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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一）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况；

（二）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4月11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4月10日－2019年4月11日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4月11日上午9：

30至11：30，下午13：00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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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10日下午

15：00至4月11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经济开发区新博路以东、三号干渠桥以

北

（三）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赵前方先生

（五）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六）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有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04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277,877,92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9955%。

（1）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61,673,005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2462%。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6,204,91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7492％。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0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为16,781,31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15%。

中小股东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和见证律师参加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天元

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 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审议通过以

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269,651,45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395%；反对7,679,12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635%；弃权547,3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97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8,554,8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0.9784%；反对7,679,1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5.7599%；弃权547,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617%。

2、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269,647,75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382%；反对7，597,02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339%；弃权633,1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227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8,551,1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0.9564%；反对7,597,0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5.2707%；弃权633,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729%。

3、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财务决算及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269,712,75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616%；反对8,079,37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075%；弃权85,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30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8,616,1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1.3437%；反对8,079,3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8.1450%；弃权8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13%。

4、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269,697,15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560%；反对8,094,97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131%；弃权85,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30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8,600,5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1.2507%；反对8,094,9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8.2380%；弃权8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13%。

5、审议通过了《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269,738,25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708%；反对8,053,87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983%；弃权85,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30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8,641,6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1.4956%；反对8,053,8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7.9931%；弃权8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13%。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19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269,712,75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616%；反对8,079,37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075%；弃权85,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30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8,616,1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1.3437%；反对8,079,3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8.1450%；弃权8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13%。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非独立董事、高管薪酬方案和独立董事津贴方案的议

案》;

同意 269,650,653�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392%； 反对8,081,

47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083%；弃权145,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52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8,554,0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0.9736%；反对8,081,4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8.1575%；弃权14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88%。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监事津贴方案的议案》；

同意269,650,65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392%；反对8,081,47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083%；弃权145,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52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8,554,0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0.9736%；反对8,081,4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8.1575%；弃权14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88%。

9、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269,816,75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990%；反对7,368,02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515%；弃权693,1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249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8,720,1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1.9634%；反对7,368,0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3.9061%；弃权693,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305%。

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进行了述职，向股东大会提交了《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

职报告》。 该报告对公司独立董事在2018年度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情况、发表独立意

见及维护股东合法权益等履职情况进行了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全文刊登于2019年3月22日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李怡星、刘娟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署的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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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药品补充申请批件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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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

近日，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景峰医药” 或“公司” ）之全资子公司贵州

景诚制药有限公司（下称“贵州景诚”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关于复方胆

通胶囊、骨筋丸胶囊、抗栓胶囊三个药品的《药品补充申请批件》。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二、药品批件基本情况

1、复方胆通胶囊

药品名称：复方胆通胶囊

批件号：2019B02674

受理号：CYZT1600185

剂型：胶囊剂

注册分类：中药

规格：每粒装0.42g（每粒含羟甲香豆素0.1g）

申请内容：药品生产技术转让（按照国食药监注【2013】38号文件情形二要求进行药

品生产技术转让）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此次申请事

项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上海景峰制药有限公司（生产地址：上海市宝山区罗新

路50号）将复方胆通胶囊药品生产技术转让至贵州景诚制药有限公司（生产地址：贵州省

贵阳市修文（医药）工业园区），发给药品批准文号，同时注销上海景峰制药有限公司该品

种的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20054287。 注册标准执行WS3-B-0974-91-11、药品有效

期18个月，说明书和包装标签作相应修订。

药品生产企业：贵州景诚制药有限公司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20194031

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至2024年03月20日

2、骨筋丸胶囊

药品名称：骨筋丸胶囊

批件号：2019B02673

受理号：CYZT1600150

剂型：胶囊剂

注册分类：中药

规格：每粒装0.3g

申请内容：药品生产技术转让（按照国食药监注【2013】38号文件情形二要求进行药

品生产技术转让）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此次申请事

项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上海景峰制药有限公司（生产地址：上海市宝山区罗新

路50号）将骨筋丸胶囊药品生产技术转让至贵州景诚制药有限公司（生产地址：贵州省贵

阳市修文（医药）工业园区），发给药品批准文号，同时注销上海景峰制药有限公司该品种

的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20054305。 注册标准执行WS3-B-2571-97-8、药品有效期18

个月，说明书和包装标签作相应修订。

药品生产企业：贵州景诚制药有限公司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20194030

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至2024年3月20日

3、抗栓胶囊

药品名称：抗栓胶囊

批件号：2019B02675

受理号：CYZT1600186

剂型：胶囊剂

注册分类：中药

规格：每粒装0.3g

申请内容：药品生产技术转让（按照国食药监注【2013】38号文件情形二要求进行药

品生产技术转让）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此次申请事

项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上海景峰制药有限公司（生产地址：上海市宝山区罗新

路50号）将抗栓胶囊药品生产技术转让至贵州景诚制药有限公司（生产地址：贵州省贵阳

市修文（医药）工业园区），发给药品批准文号，同时注销上海景峰制药有限公司该品种的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20050293。 注册标准执行WS3-B-3218-98-4、药品有效期18个

月，说明书和包装标签作相应修订。

药品生产企业：贵州景诚制药有限公司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20194032

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至2024年3月20日

三、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1、复方胆通胶囊具有清热利胆，解痉止痛。 用于急、慢性胆囊炎、胆管炎，胆囊、胆道结

石合并感染，胆囊术后综合症，胆道功能性疾患等。 收载于部颁标准中药成方制剂第五册

WS3-B-0974-91，组方由羟甲香豆素、溪黄草、茵陈、穿心莲、大黄等组成。

目前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公示有48个生产批文，拥有批文厂家有：邛崃天银制

药有限公司、贵州恒霸药业有限责任公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等。

2、骨筋丸胶囊具有活血化瘀，舒筋通络，祛风止痛。 用于肥大性脊椎炎，颈椎病，跟骨

刺 ， 增生性关节炎 ， 大骨节病等。 收载于部颁标准中药成 方制剂第十三册

WS3-B-2571-97。组方由乳香、没药、白芍、延胡索（醋制）、三七、木香、红花、郁金、独活、

牛膝、秦艽、桂枝、血竭、马钱子（制）等14味中药组成。

目前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公示有38个生产批文，拥有批文厂家有：黑龙江红豆

杉药业有限责任公司、黑龙江诺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陕西金象制药有限公司、陕西健民制

药有限公司等。

3、抗栓胶囊具有活血化瘀，抗栓通脉。 用于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瘀血阻络证，对脑血栓、

心肌梗塞，血栓性静脉炎等亦有较好的辅助治疗作用。 收载于部颁标准中药成方制剂第十

七册WS3-B-3218-98，组方由当归尾、水蛭、土鳖虫、丹参、乌梢蛇（酒制）、麝香、马钱子

（制）、骨碎补（制）、僵蚕（麸炒）、蜈蚣、延胡索（醋制）、蟾酥（酒制）、壁虎、蜂房、地龙、

土茯苓、虻虫（去翅）、穿山甲（沙烫）、甘草19味中药组成。

目前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公示有16个生产批文，拥有批文厂家有：陕西白鹿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格拉丹东药业有限公司、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石药控股集

团河北唐威药业有限公司等。

上述三个药品现已由上海景峰制药有限公司成功转移至贵州景诚，产品文号转移工作

的完成，可进一步完善公司产业调整、产品合理布局及资源分配，对公司发展具有积极意

义。

四、风险提示

由于药品生产销售情况受到市场环境变化等不确定因素影响， 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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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网荣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梦网荣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

通知及会议材料于2019年4月7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送给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会议于2019年4月11日以现场加通讯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应参加董事9人，实

际参加董事9人。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开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股份相关事项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规定，为保证公司实施股份回

购的合法合规，更好地维护投资者利益，结合公司实际经营与发展情况，公司同意对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及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回购相关

事宜的议案》，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股份相关事项的议案》等议案部分内容进行调整。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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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梦网荣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相关事项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9-030）。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梦网荣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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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网荣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股份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保证实施股份回购的合法合规，更好地维护投资者利益，梦网荣信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规定，

于2019年4月1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相关事项的议案》， 拟对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本次回购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相关事项的议案》等议案部分内容进行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一、调整前本次回购股份事项概述

2018年8月15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回购相关事

宜的议案》等议案，并于2018年8月21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报告书》。

2019年1月7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相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的用途包括但不限于

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后续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计划及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

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等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用途。 回购总金额不超过3.2亿元人民币，回购

价格为不超过12元/股。 以回购资金总额上限3.2亿元测算， 公司预计回购的股份约为2,

666.6667万股，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比例约为3.29%，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及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以回购期满时公司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和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准。回购股

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即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2018年8

月15日至2019年8月14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的相关公告。

二、本次回购股份实施进展情况

截止2019年4月11日，公司累计回购股份13,844,89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080%，最

高成交价为8.42元/股，最低成交价为7.06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106,587,519.86� 元（不

含交易费用）。

三、本次调整回购股份事项的说明

1、回购股份的用途

原为：“回购股份的用途包括但不限于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后续员工持股计划或

者股权激励计划及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等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

用途。

回购股份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情形的，应当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十日

内注销；用于除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外上述其他情形的，应当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

告后三年内转让或者注销。 ”

调整为：“本次回购股份总数的10%将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30%将用于后续员工

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计划，60%将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回购股份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情形的，应当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十日

内注销；用于除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外上述其他情形的，应当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

告后三年内转让或者注销。 ”

2、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原为：“若本次回购方案实施完毕（按回购数量为 2,666.6667�万股测算且回购股份

全部予以注销），则预计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回购前 回购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263,505,466 32.51 263,505,466 33.61

无限售条件股份 547,101,053 67.49 520,434,386 66.39

合计 810,606,519 100.00 783,939,852 100.00

”

调整为：“若本次回购方案实施完毕（按回购数量为 2,666.6667�万股测算且回购股

份的10%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30%用于后续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计划，60%用

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则预计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如

下：

股份类别

回购前 回购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263,505,466 32.51 287,505,467 35.59

无限售条件股份 547,101,053 67.49 520,434,386 64.41

合计 810,606,519 100.00 807,939,853 100.00

注：上述变动情况暂未考虑其他因素影响，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公司实

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

除上述内容调整外，本次回购股份事项其他内容不变。 根据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及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关于股份回购事宜的相关授权， 本事项在

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调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相关事项系公司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及战略发展所做出的审慎决定，

有利于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实际利益。 本次调整回购股份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公司调

整回购股份事项。

特此公告。

梦网荣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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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非

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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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96,583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4月17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为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2015年11月5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邹永杭等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519号），核准本公司向邹永杭等发行股份购买

相关资产，核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26,340,905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标的资产交易价格总金额为123,828.60万元， 本公司购买标的资产发行股

份总数为79,022,709股，发行价格为15.67元/股。 其中，向邹永杭、朱汉坤、张奕以及南昌万和宜家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购买智慧海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慧海派” ）51%股权发行股份的

数量为67,967,031股；向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徐忠俊等十二名自然人购买江苏捷诚车载电子信

息工程有限公司36.92876%股权发行股份的数量为11,055,678股。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总数为26,340,905股，发行价格为15.67元/股。 其中，中国航天科工集

团有限公司认购13,577,664股，西藏紫光春华投资有限公司认购12,763,241股。

本次新增股份已于2015年12月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登记托管

手续。 具体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及限售期情况如下：

发行对象类别 发行对象名称

发行数量

（股）

锁定期（月）

12个月 24个月 36个月

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

邹永杭 42,357,232 6,353,585 6,353,585 29,650,062

朱汉坤 12,393,988 1,859,098 1,859,098 8,675,792

张奕 7,218,720 7,218,720

南昌万和宜家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5,997,091 5,997,091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9,136,292 9,136,292

徐忠俊 959,697 959,697

史浩生 112,916 112,916

张毅荣 112,916 112,916

华国强 112,916 112,916

乔愔 112,916 112,916

骆忠民 75,263 75,263

刘贵祥 75,263 75,263

朱晓平 75,263 75,263

蒋建华 75,263 75,263

陈冠敏 75,263 75,263

王国俊 75,263 75,263

许腊梅 56,447 56,447

配套募集资金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13,577,664 13,577,664

西藏紫光春华投资有限公司 12,763,241 12,763,241

合计 105,363,614 8,212,683 8,212,683 88,938,248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分配、公积金转增导致本次限售股数量变化的情形。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涉及智慧海派盈利预测补偿限售股暂不安排上市流通。 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持有人为发行

股份购买江苏捷诚36.92876%股权的发行股份对象及本次募集配套资金认购对象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

限公司、西藏紫光春华投资有限公司、徐忠俊等12名自然人的所持限售股份。

上述限售股持有人均承诺其所认购的限售股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不予转让。

截至公告日，上述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承诺，不存在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份申请上市流通事项进行

了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其认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承诺；

2.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以及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3.航天通信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4.本独立财务顾问对航天通信本次重组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37,396,583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4月17日；

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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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22,713,956 4.35 22,713,956 0

2 西藏紫光春华投资有限公司 12,763,241 2.45 12,763,241 0

3 徐忠俊 959,697 0.18 959,697 0

4 史浩生 112,916 0.02 112,916 0

5 张毅荣 112,916 0.02 112,916 0

6 华国强 112,916 0.02 112,916 0

7 乔愔 112,916 0.02 112,916 0

8 骆忠民 75,263 0.01 75,263 0

9 刘贵祥 75,263 0.01 75,263 0

10 朱晓平 75,263 0.01 75,263 0

11 蒋建华 75,263 0.01 75,263 0

12 陈冠敏 75,263 0.01 75,263 0

13 王国俊 75,263 0.01 75,263 0

14 许腊梅 56,447 0.01 56,447 0

合计 37,396,583 7.13 37,396,583 0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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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持有股份 22,713,956 -22,713,956 0

2.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12,763,241 -12,763,241 0

3.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5,997,091 0 5,997,091

4.�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63,889,326 -1,919,386 61,969,94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05,363,614 -37,396,583 67,967,031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份

A股 416,428,086 37,396,583 453,824,669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416,428,086 37,396,583 453,824,669

股份总数 521,791,700 0 521,791,700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

的核查意见 。

特此公告。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2日

证券代码：

603393

证券简称：新天然气 公告编号：

2019-014

新疆鑫泰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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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1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米东北路61号新疆鑫泰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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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7,487,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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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4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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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明再远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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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其他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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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487,48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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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793,080 99.1039 0 0.0000 694,401 0.8961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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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487,48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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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487,48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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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487,48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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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482,481 99.9935 5,000 0.0065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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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487,48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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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487,48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57,249,55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17,468,06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2,764,867 99.8195 5,000 0.1806 0 0.0000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34,700 87.4055 5,000 12.5945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2,730,16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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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的

议案

1,850,616 99.7305 5,000 0.2695 0 0.0000

7

关于聘请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1,855,61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1,855,61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曲惠清、高帅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是合法有效的。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同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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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鑫泰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2日

A

股代码：

601390 A

股简称：中国中铁 公告编号：临

2019-013

H

股代码：

00390 H

股简称：中国中铁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债券

2019

年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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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持“AAA” ，评级展望维持“稳定” 。 公司发行的“10中铁G2”“10中铁

G3”“10中铁G4”“16铁工01”“16铁工02”“18铁工Y1”“18铁工Y2”“18铁工Y3”“18铁工Y4”“18

铁工Y6”“18铁工Y7”“18铁工09”“18铁工10”和“19铁工01” 信用等级为“AAA”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

规则》的有关规定，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委托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联合评级” ）对本公司公开发行的“10中铁G2”“10中铁G3”“10中铁G4” “16铁工

01”“16铁工02”“18铁工Y1”“18铁工Y2”“18铁工Y3”“18铁工Y4”“18铁工Y6”“18铁工Y7”“18

铁工09”“18铁工10”和“19铁工01”债券进行跟踪信用评级。

联合评级在对公司所属行业及公司经营状况等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 于2019年4月3日出

具了《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19年跟踪评级报告》，维持公司“AAA” 的主体长期信用等

级，评级展望维持“稳定” ，同时维持“10中铁G2”“10中铁G3”“10中铁G4”“16铁工01”“16铁工

02”“18铁工Y1”“18铁工Y2”“18铁工Y3”“18铁工Y4”“18铁工Y6”“18铁工Y7”“18铁工09”“18

铁工10”和“19铁工01”债券信用等级为“AAA” 。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19年跟踪评级报告》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12日

证券代码：

600963

证券简称：岳阳林纸 公告编号：

2019-031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预亏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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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业绩预计亏损3,000.00万元到亏损3,600.00万元。

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公司业绩预计亏损4,100.00万元到亏损4,7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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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19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

将出现亏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000.00万元到-3,600.00万元。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4,100.00万元到-4,700.00万元。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335.21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4,266.98万元。

（二）每股收益：0.11元。

三、本期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

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是公司纸产品销售价格较去年同期下降， 国家环保政策趋严以及进口纸

浆价格持续攀升，使得纸产品整体生产成本较去年同期升高，造成2019年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发生亏损。

截止2019年3月末，公司纸产品价格已上调，另外受市场供求影响，进口纸浆价格开始下降，加上内

部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节能降耗水平不断提升，公司整体成本逐渐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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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3117

证券简称：万林物流 公告编号：

2019-007

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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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股票于2019年4月10日、4月11日连续两个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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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确认，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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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股票于2019年4月10日、4月11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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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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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日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

2、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上海沪瑞实业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黄保忠先生函证确认，公司、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涉及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影响股价异常波动的重大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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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事项。

3、 公司未出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4、 公司对市盈率进行同行业比较的情况如下：

公司简称 公司代码 截至2019年4月11日市盈率（TTM） 截至2019年4月11日市净率（MPB）

万林物流 603117 36.86 1.73

长久物流 603569 22.27 3.46

华贸物流 603128 30.40 2.46

怡亚通 002183 65.79 2.19

新宁物流 300013 95.55 3.67

保税科技 600794 162.51 3.19

飞力达 300240 238.12 3.29

数据来源：Wind

公司所处物流行业的平均市盈率为43.66倍，公司目前市盈率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 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

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

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 相关风险提示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报刊、网站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2日

证券代码：

600671

证券简称：东方电气 公告编号：临

2019-009

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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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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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发函问询，不存在涉及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3.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平稳、正常。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连续 3个交易日（2019�年 4月 9日、4月 10�日 与4�月11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

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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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经公司自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目前日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公司经自查和问询控股股东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电气集团” ），不存

在涉及公司未披露的并购重组、股份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公司经核实，未发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近期有买卖公司股票

的情况。

（四） 2019年4月10日有媒体报道《中国西部首条氢燃料电池自动化生产线正式投入使用》，本公

司首条氢燃料电池自动化产线按计划投产，产线投产不会对2019年度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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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也未获悉有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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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ee.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

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