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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五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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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我司”）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以书面方式发
出了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的通知，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６日，我司第八届董
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８人， 实到董事８
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李永前先生主持。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
规定。经与会全体董事审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以８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项目公司
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中国证券报》、《
证
本项议案详细情况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８日在《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公告编号２０２０－
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
１９４。
本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８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与合作方调
用项目公司富余资金的议案》。
本项议案详细情况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８日在 《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上海
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１９５。
本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续聘安永华
三、以８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２０２０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上海
本项议案详细情况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８日在 《
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１９６。
本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８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召开２０２０年第二十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项议案详细情况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８日在 《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上海
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１９７。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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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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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提供财务资助情况概述
以下简称“
我司”） 全资子公司华通置业有限公司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
（
以下简称“
华通置业”）持有中交立达（
交立达”）４０％股权，天津立达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中交立达３４％股权，天津农
垦海燕有限公司持有中交立达２６％股权。为支持中交立达项目开发建设，中交立
达各股东拟按持股比例以同等条件向中交立达提供股东借款续借。 其中华通置
业拟向中交立达提供股东借款到期续借２１８０万元， 期限６个月， 年利率不超过
或其关联公司）按持股比例以同等条件提供财务资
８％。中交立达其他股东方（
助。
我司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６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以８票同意、０票
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为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本项议案需提交我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接受财务资助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中交立达（
天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２０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８日
法定代表人：李海强
注册地址： 天津滨海高新区塘沽海洋科技园新北路４６６８－１４号楼六层Ａ区
Ｇ１７０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管理；房屋租赁；停车场服务；室内外装
饰装修工程；建筑安装工程；房地产信息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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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构成：华通置业持有４０％股权，天津立达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３４％股
权，天津农垦海燕有限公司持有２６％股权。
经营情况： 中交立达正在对春风海上项目地块进行开发建设， 项目进展正
常。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２０１９ 年末／２０１９ 年 １ －
１２月

２５４５０．２１

１９９９９．５５

０

－０．４５

－０．４５

２０２０年９月末／２０２０年
１－９月

８３８２２．４７

１９７５８．３２

０

－２４１．２４

－２４１．２４

中交立达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我司关联方。
我司对中交立达除本次到期续借的财务资助２１８０万元以外， 还有未到期财
务资助２４，０００万元。
三、中交立达其他股东的基本情况
１． 天津立达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
东疆保税港区）重庆道以南，呼伦贝尔路以西铭
海中心５号楼－４、１０－７０７ （
天津东疆商服商务秘书服务有限公司滨海新区分公司
托管第３３４号）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日
法定代表人： 王海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屋租赁；商务信息咨询；五金交电、钢
材、机电设备、日用品、金属材料、橡胶制品批发兼零售；机械设备技术开发、转
让、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网上贸易代理；代理仓储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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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 天津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１００％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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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天津市国资委
天津立达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与我公司无关联关系， 本次按持股比例以同等
条件对中交立达提供财务资助。
２． 天津农垦海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１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住
所： 天津市
成立日期： １９８６年６月１７日
法定代表人： 毕国生
经营范围：种植、淡水养殖；自有房屋租赁；汽车、机械设备、电力设备租赁；
农业技术咨询、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服务；劳务服务；场地租
赁。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专营专项规定办理；仓储服务；自营和代理货物及
技术的进出口；土石方工程；初级农产品、食品、五金电料、化妆品、建筑材料、金
属材料、包装材料、机电产品、百货、针纺织品、塑料制品、纸制品、工艺品、珠宝首
饰、黄金饰品、木材、钢材批发兼零售；饲料加工生产销售；农副产品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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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 天津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１００％股权。
实际控制人：天津市国资委
天津农垦海燕有限公司与我公司无关联关系， 本次按持股比例以同等条件
对中交立达提供财务资助。
四、财务资助风险防范措施
我司在提供资助的同时，将加强对中交立达的经营管理，积极跟踪中交立达
的日常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的进展，控制资金风险，确保公司资金安全。
五、董事会意见
华通置业本次对中交立达提供的财务资助， 有利于保障中交立达房地产项
目的顺利推进，符合公司正常经营需要；中交立达所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发展前景
良好，偿债能力和信用状况良好；中交立达其它股东亦按其持股比例提供同等条
件的财务资助，财务资助公平对等。公司派驻管理人员及财务人员参与中交立达
的经营管理，财务风险可控， 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董事会同意为
中交立达提供上述财务资助。
六、提供财务资助后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承诺
我司承诺在提供上述财务资助后的十二个月内， 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不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不将超募资金永
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
七、独立董事意见
我司独立董事胡必亮、马江涛、刘洪跃对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
下：中交地产全资子公司华通置业本次对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有利于保障项
目公司所开发项目的顺利推进，符合公司整体经营需要；项目公司其它股东按持
股比例同等条件提供财务资助，财务资助公平、对等；项目公司所开发的房地产
项目发展前景良好，中交地产在项目公司派驻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财务风险可
控，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
同意董事会对《
关于向项目公司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的表决结果。
七、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３１日， 我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５６０，２１２万元，其
中我司对有股权关系的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余额为４８５，４２６万元；合作
方从我司并表房地产项目公司调用富余资金余额为７４，７８６万元， 公司不存在逾
期未收回的借款。
八、备查文件
１、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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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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情况概述
以下简称“
我司”）全资子公司华通置业有限公司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华通置业”）持有中交世茂（
北京）置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交世
茂”）３７％股权，北京茂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中交世茂３５％股权，北京金地致
远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有中交世茂２８％股权。
中交世茂开发及销售情况良好， 陆续有富余资金， 为盘活项目公司存量资
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中交世茂的股东方拟按持股比例以同等条件调用中交世
茂富余资金，其中华通置业拟调用不超过１７３，９００万元，北京茂康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拟调用不超过１６４，５００万元，北京金地致远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拟调用不
超过１３１，６００万元，上述调用资金均不计利息，在保证中交世茂生产经营正常经
营的情况下，依据资金实际情况分批次调用，每笔资金调用期限自该笔资金调用
日开始不超过１年。
我司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６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以８票同意、０票
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项目公司
富余资金的议案》。本项议案需提交我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调用资金的合作方基本情况
（
一）北京茂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５３２００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密云区鼓楼东大街３号山水大厦３层３１３室－２１８７
成立时间：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０日
法定代表人：刘辉
主要股东：北京悦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５０％，杭州信骆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５０％。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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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归母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２０１９年末／２０１９年

１７，５２５．０９

－２１，５０１．３

８，７６２．５５

０．００

－８７３．６１

１０８，３７８．８

７３，７１１．２６

０．００

１７．３３

１４７，４２２．５２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归母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２０１９年末／２０１９年

１１，７４９．１２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８８

０．００

－２５５．６７

２０２０年１－９月末

１４，３５７．２０

１４，７９８．７２

－４４１．５２

０．００

－１９０．６３

北京金地致远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我司关联方，
上一年度我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对其提供财务资助。
三、财务资助的风险防控措施
中交世茂经营情况良好，所开发项目销售及回款情况良好，本次各股东方调
用中交世茂的富余资金，将在充分预留项目后续建设和正常经营所需资金，不会
对中交世茂后续开发建设和正常经营造成影响； 中交世茂其他合作方股东资信
状况较好，各方股东权利公平、对等；华通置业对中交世茂合并报表，华通置业能
有效管控其经营和财务。我司将密切关注中交世茂和资助对象在生产经营、资产
负债情况等方面的变化，有效管控中交世茂资金，控制和防范风险，保护公司资
金安全。当项目公司资金不能满足未来支出时，将提前通知股东及时归还或者补
充投入资金以满足项目公司经营需要。
四、财务资助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中交世茂各股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项目公司资金公平、对等，确保了中交世
茂各方股东平等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 对公司整体发展有积极的影响， 风险可
控，不会对中交世茂的开发建设和正常经营造成影响，不存在损害我司及我司股
东方利益的情形。
五、提供财务资助后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承诺
我司承诺在提供上述财务资助后的十二个月内， 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不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不将超募资金永
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
六、独立董事意见
我司独立董事胡必亮、马江涛、刘洪跃对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
下：本次华通置业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中交世茂富余资金是公平、对等的，
确保了项目公司各方股东平等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 对公司的整体发展有积极
的影响，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项议案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及公司《
章程》规定，我们同意董事会关于《
关于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项
目公司富余资金的议案》的表决结果。
七、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３１日， 我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５６０，２１２万元，其
中我司对有股权关系的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余额为４８５，４２６万元；合作
方从我司并表房地产项目公司调用富余资金余额为７４，７８６万元， 公司不存在逾
期未收回的借款。
八、备查文件
１、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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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１１２４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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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１１４５４７
债券代码：１４９１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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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项目
公司富余资金的公告

２０２０年１－９月末

方，上一年度我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对其提供财务资助。
（
二）北京金地致远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１０００５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９１号院９号楼３层３０２单元
成立时间：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１日
法定代表人：郭伟智
主要股东：深圳市新威佳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持股５０％，深圳市金地远辰投
资咨询有限公司持股３０％，广州纺织集团金纶房地产开发公司持有２０％。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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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北京茂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我司关联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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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股东大会届次：２０２０年第二十次临时股东大会。
（
二）召集人：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股东大会。
（
三）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公司《
章程》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等的规
定。
（
四）召开时间
１、现场会议召开时间：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４日１４：５０。
２、网络投票时间：
（
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４日
９：１５－９：２５，９：３０－１１：３０和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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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１４
日０９：１５至１５：００期间的任意时间。
（
五）会议召开方式
１、现场方式：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
人出席现场会议进行表决。
２、网络投票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
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７日。
（
七）出席对象：
１、 截止２０２０年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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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东或其授权委托的代理人。 上述本公司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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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
２、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
八）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１３号院１号楼合生财富
广场１５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
一）审议《
关于向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
二）审议《
关于与合作方调用项目公司富余资金的议案》。
特殊普通合伙）为２０２０年度审
（
三）审议《
关于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２０１９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证券代码：００２４７５

证券简称：立讯精密

本次变动后

（
＋，－）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９１，８４３，１６０

１２．７３％

－２３９，５００

９１，６０３，６６０

１２．７０％

高管锁定股

５６，３４２，６６２

７．８１％

０

５６，３４２，６６２

７．８１％

首发后限售股

３１，２６０，４９８

４．３３％

０

３１，２６０，４９８

４．３３％

股权激励限售股

４，２４０，０００

０．５９％

－２３９，５００

４，０００，５００

０．５５％

持股５％以上的股东杭州如山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１．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份减少，不触及要约收购；
２．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９日在巨
潮资讯网披露了 《
关 于 持 股 ５％ 以 上 股 东 减 持 股 份 的 预 披 露 公 告 》（
公告编号：
以下简称“
杭州如山”）计划自
ＺＸＳＹ２０２０－４０），公司股东杭州如山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１５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自减持计
划公告披露之日起３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６，
占公司总股本的１．５６％）。
４８４，９００股（
关于中兴一沈阳商业大厦（
集团）股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９日，公司收到杭州如山出具的《
份有限公司减持股份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９日，杭州如山减持计
关于持股５％以上股东
划时间已经过半。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３１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ＺＸＳＹ２０２０－５４）。
关于中兴一沈阳商业大厦（
集团）股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３日，公司收到杭州如山出具的《
份有限公司减持股份比例达到１％的告知函》，杭州如山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２日至２０２０年１１月
占
２０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及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４，１５７，１５７股（
公司总股本的１．００％）。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４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关于持股５％以上
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达到１％的公告》（
公告编号：ＺＸＳＹ２０２０－５９）。
关于中兴一沈阳商业大厦（
集团）股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６日，公司收到杭州如山出具的《
份有限公司减持股份比例达到５％的告知函》及《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１
月２５日，杭州如山自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０日披露《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以来，累计减持公司股
份比例达到５．００％，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１．减持股份来源：通过二级市场增持的股份及之后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获得的股
份。
２．股份变动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元／股）

减持股数
（
万股）

减持比例（
％）

二、无限售流通股

６２９，８４２，１７６

８７．２７％

０

６２９，８４２，１７６

８７．３０％

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８日

８．３４

３８．５０

三、总股本

７２１，６８５，３３６

１００．００％

－２３９，５００

７２１，４４５，８３６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年５月２１日

８．３９

１２８．５２

０．４６０６

２０１８年５月２２日

８．３２

６１．４１

０．２２０１

四、本次回购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限制性股票数量、股份总数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
本也将相应减少。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公司管理团队将继
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为股东创造价值。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

杭州如山创
业投资有限
公司

集中竞价交
易

０．１３８０

２０１８年９月５日

６．２０

４７．５３

０．１７０４

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０日

６．１７

８４．７２

０．３０３６

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１日

６．０３

３２．９０

０．１１７９

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２日

６．００

１１．２２

０．０４０２

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７日

６．１６

８３．１０

０．２９７８

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８日

６．０９

６２．０８

０．２２２５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８日

６．０４

４．４０

０．０１５８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

５．９０

２５．７２

０．０６１９

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５日

５．６２

５．４１

０．０１３０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本次解除质押 占其所持 占公司总
第一大股
股份数量（
股） 股份比例 股本比例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股
东
名
称

是

４７，３４８，６４１

１．６５％

０．６８％

２０２０／３／９

２０２０／１１／２４

上海银行

合计

－

４７，３４８，６４１

１．６５％

０．６８％

－

－

－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上述质押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 立讯有限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及质押情况如
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占已质 未质押股
股份限
押股份 份限售和
售和冻
比例 冻结数量
结数量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立
讯
有
限

２，８７０，２４６，
０６９

４１．０１％

７０７，５７１，０７３

２４．６５％

１０．１１％

０

０

王
来
胜

６，９７０，２６７

０．１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６，９７０，２６７ １００％

２，８７７，２１６，
３３６

４１．１１％

７０７，５７１，０７３

２４．５９％

１０．１１％

０

０

６，９７０，２６７ １００％

合
计

立讯有限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本次解质押后 占其所
持股比
持股数量（
股）
质押股份数量 持股份
例
比例
（
股）

０

备注
（
该列打√的栏
目可以投票）

提案名称
总议案

１００

√

１．００

《
关于向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２．００

《
关于与合作方调用项目公司富余资金的议案》

√

３．００

《
关于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２０２０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

√

四、会议登记事项
（
一）参加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１、法人股东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有效营业执照复印件、本人身份证、法定代
表人证明书和股东代码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有效营业执照
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
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股东代码卡；
２、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票帐户卡出席，如委托代理人出席，则应提供
个人股东身份证复印件、授权人股票帐户卡、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
（
二）登记时间：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０日、１１日上午９：００至下午４：３０。
（
三）登记地点：重庆市渝北区洪湖东路９号财富大厦Ｂ座９楼中交地产股份有
限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
（
四）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洪湖东路９号财富大厦Ｂ座９楼
中交地产股份有
限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４０１１４７
电话号码：０２３－６７５３００１６
传真号码：０２３－６７５３００１６
联系人：王婷、容瑜
（
五）会议费用：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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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备查文件
第八届董事会五十四次会议决议。
附件１：授权委托书
附件２：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
附件１：
授权委托书
本人（
本单位）作为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委托＿＿＿＿＿＿先生／女士
代表本人（
本单位）出席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二十次临时股东大会，特授权如下：
一、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人（
本单位）出席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二十次临时
股东大会；
二、该代理人有表决权／无表决权；
三、该表决权具体指示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１００

总议案

同意

１．００

《
关于向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
议案》

２．００

《
关于与合作方调用项目公司富余
资金的议案》

３．００

《
关于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为２０２０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反对

弃权

四、本人（
本单位）对上述审议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代理人有权／无权按照自
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生效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注１：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的相应空格内划“
√”，其他空格内划“
×”；
２、本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公章。
附件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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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０７３６
２、投票简称：中交投票
３、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
议案编码”一览表
１）议案设置股东大会议案对应“
提案编码
１００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的栏目
（
可以投票）

总议案

√

１．００

《
关于向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

２．００

《
关于与合作方调用项目公司富余资金的议案》

√

３．００

《
关于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２０２０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

（
２）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审议的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
３）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投票时间：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４日的交易时间，即９：１５－９：２５，９：３０－１１：３０和１３：
００－１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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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序
１、投票时间：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４日０９：１５至１５：００。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
２、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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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编号：ＺＸＳＹ２０２０－６０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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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接到公
以下简称“
立讯有限”）的函告，获悉其在上海银
司控股股东香港立讯有限公司（
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以下简称“
上海银行”）质押的本公司部分股份已解
除质押，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１、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前

证券代码：０００７１５

提案编码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５％以上股东累计减持比例达到５％暨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及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处理。
关于回购注
９、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１日，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回购注销２３９，５００股限制性股票。
１０、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４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回购注
销。
二、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价格及资金来源
１、回购注销原因、数量及价格
因公司原激励对象王永建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再符合激励条件，１６名激励对
象因２０１９年度考核结果为“
Ｃ”和“
Ｄ”， 按照《
２０１９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上述１６人有部分比例的限制性股票在２０２０年无法解锁。公司决定对其
获授予但尚未解锁的２３９，５００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根据《
激励计划》的规
定，若公司发生派发现金红利、送红股、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拆细、缩股或配股等
影响公司总股本数量或公司股票价格应进行除权、除息处理的情况时，公司应对尚
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因２０１９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本次
公司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３．７０元／股调整为３．６６元／股，回购数量为２３９，５００股，回购
资金总额为８７６，５７０．００元，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
２、资金来源
公司本次需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２３．９５万股，应支付回购款８７．６６万
元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总计８８．９３万元，均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２０１９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总人数将调整
为５０名，已授予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调整为４，０００，５００股。本次回购注销不影
响公司２０１９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 公司上述限制性股
票的注销事宜已经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４日完成。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由７２１，６８５，
３３６元减少为７２１，４４５，８３６元。公司将依法办理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本次回购注销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预计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前后， 公司总股本由７２１，
６８５，３３６股减少至７２１，４４５，８３６股，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１９7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２０年第二十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证券简称：中兴商业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以下简称“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
１、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性股票数量为２３９，５００股，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７２１，６８５，３３６股的０．０３３２％。
２、本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３．６６元／股，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４日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回购注销。
一、 ２０１９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及实施情况
关于审议〈
深圳
１、２０１９年８月１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等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发表了独立意见，广东华商律
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关于审议〈
深圳
２、２０１９年８月１日，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
案》等相关议案，并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审核，认为激励对象
名单符合《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
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关于审议〈
深
３、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９日，公司２０１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时授权公司董事会确认激励对象的资格和条件、激励对象名
单及其授予数量并确定标的股票的授予价格及授予日等相关事项。
关于调整公司
４、２０１９年９月６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公司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
２０１９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授予名单的议案》、《
股票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原激励对象庄俊兴因个人原因离职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计
划的资格， 彭伟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参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资格并放弃获授相
应的限制性股票，调整完成后，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人数由５９人调整为５７人。
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仍为６００万股，上述两人的限制性股票由名单中的其他激
励对象予以认购，授予价格为３．７元／股，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调整事项发表了独立
意见，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独立
财务顾问报告。
关于调整公司
５、２０１９年９月６日，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公司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
２０１９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授予名单的议案》、《
股票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审
核，同时向符合授予条件的５７名激励对象授予６００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３．７
元／股，公司监事会对２０１９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授予）发表了专项
核查意见。
６、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０日，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关于回购注
７、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７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有６人因个人原因离职，不
再具备激励资格，公司拟对上述原因涉及的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处理。２０２０年
７月７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回购注销。
关于回购注
８、２０２０年９月３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公司２０１９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以下简称本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中有１人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１６名激励对象因
２０１９年度考核结果为“
Ｃ”和“
Ｄ”，按照《
２０１９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上述１６人有部分比例的限制性股票在２０２０年无法解锁。公司拟对上述原因涉

证券简称：中交地产
债券简称：１６中房债
债券简称：１９中交０１
债券简称：１９中交债
债券简称：２０中交债

计机构的议案》。
上述议案详细情况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８日在 《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上海
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１９４、１９５、１９６号。
三、提案编码

０

四、备查文件
１、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２、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３、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８年５月３０日

８．００

２７９．０１

２０１８年６月５日

７．９４

２７９．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２日

５．８８

３５．００

０．０８４２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３日

５．８２

３５．００

０．０８４２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４日

５．７３

４０．００

０．０９６２
０．０９６２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５日

５．５８

４０．００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６日

５．５９

４０．００

０．０９６２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７日

５．４３

３５．００

０．０８４２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８日

５．３９

４５．００

０．１０８２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２日

５．４４

３０．００

０．０７２２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３日

５．３６

３０．００

０．０７２２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６日

５．４３

３０．００

０．０７２２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８日

５．６９

３０．００

０．０７２２

－－

１，５３３．５２

５．００００

合 计

注：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７日实施了２０１９年半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以资本公
积向全体股东每１０股转增４．９股，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由２７９，００６，０００股增加至４１５，
７１８，９４０股，杭州如山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同比例增加。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８日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８日
期间，杭州如山减持股份比例按总股本２７９，００６，０００股计算；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２日至２０２０年
１１月２５日期间，杭州如山减持股份比例按总股本４１５，７１８，９４０股计算。
３．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股数
（
股）

２８，０００，０００
杭 州 如 山 创 合计持有股份
业 投 资 有 限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８，０００，０００
公司
有限售条件股份

占总股本比例
（
％）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１０．０３５６

２０，９３４，１３２

５．０３５６

１０．０３５６

２０，９３４，１３２

５．０３５６

本次 权 益 变 动 前 ， 杭 州 如 山 持 有 公 司 股 份 ２８，０００，０００ 股 ，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的
１０．０３５６％；本次权益变动后，杭州如山持有公司股份２０，９３４，１３２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０３５６％。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８日至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５日期间， 杭州如山累计减持公司股份比例
５．００００％。
二、其他相关说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１．杭州如山本次权益变动未违反《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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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业务规则的规定。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杭州如山出具了《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２．根据《
书》，并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８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３．杭州如山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４．杭州如山股份减持计划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
份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实际减持的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
量，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杭州如山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
情况，敦促杭州如山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关于中兴一沈阳商业大厦（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减持股份比例
１．杭州如山出具的《
达到５％的告知函》及《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２．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８日

关于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调整旗下部分基金
单笔申购最低金额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本公司”）决定自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３０日起，调整国金鑫瑞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基金代码：００２１５５，以下简称“
国金鑫瑞灵活”）、国金量化添利定期开放债
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００６１８９，以下简称“
国金量化添利”）、国金
标普中国Ａ股低波红利指数增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５０１０７２，以下简
ＬＯＦ）（
含定期定额投资）最低金额限额，
称“
国金红利增强”）的首次及追加单笔申购（
有关调整事项如下：
一、调整方案
自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３０日起，投资者通过各销售机构申购上述基金产品的首次单
笔申购（
含定期定额投资）最低金额变更为１元，追加单笔申购（
含定期定额投
资）最低金额变更为１元。
二、相关规则
１．各销售机构设置的首次及追加单笔申购最低金额不得低于本公司设定的
上述值，但可以等于或高于上述值。投资者通过销售机构申购（
含定期定额投
资）上述基金产品的，须遵循销售机构所设定的首次及追加单笔申购最低金额
的限制。敬请投资者留意。

含定期定额投资）上述基金产品的，
２．投资者通过本公司手机客户端申购（
适用以上变更后的首次及追加单笔申购最低金额的限制。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直
销中心柜台首次申购上述基金份额的最低限额为人民币１０，０００元 （
含申购费，
下同），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１，０００元。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４０００－２０００－１８
网址：ｗｗｗ．ｇｆｕｎｄ．ｃｏｍ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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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
未来业绩表现。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
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８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