日下午股票交易收市时持有“民生控股” 股票的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他人

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3、异地股东采用传真或信函方式亦可办理登记（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

（二）登记时间：2020年4月8日到2020年4月13日， 9:00-12:00，13:00-17:30，

节假日除外。

（三）登记地点：北京民生金融中心A座15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办公室。

邮寄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8号民生金融中心A座15层董事会

监事会办公室（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 字样）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请见附件一。

六、其它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8号民生金融中心A座15层

邮政编码：100005

联系电话：010-85259020� � 010-85259036

传真号码：010-85259595

联系人：李晓静 王成福

（二）会议费用：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时间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

自理。

七、备查文件

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416。

2.投票简称：民生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股东对总议案与

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

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

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年4月14日的交易时间，即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4月14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

2020年4月14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

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

“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

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民生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并按照以下指示代为行使表决权。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向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1 《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2 《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3 《公司2019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议案4 《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议案5 《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议案6 《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议案7 《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议案8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

议案9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备注：若委托人在表决意向内不做具体指示，受托人是否可以按照自己意愿

进行表决。

□是 □否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证件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有效期限：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3

2020年 4 月 10 日 星期五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

上海地址：上海市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北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

微信公众号：请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牌锦江资本股票的信息披露公告

根据 《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信息披露准则第 3 号： 举牌上市公司股票》（保监发

〔2015〕121号）的相关规定和《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规范性文件的通

知》(银保监发〔2020〕5号)中关于修改举牌信息披露准则相关内容的规定，现将中国

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举牌锦江资本股票的有关信息

披露如下：

一、基本要素

1.股票名称和代码：锦江资本（2006.HK）

2.交易日：2020年 4月 7日

3.上市公司公告日期：2020年 4月 9日

注：本公司受托管理人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太保资管公

司” ）通过受托管理的寿险账户在香港市场买入锦江资本的股份。本公告所述交易日

为太保资管公司买入该上市公司港股股份达到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规定的权益

披露标准的日期；上市公司公告日为太保资管公司根据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及其

相关规定，在香港联交所网站的线上权益披露系统中呈交权益披露表格的日期。

二、主体信息

1.保险公司上季末总资产、净资产、偿付能力充足率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本公司总资产约 12879.14亿元，净资产约 850.71 亿元、

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257%。

注：因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 A+H 股上市公司，2020年一季度

报尚未披露。本公司作为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此处

以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的数据进行测算。

2.参与举牌的关联方及一致行动人情况

本公司受托管理人太保资管公司通过受托管理的寿险账户参与本次举牌， 未有

本公司其他关联方和一致行动人参与本次举牌。

三、金额和比例

1.投资该股票的账面余额及占上季末总资产的比例

本次举牌前，本公司持有锦江资本（2006.HK）208,458,000股，占其香港流通股比

例约 14.98%。本次举牌后，本公司持有锦江资本股票 210,108,000股，占其香港流通股

比例约为 15.10%。 以 2020年 4月 7日锦江资本港股收盘价和同日日终港元兑人民币

汇率为基准， 本公司持有锦江资本股票的账面余额约为人民币 2.50亿元， 占本公司

2019年四季度末总资产的比例约为 0.019%。

2.权益类资产账面余额占上季末总资产的比例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 本公司权益类资产账面余额约为人民币 1575.14亿元，

考虑到本次举牌后，本公司权益类资产账面余额约为人民币 1577.64 亿元，占本公司

2019年四季度末总资产的比例约为 12.25%。

注：1.因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 A+H 股上市公司，2020年一季

度报尚未披露。本公司作为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此

处以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的数据进行测算。

2.权益类资产账面余额的口径为中国银保监会资产负债管理量化评估口径。

四、交易方式

本次交易通过二级市场交易，经交易所给付。

五、资金来源

1.自有资金

无

2.保险责任准备金

投资该股票余额

(

人民币亿元

)

可运用

资金余额

(

人民币亿元

)

平均

持有期

最近

4

个季度每

季度的现金流入

金额

(

人民币亿元

)

最近

4

个季度每

季度的现金流出

金额

(

人民币亿元

)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2.50 4651.83 5.85

年

2019

年

1

季度

345.78

2019

年

2

季度

101.24

2019

年

3

季度

144.95

2019

年

4

季度

76.31

2019

年

1

季度

212.8

2019

年

2

季度

122.55

2019

年

3

季度

123.13

2019

年

4

季度

90.52

注：可运用资金余额为截止 2020年 2月底的账户可投资产规模；平均持有期为截

止 2020年 2月底的账户修正久期

3.其他资金

无

六、管理安排

1.管理方式

根据 《中国保监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保险资金运用比例监管的通知》 (保监发

〔2014〕13号)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将本次投资纳入股票投资管理。受托管理人太保资

管公司会密切关注企业的经营状况及市场后续反应， 不排除在后期继续追加投资的

可能。

2.向银保监会报告情况

根据《中国保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险资金股票投资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保

监发〔2017〕9号）第四条的相关规定，本公司会在上市公司公告日（本次交易以太保

资管公司在香港联交所网站的线上权益披露系统中呈交权益披露表格的日期作为上

市公司公告日期） 后 5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银保监会提交本次举牌锦江资本（2006.

HK）包括投资研究、内部决策、后续投资计划、风险管理措施等要素的报告。

七、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无

本公司承诺: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并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规性负责,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

如有异议,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银保监会保险资金运用监

管部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