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18年7月12日 星期四

信息披露

isclosure

B009

D

证券代码：

603612

证券简称：索通发展 公告编号：

2018-025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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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94,582,130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8年7月18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7年6月23日出具的《关于核准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027号）核准，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向社

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60,200,000股，并于2017年7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共涉及18位股东所持有的限售股共计94,582,

130股，锁定期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 现锁定期即将届满，以上股票将于2018年7月18日起上

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80,504,900股变更为240,704,900股，其中有限售

条件流通股为180,504,9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60,200,000股。

经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实施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于2017年12

月2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激励计划所涉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手续， 共向

362名激励对象授予2,323,000股限制性股票。 授予登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243,027,900股，其

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82,827,9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60,200,000股。

经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于2018年7月实施2017年度权益分派，以资本公积金向

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 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340,239,06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为255,959,06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84,280,000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本次解除限售股东

作出的承诺如下：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解除限售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

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2、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本

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所做出的承诺的行为。

保荐机构对索通发展本次限售股份解禁及上市流通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94,582,130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8年7月18日；

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1 中瑞合作基金 20,599,305 6.05 20,599,305 0

2 天津卓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3,704,922 4.03 13,704,922 0

3

上海科惠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7,489,706 2.20 7,489,706 0

4 上海熙晨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5,991,765 1.76 5,991,765 0

5

厦门创翼德晖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991,765 1.76 5,991,765 0

6

上海德晖景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626,075 1.65 5,626,075 0

7

北京富汇科众创业投资中心 （有

限合伙）

5,242,794 1.54 5,242,794 0

8 浙江中胜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493,822 1.32 4,493,822 0

9 杭州胜辉投资有限公司 2,995,881 0.88 2,995,881 0

10 上海浦东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995,881 0.88 2,995,881 0

11

上海硅谷天堂合众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2,995,881 0.88 2,995,881 0

12 山东德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995,881 0.88 2,995,881 0

13 山东锦桥投资有限公司 2,995,881 0.88 2,995,881 0

14 中兴盛世投资有限公司 2,800,000 0.82 2,800,000 0

15

无锡德晖宝鑫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2,630,194 0.77 2,630,194 0

16

北京富汇天使高技术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2,246,912 0.66 2,246,912 0

17

烟台源创科技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1,470,368 0.43 1,470,368 0

18 上海德晖声远投资有限公司 1,315,097 0.39 1,315,097 0

合 计 94,582,130 27.78 94,582,130 0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1、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94,582,130 -94,582,130 0

2、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161,376,930 0 161,376,93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255,959,060 -94,582,130 161,376,930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A股 84,280,000 94,582,130 178,862,13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84,280,000 94,582,130 178,862,130

股份总额 340,239,060 0 340,239,060

七、上网公告附件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12日

股票简称：巨化股份 股票代码：

600160

公告编号：临

2018－30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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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近日接到股东袁志敏先生

的《告知函》，袁志敏先生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进行了补充质押，具体情

况如下：

2017年12月13日，袁志敏先生将原质押给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

限公司95,300,751股（因本公司实施每10股转增3股的分配方案，该持股数

已同比增加）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办理了延期续质以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

方式进行融资，到期购回交易日为2018年12月13日（具体内容请详见本公司

临2017-49号公告）。

2018年7月10日，袁志敏先生将持有的本公司15,000,000股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补充质押给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并办理了股权质押登

记手续。 质押开始日期为2018年7月10日，质押到期日期为2018年12月13日。

此次质押的股份数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55%。

截止本公告日，袁志敏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140,491,976股，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5.12%；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138,890,976股，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

的98.86%，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06%。

截至目前， 袁志敏先生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 如后续出现平仓风

险，会按相关规定及时通知本公司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公司将密切关注该

质押事项的进展，并按规定及时披露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12日

股票简称：巨化股份 股票代码：

600160

公告编号：临

2018-31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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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八号一化工》有关规定，将公司2018年半年度主

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2018年半年度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产量(吨)

外销量(吨)

[注1]

营业收入（人民币万元）

氟化工原料 479502 246038 92768

致冷剂 170002 105460 242443

含氟聚合物材料 35899 12572 77400

食品包装材料 61526 32257 41613

石化材料 106931 59355 81457

电子化学材料[注2] 8813 8720 5789

基础化工产品及其它 762032 636474 80935

合计 1624705 1100877 622405

注：

1、公司产业链完整，外销量低于产量主要为产品内供作为下游产品原料

使用所致。

2、因公司已完成电子化学材料业务资产转让，自2018年5月起该业务不再

纳入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 该项经营数据为2018年1至4月的数据（下同）。

二、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单位：元/吨（不含税）

（一）主要产品价格波动情况

主要产品 2018年半年度均价 2017年半年度均价 变动幅度

氟化工原料 3770 2949 27.86%

致冷剂 22989 18500 24.27%

含氟聚合物材料 61565 46310 32.94%

食品包装材料 12900 9678 33.30%

石化材料 13724 12458 10.16%

电子化学材料 6638 5380 23.39%

基础化工产品及其它 1722 1622 6.17%

（二） 主要原料价格波动情况 单位： 元/吨 （不含

税）

原材料 2018年半年度均价 2017年半年度均价 变动幅度

萤石 2135 1644 29.88%

工业盐 331 298 10.99%

电石 3330 2743 21.41%

四氯乙烷 2774 2754 0.72%

VCM 4790 4841 -1.05%

无水氟化氢 10461 8219 27.28%

甲醇 2814 2500 12.55%

苯 5859 6384 -8.23%

高硫高铁 394 360 9.58%

三、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来自公司内部统计，未经审计，仅为投资者及时了解

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 未对公司未来经营情况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预测

或保证，敬请投资者审慎使用，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12日

证券代码：

000989

证券简称：九芝堂 公告编号：

2018-059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

股东绵阳科技城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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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7月10日，绵阳科技城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绵阳基金” ）减持九芝堂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股份计划期限已届满，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股东持股及本次减持计划的有关情况

1.�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绵阳基金减持股份计划实施之前，绵阳基金持有本公司股份54,682,632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6.29%；其中23,435,413股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70%。

2.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绵阳基金于2018年1月5日出具了《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计划告知

函》，详见本公司于2018年1月6日披露的《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大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

号：2018-003号）。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如下：

（1）减持目的：自身资金需求

（2）减持期间：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

易日内不得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

（3）拟减持数量和比例：计划减持数量不超过23,435,413股，即不超过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70%，

其中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1%、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 若计划减

持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股本变动事项，应对该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4）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减持

（5）减持方式：集中竞价、大宗交易

二、 股东实施股份减持计划及相关持股变动情况

2018年7月10日，绵阳基金上述计划减持期限已届满，在计划期间内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11,717,

64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34786%。 本次减持后绵阳基金持有本公司42,964,992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4.94217%，不再为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绵阳科技城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

合伙）

集中竞价

2018年1月29

日-5月24日

20.13 11,717,640 1.34786%

合计 - - 11,717,640 1.34786%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绵阳科技城

产业投资基

金 （有限合

伙）

合计持有股份 54,682,632 6.29003% 42,964,992 4.94217%

其

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23,435,413 2.69573% 11,717,773 1.34787%

有限售条件股份 31,247,219 3.59430% 31,247,219 3.59430%

3.�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严格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不存在违规情况。

（2）本次减持与绵阳基金此前已披露的承诺及减持计划一致，减持股份总数未超过减持计划。

（3）期限届满后，本次剩余未实施的11,717,773股计划减持数量相应自动作废。

（4）绵阳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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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备查文件

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告知函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12日

股票代码：

600376

股票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

2018-049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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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预计2018年1-6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 将增加90,000万元左

右，同比增加290%左右。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80,000万元左右，同比

增加430%左右。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18年1-6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

增加90,000万元左右，同比增加2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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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80,000万元左右，同

比增加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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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1,553.96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18,473.76万元。

（二）每股收益：0.0665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一）公司营业收入增加。 预计2018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50%左右。

（二）报告期内，公司联营、合营企业实现投资收益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幅增加。

（三）上年比较基数较小。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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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11日

股票代码：

600376

股票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

2018-050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6

月份销售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8年6月份，公司共实现签约面积30.58万平方米，签约金额72.93亿元。 其中：

1）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共实现签约面积17.79万平方米（含地下车库等）,签约金额47.11亿元。

2）公司合作项目共实现签约面积12.79万平方米（含地下车库等）,签约金额25.82亿元。

2018年1-6月,公司共实现签约面积120.42万平方米，同比降低19.33%；签约金额307.76亿元，同比

降低19.70%。

由于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销售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相关阶段

性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

自发布2018年5月销售简报以来，公司没有新增土地储备。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

600810

股票简称：神马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8-020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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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核实，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18�年7月9日、7月10日和7月11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

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2018� 年7月11日公司发布了《2018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18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 将增加32900万元左右， 同比增加

655%左右，具体内容详见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本公司临时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19）。 经

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2、经向公司控股股东书面问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涉及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导致股价

异常波动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

和资产注入等对公司股价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

3、公司未发现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

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补充、更正之处。

三、公司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

300603

证券简称：立昂技术 公告编号：

2018-064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股票简称：立昂

技术，股票代码:300603）于2018年5月2日（星期三）开市起停牌。公司于2018年5月2日发布了《关于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8-032），分别于2018年5月9日、2018年5月16日、2018年

5月23日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33、2018-034、2018-036）。 2018

年6月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暨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42），公司股票

自2018年6月1日（星期五）上午开市起继续停牌，后续公司分别于2018年6月6日、2018年6月13日、6月

21日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43、2018-050、2018-051）。

为继续推进本次重组工作，公司于2018年6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暨公司股票延期复牌的议案》。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

股票将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1个月，累计停牌时间不超过3个月，即预计复牌时间不晚于

2018年8月1日。 2018年6月2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暨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54）。 2018年7月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59）。

停牌期间，公司及有关各方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有关规定，积极推进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并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及独立财务顾问协调各方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

的各项工作，包括继续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进行沟通与论证，对相关协议内容进行磋商，对标的资

产进行法律、财务等方面的尽职调查工作。

截至目前，各项工作均处于有序推进过程中：

1、大一互联：标的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交易对手方法律方面尽职调查已基本完成，目前正在取得相

关外部文件，完善部分细节；财务审计工作正在开展中；资产评估正在进行评估值的测算论证工作；交易

协议基本框架确定，待评估完成后确定对价、业绩承诺及其他细节。

2、沃驰科技：标的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交易对手方法律方面尽职调查已基本完成，目前正在取得相

关外部文件，完善部分细节；财务审计工作已基本完成，目前处于机构的内核程序之中；IT审计机构正在

开展相关信息的核查工作，审计意见正在逐步完善中；资产评估正在进行评估值的测算论证工作；交易

协议基本框架确定，待评估完成后确定对价、业绩承诺及其他细节。

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避免引起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公司所有信息均

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正式公告为准。 公司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7月12日

证券代码：

000908

证券简称：景峰医药 公告编号：

2018-033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18年6月2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

2018-025号《关于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持本公司股份44,148,998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比例5.02%）的股东简卫光先生（现任公司董事、常务副总裁）计划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或其他深圳证

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减持不超过4,5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51%），减持时间为上述减

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90个自然日内（窗口期不减持）。

2018年7月10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2018-032号《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实施进展情况的

公告》：截至2018年7月9日，简卫光先生减持股份数量已过半。

2018年7月11日，公司收到简卫光先生《关于减持景峰医药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简卫光先

生表示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

告〔2017〕9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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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有关规定，现将减持计划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股份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减持比例

简卫光 集中竞价

2018年6月27日 4.85元 160,300 0.02%

2018年7月3日 4.40元 1,000,000 0.11%

2018年7月9日 4.35元 3,001,449 0.34%

2018年7月10日 4.29元 338,200 0.04%

合 计 4,499,949 0.51%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简卫光

无限售条件股份 44,148,998 5.02% 39,649,049 4.51%

其中：高管锁定股 33,111,748 3.76% 33,111,748 3.76%

二、其他相关说明

1、简卫光先生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未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亦不存在违反相关股东股份锁定及减持相关承诺的情况。

2、简卫光先生本次减持的实施情况符合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减持计

划的股份数量，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3、简卫光先生本次减持后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

重大影响。

三、备查文件

股东出具的《关于减持景峰医药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

000821

证券简称：京山轻机 公告编号：

2018

—

58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并取得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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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4月20日召开的九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4月21日在《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公告的《关

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31）；于2018年5月16日召开的2017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5月17日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公告的《公司章程（2018年5月）》。

公司于2018年7月5日完成了以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

业执照》，变更后营业执照的具体内容如下：

名 称：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00027175092XR

类 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 所：湖北省京山县经济开发区轻机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李健

注册资本：伍亿叁仟捌佰贰拾肆万圆整

成立日期：1993年03月30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纸箱、纸盒包装机械、印刷机械的制造、销售；配件销售；原材料供应；高新技术开发；技术

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汽车零部件的设计、制造、销售。

特此公告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七月十一日

@

股票代码：

000039

、

299901

股票简称：中集集团、中集

H

代 公告编号：【

CIMC

】

2018-057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6年5月31日召开的2015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在中国境内注册发行中期票据(包括长期限含权中期票据)和超短期融资券

的议案》，其中包括：批准本公司发行规模不超过150亿元人民币的超短期融资券。 具体内容可参见本公

司于2016年6月1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本公司网站 （www.cimc.com）（[CIMC]2016-033） 及香港联交所披露易网站（www.

hkexnews.hk）发布的公告。

本公司于2016年6月21日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并于2016年7月28日收到中国银

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发出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6]� SCP206号）。 根据该《接受注册通知

书》，本公司超短期融资券的注册金额为人民币150亿元，注册额度自《接受注册通知书》落款之日起两

年内有效，在注册有效期内本公司可分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

2018年7月11日，本公司2018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以下简称“本期超短期融资券” ）发行完

成，本期超短期融资券的募集资金已于当日全额到账。 现将发行情况公告如下：

发行人：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公司

本期超短期融资券名称：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公司2018年度第三期

超短期融资券

本期超短期融资券简称： 18海运集装SCP003

本期超短期融资券代码： 018070508

期限： 125天

计息方式： 固定利率，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起息日： 2018年7月11日

计划发行总额： 人民币20亿

实际发行总额： 人民币20亿

发行价格： 按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

发行利率： 4.10%（年化）

发行对象：

全国银行间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

除外）

发行方式：

由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通过集中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

式在银行间市场公开发行

簿记管理人及主承销商：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超短期融资券所得款项将用于补充本公司的营运资金。

本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的有关文件详情，请参见上海清算所网站（http://www.shclearing.com）

和中国货币网（http://www.chinamoney.com.cn）。

本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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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

2018-39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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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8年1月1日-2018年6月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41,000万元～47,000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218%～265%

盈利：12,874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781元～0.0895元 盈利：0.0245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18年上半年社会用电需求回暖，公司上网电量有所增加，合营、联营公司亦盈利情况较好，同时

受上年6月起调整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影响，使得公司经营业绩同比大幅提升。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2018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

露，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七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3239

证券简称：浙江仙通 公告编号：

2018-040

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实用新型专利证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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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近日收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颁发的一项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证书号：第7431549�号

实用新型名称：用于在玻璃导槽上安装亮条的工装

发明人：吴威江；吴杨庆；王极风；周劭俊

专利号：ZL� 2017� 2� 1484797.2

专利申请日：2017�年 11�月 09�日

专利权人：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2018�年 06�月 05�日

专利权期限：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上述发明专利是公司重要核心技术的体现和延伸，本次专利获得不会对公司近期生产经营产生重

大影响，但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充分发挥主导产品的知识产权优势促进技术创

新，从而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7月 12�日

证券代码：000608� � � � � �证券简称：阳光股份 公告编号：2018-L23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北京星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年6月28日收到北京市怀柔区财政局2018年支持区域企业经营发展转移支付资金人民币115,

792,316.00元，本次政府补助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且不具有可持续性。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测第16号-政府补助》，公司本次获得的政府补助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按照《企业会计准测第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公司在收到补助后，按照及时性原则，将补助

资金人民币115,792,316.00元计入其他收益核算。

3、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获得的政府补助计入公司其他收益科目，影响公司损益的金额为人民币115,792,316.00元。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具体的会计处理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三、备查文件

1.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七月十一日

股票代码：

601939

股票简称：建设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18-01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2018年7月11日）

本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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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监事会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以书面会

议方式召开。本行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方秋月监事召集会议。本行于2018年7月4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本次会议通知，全体监事于2018年7月11日前均以书面方式反馈意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提名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履职尽职监督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次会议同意吴建杭先生、方秋月先生、程远国先生担任本行监事会履职尽职监督委员会委员。

二、关于提名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财务与内部控制监督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次会议同意吴建杭先生、方秋月先生、鲁可贵先生、王毅先生担任本行监事会财务与内部控制监

督委员会委员。

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8年7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