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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南京油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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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中山北路324号油运大厦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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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004,105,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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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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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长苏新刚先生主持会议，

符合《公司法》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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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董事张保良先生、董事李甄先生、董事田学浩先生、独立董事李玉平先

生、独立董事刘红霞女士、独立董事张琦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曾善柱先生出席会议；公司总会计师申晖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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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594,663 99.9744 511,166 0.0256 0 0.0000

2、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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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594,663 99.9744 511,166 0.0256 0 0.0000

3、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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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594,163 99.9744 511,666 0.0256 0 0.0000

4、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和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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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594,663 99.9744 511,166 0.0256 0 0.0000

5、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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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490,253 99.9692 595,576 0.0297 20,000 0.0011

6、议案名称：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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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574,663 99.9734 511,166 0.0255 20,000 0.0011

7、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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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6,148,902 99.9178 511,166 0.0790 20,000 0.0032

8、议案名称：关于与建行江苏省分行签署《金融服务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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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5,659,848 99.9683 352,566 0.0218 158,600 0.0099

9、议案名称：关于与招行南京分行签署《金融服务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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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6,168,902 99.9209 511,166 0.0791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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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598,163 99.9746 349,066 0.0174 158,600 0.008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1、关于调整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1.01

关于选举张翼先生为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2,002,254,977 99.9076 是

11.02

关于选举张金提先生为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2,002,312,379 99.9105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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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

258,129,677 99.7620 595,576 0.2301 20,000 0.0079

7

关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258,214,087 99.7947 511,166 0.1975 20,000 0.0078

8

关于与建行江苏省分行签

署《金融服务协议》的议

案

258,234,087 99.8024 352,566 0.1362 158,600 0.0614

9

关于与招行南京分行签署

《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258,234,087 99.8024 511,166 0.1976 0 0.0000

11.01

关于选举张翼先生为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256,894,401 99.2846

11.02

关于选举张金提先生为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256,951,803 99.306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0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7、8、9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控股股东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对议案7、9回避表决；股东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对议案8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海复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建新、余晓辰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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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招商局南京油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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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南京油运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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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于2019年4月8日以书面方式发出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19年4月12日以

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9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选举张保良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公司法定代表人）。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会成员的变化，公司董事会对专门委员会委员予以调整，调整后的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

员如下：

1、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张保良

委员：张翼、周斌、张金提、田学浩

2、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

主任委员：刘红霞

委员：田学浩、张琦

3、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玉平

委员：张翼、刘红霞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张琦

委员：张金提、李玉平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 证券简称的议案》。

鉴于公司名称已变更为“招商局南京油运股份有限公司” ，为彰显招商局集团品牌形象，明确公司的战略

定位，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公司董事会同意将公司 证券简称由“长航油运” 变更为“招商南

油” 。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长航油运关于董事会审议变更 证券简称的公告》（临2019-021）。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招商局南京油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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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南京油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审议变更证券简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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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后的 证券简称：招商南油

一、公司董事会审议变更 证券简称的情况

招商局南京油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年 4月 12�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 证券简称的议案》，同意将公司 证券简称由“长航油运” 变更为“招

商南油” ，公司证券代码保持不变。

二、变更 证券简称的理由

鉴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已将中文名称变更为“招商局南京油运股份有限公

司” ，并完成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

现有 证券简称“长航油运” 已不能适应公司的实际情况和战略定位。 为彰显招商局集团的品牌形

象，明确公司的战略定位，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公司拟变更 证券简称为“招商南油” 。

三、变更 证券简称的风险提示

本次 证券简称的变更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和战略定位，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不存在利

用变更 证券简称影响公司股价、误导投资者的情形。

本次变更 证券简称事项尚需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批 准后方可实施，敬请

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招商局南京油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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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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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9年4月22日

3.�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006 东风汽车 2019/4/12

二、 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1.�提案人：东风汽车有限公司

2.�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2019年3月30日公告了股东大会召开通知， 单独持有60.10%股份的股东东风汽车有限公

司，在2019年4月12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人。 股东大会召集人按照《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3.�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Ashwani� Gupta(阿施瓦尼·古普塔)由于工作变动不再担董事职务，东风汽

车有限公司推荐Francois� Bailly(弗朗索瓦·拜伊)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议将本

项提案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对于本项提案出具了独立意见，同意提交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由于增加了本项临时提案，《关于更换公司部分董事的议案》将采用累积投票的方式表决。

三、 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于2019年3月30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 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19年4月22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湖北省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路58号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105会议室

(二)�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9年4月22日

至2019年4月22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三)�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四)�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

2

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

√

3

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

√

4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

5

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

及摘要》

√

6

关于续聘2019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

7

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

√

8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相

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

累积投票议案

9

关于更换公司部分董事的议

案

应选董事（2）人

9.01 樊启才 √

9.02

Francois�Bailly (弗朗索瓦·

拜伊)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第2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1、3、4、5、6、7、8、9.01已经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请见公司于2019年3月3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的《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

议公告》和《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2、 特别决议议案：议案8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第4、7、9项议案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7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东风汽车有限公司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特此公告。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3日

●报备文件

股东提交增加临时提案的书面函件及提案内容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 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6 关于续聘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7 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8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9.00 关于更换公司部分董事的议案

9.01 樊启才

9.02 Francois�Bailly(弗朗索瓦·拜伊)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0006� � � � � � � � � �证券简称：东风汽车 公告编号：临2019———016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风险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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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股票交易在2019年4月9日、10日、11日连

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并于2019年4月12日继续涨停。 公司股票价格近

期波动较大，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一） 公司经营业务主要涉及轻卡、轻型客车、汽车发动机及铸件的开发、设计、生产与销售。 根据

万得系统数据显示， 截至2019年4月12日， 申万汽车行业171家上市公司平均市盈率 （PE-TTM）为

18.5，本公司市盈率为24.7，公司市盈率高于行业平均值。

（二）公司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53，848，577.24元，同比增加175.95%；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76，144，181.64元，比上年同期增加87.31%。 目前公司

生产经营情况未发生显著变化。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特此公告。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3日

证券代码：600876� � � � � � � �证券简称：洛阳玻璃 编号:临2019-022号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

的事后审核问询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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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12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442号）（下简称“问

询函” ），具体内容如下：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

《格式准则第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

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请你公司从业绩情况、重大资产重组的业绩承诺情况、财务状况及会计处

理等方面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一、关于公司业绩情况

1、业绩情况。年报显示，公司2018年营业收入14.03亿元，比去年同期减少6.6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1564.53万元，同比下降82.15%；扣非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174.53万元，连续三

年扣非为负。 请公司结合行业情况和业务模式说明业绩大幅下滑的原因，以及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

与行业趋势是否出现背离。

2、分季度数据。 年报显示，公司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953.23万元，到四季度归

母净利润为1319.99万元，扭亏为盈。 请公司：（1）结合公司业务特点、结算情况、行业发展状况和同行业

上市公司情况，披露公司四季度净利润环比大幅增长的原因和可持续性；（2）结合公司销售回款情况，

以及存货、应收账款、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等财务指标的变化，披露公司销售政策和成本费用

的变化情况，是否与公司的收入、业务相匹配；（3）请公司结合经营模式、销售、回款政策、回款期限和经

营政策，说明是否存在放宽经销商账期等激进销售方式以实现销售目标完成业绩承诺的情形。 请会计师

对上述各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3、现金流。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8022.09万元，去年同期为-3.11

亿元，连续为负；同期公司2018年归母净利润为1564.53万元，2017年归母净利润为2056.81万元。投资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3.14亿元，去年同期2216.10万元，同比下降1514.78%。请补充披露：（1）公司连

续两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相背离的原因；（2）公司连续两年经营现金流均为负，请公司说

明经营现金流持续为负对公司资金流动性和日常生产经营的影响；（3） 公司本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变动较大的原因，结合具体投资项目、计划、进展情况说明其合理性，并解释公司是否存在资金

紧张的情况，是否会对后续正常经营活动产生影响。

二、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业绩承诺事项

4、业绩承诺未达标。 2018年，公司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合肥新能源100%股权、桐城新能源100%

股权和宜兴新能源70.99%股权。该重大资产重组设有业绩承诺，交易方承诺的经审计并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为合肥新能源不低于6167.88万元、桐城新能源不低于2636.71万元、宜兴新能源不低于3,

337.03万元。 根据公司2018年审计报告， 上述三家公司均未完成承诺业绩， 差额分别为5083.00万元、

1939.49万元、2170.12万元，差额较大。 标的公司主营业务为光伏玻璃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未完成业绩

承诺的原因为受国家光伏行业政策影响较大，导致标的公司2018年度营业收入及净利润不及预期。请公

司：（1） 结合2018年光伏行业情况和同行业可比公司的盈利能力和财务状况， 说明三家公司的竞争优

势、市场占有率、行业中所处位置，业绩是否与行业趋势相匹配，以及与承诺金额相差较大的原因；（2）

详细披露报告期内三家公司的收入确认明细、净利润、主营业务占营业收入的比重、销售毛利率、经营性

现金流净额等主要财务数据及同比变动情况， 说明三家公司现有业务模式和盈利能力是否具有可持续

性；（3）披露后续对于三家标的公司未来发展和收益将采取的措施，如何应对未来收益和政策变化的不

确定风险。

三、关于公司财务状况及会计处理

5、负债情况。 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资产负债率70.13%，比去年同期增长3.8%，货币资金2.76亿

元，短期借款8.52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2.36亿元，流动负债25.30亿元；长期借款5.21亿元，同比

增加40.62%，非流动负债6.28亿元；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8022.09万元。请公司：（1）

补充披露上述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长期借款和非流动负债的主要构成，2018年内债务

到期情况，以及长期借款大幅增加的原因；（2）结合公司流动资金、经营性现金流情况，说明相关债务偿

付资金安排以及是否存在债务风险。

6、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末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金额为7.65亿元，去年同期

10.23亿元，同比下降25.19%。应收票据中银行承兑汇票1.04亿元，未计提减值准备，商业承兑汇票1.69亿

元，坏账准备余额为789.24万元。 报告期应收账款4.92亿元，一年内到期的应收账款为4.64亿元；2017年

应收账款2.04亿元，一年内到期的应收账款为7600万元。 2018年公司2�至3年应收账款为2019.30万元，

2017年公司1至2年应收账款为482.26万元。 请补充披露：（1）2017年公司商业承兑汇票为0，2018年金

额为1.69亿元，请具体说明本报告期内商业承兑汇票的具体构成和大幅增加的原因；（2）请解释公司一

年内到期的应收账款占当期应收账款比例由37.25%增至94.31%的原因及合理性，并说明公司信用政策

是否具有一致性；（3） 报告期末公司2至3年的应收账款金额大于报告期初公司1至2年应收账款金额的

原因和合理性；（4）你公司应收账款中，应收关联方款项的情况、账龄和坏账准备计提等；（5）根据你公

司销售情况、信用政策和回款期限，结合期后回款和历史账款的回收情况，进一步分析坏账准备计提的

充分性和一致性。 请会计师对上述问题发表意见。

7、预付账款。 年报显示，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存在预付款项6246.22万元，去年同期预付款项金额为

2031.93万元，同比增长207.40%。请补充披露：（1）按预付款项的用途披露预付账款的构成情况，并在此

基础上分析你公司预付账款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2） 具体列示你公司报告期内新增预付款项的

对象、金额和用途，并明确预付对象与你公司的关联关系。

8、在建工程。 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在建工程6.80亿元，去年2.82亿元，同比增加141.09%。 公司

2017年年报中在建工程披露了信息显示超薄基板生产线冷却技改项目和400T超白光热材料项目，没有

披露工程进度情况；2018年年报中除上述两个项目外， 还披露了年产4800万㎡太阳能涂膜玻璃生产线

和桐城深加工4#生产线项目，该两个项目均有期初余额，其中年产4800万㎡太阳能涂膜玻璃生产线项目

进度已达到100%。 请补充披露：（1）公司年报关于在建工程信息披露的完整性和一致性，是否存在在建

工程项目未披露的情况，解释2017年年报未披露工程进度的原因以及2018年年报中后两个项目存在期

初余额的原因；（2）解释上述4个工程项目在报告期内均大幅增加投入的原因；（3）请自查并核实前述

在建工程项目是否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9、开发支出。 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末开发支出金额为1507.53万元，去年为0。 请公司：（1）结合报

告期内产品研发进展情况，说明开发支出较往年大幅增加的具体原因；（2）补充披露内部研发项目支出

资本化具体时点的会计政策，并说明在此时点如何满足会计准则关于内部开发支出资本化的具体条件；

（3）请将公司内部开发支出资本化率进行同行业比较，并说明其合理性。 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10、资产受限情况。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末受限资产总金额为8亿元，占公司总资产的17.78%。受限

资产去年金额3.14亿元，同比增加154.78%。 其中，货币资金受限金额为1.16亿元，受限原因为保证金；应

收票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受限金额约6.84亿元，受限原因为抵质押；无形资产受限金额为5282.47万

元，2017年为0。请补充披露：（1）公司本报告期内受限资产大幅增加的原因，各科目资产受限的状态、涉

及事项及风险；（2）请自查并核实受限资产前期是否应当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以及公司是否

已按要求履行。

针对前述问题，公司依据《格式准则第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定要求，认为

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披露的，应当说明无法披露的原因。

请你公司于2019年4月13日披露本问询函，并于2019年4月23日之前，披露对本问询函的回复，同时

按要求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和披露。

根据上述问询函要求，公司正组织有关部门积极准备答复工作，并将尽快就上述事项予以回复并履

行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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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阮鸿献先生进行股票质押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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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股东阮

鸿献先生通知，获悉阮鸿献先生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达成

协议，2019年4月3日阮鸿献先生将所持公司股票部分质押给中信证券进行股票质押式回

购交易融资，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

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阮鸿献 是 1,020万股 2019-4-11 2020-4-10 中信证券 5.64% 偿还前期借款

2、股东股份被冻结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阮鸿献先生此次质押的冻结股数占其所持股份的比例为5.64%，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80%，此次质押开始日期为2019年4月11日，冻结申请人为阮鸿献。

由于偿还前期借款，阮鸿献先生于2019年4月3日与中信证券签订协议，将其所持公司股

份合计10,200,000股质押给中信证券进行融资。

3、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阮鸿献先生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共持有公司股份180,921,090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31.87%。该笔质押业务前，阮鸿献先生累计共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90,

424,778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49.98%，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5.93%；完成本次质押业务

后， 阮鸿献先生累计共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100,624,778股，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55.62%，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7.72%。

经与阮鸿献先生确认，上述股票质押融资用于置换原与申万宏源证券股权质押融资

业务，该业务到期日为 2019�年 4�月17日，资金归还后可解质押股份为1,210万股，占

阮鸿献先生总持股数的 6.69%，占公司总股本的 2.13%。

4、股份质押风险提示

阮鸿献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80,921,09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1.87%。 截至本笔业

务，阮鸿献先生合计质押股份100,624,778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55.62%，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17.72%。

阮鸿献先生目前仍在履行的所有股票质押业务均未出现需要补仓情形。 同时，阮鸿

献先生尚保留80,296,312股股份未质押，若出现股价跌至质押业务警戒线，阮鸿献先生

会首先采用追加质押股票的方式，若剩余股票不足以补仓，将采用提前解除质押或追加

现金保证金的方式，避免出现质押平仓的情况。

公司将持续关注阮鸿献先生的股票质押情况，有质押变动时将及时进行公告。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名单》；

3、《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

4、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12日

证券代码：603866�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桃李面包 公告编号：2019-048

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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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1日以通讯

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于2019年4月11日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参加董事9

名，实际参加董事9名。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吴学亮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集、召开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吴学亮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实施细则的规定，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

员如下：

选举吴学亮、吴学群、盛雅莉、吴非、刘澄清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其中吴学亮为主

任委员；

选举宋长发、吴学亮、黄宇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宋长发为主任委员；

选举吴非、吴学群、宋长发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吴非为主任委员；

选举黄宇、盛龙、吴非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黄宇为主任委员。

上述人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吴学群先生为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

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执行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吴学群先生、吴学亮先生为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名，现聘任孙颖为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聘任张银安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上述人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盛雅莉、吴学亮、吴学群、吴学东、盛龙、黄宇、吴非、刘澄清、宋长发简历详见公司公告2019-029）

特此公告。

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3日

附：相关人员简历

孙颖，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2年出生，大专学历。曾任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

监助理、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张银安，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1年出生，本科学历。曾任沈阳八方塑料包装有限公司

主管会计，沈阳市桃李食品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现任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证券代码：603866�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桃李面包 公告编号：2019-049

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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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1日以通讯

方式发出，于2019年4月11日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监事王双召集并主持，应出席监事

3名，实际出席3名。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

集、召开合法有效。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情况：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选举王双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 王双简历见公司公告（2019-032）。

特此公告。

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4月13日

证券代码：603956� � � �证券简称：威派格 公告编号：2019-018

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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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嘉定区恒定路1号公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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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21,21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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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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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李纪玺先生主持，会议的出席人员、人数及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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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出席1人，董事孙海玲、柳兵、杨峰、李铎、徐宏建、王浩、张晓健及陈荣芳因为工作

原因未能现场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王式状先生、李佳木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现场出席；

3、 董事会秘书王浩丞先生及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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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218,900 99.9996 1,000 0.0004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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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218,900 99.9996 1,000 0.0004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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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218,900 99.9996 1,000 0.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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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

15,716,900 99.9936 1,000 0.0064 0 0.0000

3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

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

15,716,900 99.9936 1,000 0.0064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1项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议案经出席

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薛玉婷、徐明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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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3日

证券代码：000823 股票简称：超声电子 公告编号：2019-001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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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8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

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4,941,244,562.13 4,333,127,016.08 14.03

营业利润 374,091,504.33 288,390,433.88 29.72

利润总额 371,433,303.54 282,274,374.10 31.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9,843,536.41 191,908,277.74 40.6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5025 0.3574 40.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39% 6.25% 2.1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5,431,682,311.37 5,094,458,306.36 6.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313,594,849.50 3,118,014,904.22 6.27

股 本 536,966,000.00 536,966,000.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6.1710 5.8067 6.27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8年度，公司市场朝汽车电子、工业控制、智能家居、高端通讯领域拓展，全年销售情况良好，四大

业务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营业收入、净利润实现稳步增长。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494,124.46万元，同比上

升14.03%；营业利润37,409.15万元，同比上升29.9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6,984.35万元，

同比上升40.61%。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公司在前次业绩披露中未对下一期业绩进行预告。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上升40.61%， 不存在与前次披露的

业绩预告中预计的业绩差异的情况。

四、其他情况说明

本期业绩数据系未审计数据，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合并资产负债表

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2日

证券代码：000823 股票简称：超声电子 公告编号：2019-002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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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日-3月31日

2．预告的经营业绩：同向上升

3．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2019年1月1日-3月31日

上年同期

2018年1月1日-3月31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1460%�-1510%

盈利：214.04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622元–0.0642元 盈利：0.0040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由于本报告期汇兑损失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因此本报告期实现净利润对比去年同期大幅上升。

四、其他情况说明

本期业绩预计数据由公司计财部初步估算得出，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披

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2日

证券代码：000812� � � � � � �证券简称：陕西金叶 公告编号：2019-13号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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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本次业绩快报未经审计，所载2018年度财务数据均为初步测算数据，与最终披露的公司

2018年年度正式报告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975,810,861.09 773,765,244.47 26.11%

营业利润 56,446,964.76 62,917,154.53 -10.28%

利润总额 57,274,678.19 62,819,429.85 -8.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0,921,648.97 27,171,269.56 13.8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402 0.0600 -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6% 2.88% -0.6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614,240,119.30 2,431,153,433.57 7.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1,369,121,934.78 1,353,815,865.34 1.13%

股本 768,692,614.00 512,461,743.00 5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1.7811 2.6418 -32.58%

注： 1、上述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因实施权益分派，2018年度，公司股本由512,461,743股变更为768,692,614股。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7,581.09万元，比去年同期上升 26.11� %；营业利润5,644.70万

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0.28%；利润总额5,727.47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8.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3,092.16�万元，比去年同期上升13.80%。

2、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上升的主要原因系公司烟配板块净利润同比略有

增长。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前，公司未进行2018年度业绩预计披露。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未经审计，所载2018年度财务数据均为初步测算数据，与最终披露的公司2018年年

度正式报告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

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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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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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2019年1月1日至3月31�日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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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8万元—182.37万元

盈利：1215.77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016元—0.0024元 盈利：0.02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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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公司业绩同比下降主要是由于受市场波动影响，烟配板块净利润同比下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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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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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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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联控股” ）为公司持股5%以上非第一

大股东。 截止本公告日，新华联控股持有公司股份195,547,610股，占公司总股本9.62%。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新华联控股计划自本公告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大宗交

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21,9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6%）。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

将于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进行， 且任意连续90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

份总数的1%，任意连续90日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195,547,610 9.62%

非公开发行取得：195,547,610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最近一次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

日期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 4,452,390 0.22%

2017/11/13 ～

2018/1/30

5.3-5.52 2017/9/20

新华联控股分别于2018年4月3日和2018年10月10日披露了减持计划， 截至该两期减持计划期间届满，

新华联控股未实施减持。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

减持期间

减持

合理

价格

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新华联控股有限

公司

不超过：121,920,000股

不超过：

6%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40640000股

大 宗 交 易 减 持 ， 不 超 过 ：

81280000股

2019/5/9～

2019/10/17

按市

场价

格

非公开发行取得

自身营运资金安

排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二)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

诺√是 □否

新华联控股于2014年8月作出承诺： 对认购取得的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发行完成后自愿锁定36个

月，即2014年8月27日起36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已于2017年8月28日上市流通，

新华联控股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

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新华联控股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择机决定是否实

施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新华联控股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会导致贵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三)其他风险提示

新华联控股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

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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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进

行股份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4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