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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投资者说明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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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5月7日（星期二）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通过网络平台在线互动

一、说明会类型

公司于2019年4月18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详见公司2019年4月20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为：公司以2018年末总股本179,509,675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4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8,077,935.38元（含税），同时，公司进行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以公司2018年末总股本179,509,675股为基数,每10股转增2股。该议案尚需提交公

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关于推进上市公司召开投资者说明会工作的通

知》等相关规定，为使广大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利润分配等情况，公司决定通过网络平台在线互动的交流

方式，召开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投资者说明会（以下简称：说明会），就公司利润分配预案的具体情况

与广大投资者进行充分交流。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1、说明会召开时间： 2019年5月7日（星期二）下午 15:00-16:00；

2、说明会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参加人员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杨进女士、总经理杨涛先生、董事会秘书高艳女士、财务总监

狄洁华女士等。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在2019年5月7日15:00-16：00�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

线直接参与本次说明会。

2、投资者可在2019年5月6日17:00�前通过公告后附的电话、传真或者电子邮件方式联系公司，提

出所关注的问题，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李崧、高冉

联系电话： 029-89129355

传真：029-89129350

邮箱：qjwlxjfh@126.com

特此公告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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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之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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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4,564,607股

2、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5月8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为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限售股份

（二）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基本情况

经公司2014年12月24召开的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证监会” ）《关于核准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拉萨行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642�号）批准，公司获准于2015年向拉萨行动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拉萨行动” ）发行44,858,523�股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南京烽火星空通信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烽火星空” ）49%股权，并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4,837,819�股新股募集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此次交易” ）。

公司实施 2014�年度权益分派后， 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发行价格和发

行数量进行了调整，并于2015年5月29日刊登《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2014年度权益分派

后调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15-022号）， 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由14.49元/股调整为14.24元/

股，向交易对方拉萨行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发行股份数量由44,858,523股调整为45,646,067股；本次

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底价由14.49元/股调整为14.24元/股，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2.15亿元，配

套融资发行数量由原来的不超过14,837,819股调整为不超过15,098,314股。

公司此次发行的股份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股份

数量（股）

登记日期 限售期安排

1 拉萨行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45,646,067 2015.06.04 参见“（三）限售股锁定期安排”

2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714,285 2015.07.02 本次发行结束日起12个月

3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合宇通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14,285 2015.07.02 本次发行结束日起12个月

4

深圳市国能金汇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1,142,857 2015.07.02 本次发行结束日起12个月

5 上银瑞金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428,571 2015.07.02 本次发行结束日起12个月

6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42,859 2015.07.02 本次发行结束日起12个月

(三)本次交易中各发行对象通过认购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锁定期安排如下：

1、拉萨行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烽火通信与拉萨行动于2014年11月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烽火通

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修订稿）》（以下简称“《发行

报告书》” ），拉萨行动对其认购的股份承诺如下：

“（1）、拉萨行动以所持烽火星空股权认购的烽火通信本次发行的股份，自该等股份发行完成之日

起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转让或上市交易，因业绩预测补偿而被上市公司回购的情形除外。 除前述条件外，

该等股份按照下述安排分期解锁：

解锁期 解锁前提条件 解锁股份数

第一期

自本次发行结束届满

12个月之日起

烽火通信2015年度审计报告出

具、 合格审计机构对标的资产实

际盈利数与利润预测数的差异情

况出具专项审核意见且拉萨行动

履行完毕在 《业绩补偿协议》项

下补偿义务（如需）

可转让或上市交易（即“解锁” ，下同）的甲

方股份=新增股份总数的30%-发行结束之

日起至本次解锁条件具备之日止按 《业绩

补偿协议》约定应补偿的股份数（计算结果

如出现不足1股的尾数应舍去取整）。

若上述解锁数量≤0，则本期无股份解

锁。

第二期

烽火通信2016年度审计报告出

具、 合格审计机构对标的资产实

际盈利数与利润预测数的差异情

况出具专项审核意见且拉萨行动

履行完毕在 《业绩补偿协议》项

下补偿义务（如需）

解锁数量=新增股份总数的60%-发行结束

之日起至本次解锁条件具备之日止按 《业

绩补偿协议》约定应补偿的股份数-第一次

解锁股份数量（计算结果如出现不足1股的

尾数应舍去取整）。

若上述解锁数量≤0，则本期无股份解

锁。

第三期

烽火通信2017年度审计报告出

具、 合格审计机构对标的资产实

际盈利数与利润预测数的差异情

况出具专项审核意见且拉萨行动

履行完毕在 《业绩补偿协议》项

下补偿义务（如需）

解锁数量=新增股份总数的90%-发行结束

之日起至本次解锁条件具备之日止按 《业

绩补偿协议》 约定应补偿的股份数-第一、

二次解锁股份数量（计算结果如出现不足1

股的尾数应舍去取整）。

若上述解锁数量≤0，则本期无股份解

锁。

第四期

烽火星空2018年度审计报告出

具后，且拉萨行动在《业绩补偿

协议》项下补偿义务均已履行完

毕

解锁数量=新增股份总数的100%-发行结

束之日起至本次解锁条件具备之日止按

《业绩补偿协议》约定应补偿的股份数-第

一、二、三次解锁股份数量。

若上述解锁数量≤0，则本期无股份解

锁。

拉萨行动认购的烽火通信本次发行的股份，如因烽火通信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新增股份，亦遵

守上述约定。

（2）拉萨行动承诺本次认购的烽火通信股份在履行前述锁定承诺后减持将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相关证券监

管部门及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以及烽火通信《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除上述承诺以外，拉萨行动转让持有的烽火通信股份，将遵守股份转让当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 ”

2、除拉萨行动外的其他发行对象：自该等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1、2015年10月2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公司激励对象张丽雅等6人因辞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董事会同

意对张丽雅等6人已获授权但尚未解锁的22.5万股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并注销。 上述22.5万股尚未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于2016年2月2日完成注销后，公司股本由1,046,918,471股减少为1,046,693,474股。

2、2016年8月30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激励对象赵咸红等8人因个人原因已辞职，根据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上述8人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锁的25万股限制性股票由公司

回购并注销；激励对象中的42人因2015年度个人绩效考核不符合全部解锁要求，其获授限制性股票中第

一个解锁期不可解锁部分合计170,508股，将由公司回购并注销；合计回购并注销股份数420,508股。上

述420,508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于2016年11月17日完成注销后， 公司股本由1,046,693,474股减

少为1,046,272,966股。

3、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287号文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67,

974,349股， 每股发行价格为26.51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1,801,999,991.99元， 扣除发行费用27,323,

560.7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1,774,676,431.29元。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

天职业字[2017]17032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17�

年9�月2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

成后，公司股本由1,046,272,966股增加为1,114,247,315股。

4、2017年8月15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鉴于9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辞职，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

定，上述9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186,667股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并注销；激励对象中的36人因2016

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未达标， 其获授限制性股票中已确认第二个解锁期不可解锁部分共计121,674股，由

公司回购并注销；合计回购并注销股份数308,341股。 上述308,341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于2017年

11月17日完成注销后，公司股本由1,114,247,315股减少为1,113,938,974股。

5、2018年8月16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回购并注销因15名离职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且未解锁的178,338股

限制性股票；回购并注销因9名激励对象考核未达标，其获授限制性股票中已确认第三个解锁期不可解

锁部分共计24,002股；上述合计回购并注销股份数202,340股。 上述202,340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于2018年11月2日完成注销后，公司股本由1,113,938,974股减少为1,113,736,634股。

6、2018年9月4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议案。根据《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相关规

定及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董事会实际向1,700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5,496.40万股， 并于

2018年11月7日办理完成前述股份的登记手续。 本次授予完成后，公司股本由1,113,736,634股增加为

1,168,700,634.00元。

除上述情形外，2015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未有其他变化。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烽火通信与拉萨行动签署了《业绩补偿协议》，拉萨行动承诺如下：烽火星空2015年度、2016年度、

2017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15,112万元、17,

545万元和19,821万元；在承诺年度内，若烽火星空的累积实现净利润未达到累积净利润承诺的，拉萨

行动应以本次交易完成后其从烽火通信获得的股份及现金向烽火通信进行补偿。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职业字[2016]7412-2号”《南京烽火星空

通信发展有限公司2015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天职业字 [2017]9801号”《南京烽火

星空通信发展有限公司2016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及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8]第ZE10440号”《南京烽火星空通信发展有限公司2017年度业绩承诺实

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烽火星空于2015至2017年度业绩承诺均已实现，不存在补偿义务。

2019年4月25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南京烽火星空通

信发展有限公司2018年度审计报告》。

本次限售股解锁条件已达成。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4,564,607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39%。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占总股本比例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剩余限售股份数量

1

拉萨行动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

4,564,607 0.39 4,564,607 0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时间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5月8日。

（三）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情况与发行报告书所载内容的差异情况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情况与《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报告书》（修订稿）所载情况一致。

五、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变动前

变动数

（＋，－）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1、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6,797,435 6,797,435

2、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4,564,607 -4,564,607 0

3、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63,817,192 63,817,192

4、其他 168,000 168,00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75,347,234 -4,564,607 70,782,627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A�股 1,093,353,400 +4,564,607 1,097,918,007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093,353,400 +4,564,607 1,097,918,007

股份总额 1,168,700,634 0 1,168,700,634

六、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关于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之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核查意见》，认为：

1、烽火通信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和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2、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其在《发行报告书》中作出的关于股份锁定承诺和其

他限售相关承诺的情形。

3、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申请解除限售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附件

1、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之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核查意见》；

2、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南京烽火星空通信发展有限公司2018年度审计报

告》。

特此公告。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

000883

证券简称：湖北能源 公告编号：

2019-032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收购秘鲁查格亚水电站项目公司股权事项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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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2017�年 8�月 24�日，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投资收购秘鲁查格亚水电站项目公司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 ACE�

INVESTMENT� FUND� II� LP（以下简称ACE）及国新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新国际）共同投

资，收购 Empresa� de� Generación� Huallaga� S.A.（秘鲁查格亚水电站项目公司，以下简称EGH或

标的公司）全部股权。 2017年9月12�日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事项。

2017年8月25� 日，公司、ACE、国新国际与 Odebrecht� Energia� del� Perú S.A.和 Odebrecht�

Energía� S.A.（以下简称卖方）经协商， 就卖方出售其所持EGH100%股权事宜签订了《股权购买协

议》， 拟以企业价值13.9亿美元收购该项目。 最终成交价格将根据交割时 EGH经审计的营运资本、债

务、现金等情况进行调整，股权出资额预计不超过6.93亿美元，公司持股比例为40%，对应股权投资金额

不超过2.772亿美元。

投资事项详细内容见2017年8月 25�日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湖北

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收购秘鲁查格亚水电站项目公司股权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7-040）。

二、交易进展情况

（一）交易审批进展

本次交易取得国家发改委颁发的《项目备案通知书》、商务部颁发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获得秘

鲁司法部批准，并完成湖北省外汇管理局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8年12月1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湖北能源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收购秘鲁查格亚水电站项目公司股权事项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2018-051）

（二）交割进展

2019年4月25日（秘鲁当地时间），公司、ACE、国新国际按照《股权购买协议》约定，共同向卖方支

付交易对价14.1亿美元，其中股权出资6.4亿美元，公司按股权比例对应出资2.56亿美元；同时，完成EGH

股东变更登记事宜。至此，本次投资收购秘鲁查格亚水电站项目公司股权事项已全部完成。交割完成后，

公司所持EGH股权占其股本总额的40%。

特此公告。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601901

证券简称：方正证券 公告编号：

2019-045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瑞士信贷对瑞信方正非公开协议单方面增资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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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6月15日召开的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同

意瑞士信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士信贷” ）以非公开协议方式单方面向瑞信方正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信方正” ）增资，增资完成后，瑞士信贷对瑞信方正的持股比例由增资前的

33.30%提高至51.00%，并成为瑞信方正的控股股东；公司放弃本次增资权，对瑞信方正的持股比例由增

资前的66.70%降低至49.00%。 2018年9月20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转发的北大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关于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下属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属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增资事项的回复》（资复字第2018[021]号），北大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同意本次增资事项，并要求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办理清产核资、资产评估等国有资产管理审批手续。公司已收到财政部关于瑞信方正

清产核资立项以及结果确认的批复， 并已完成就本次增资扩股事宜所涉及的瑞信方正股东全部权益的

资产评估工作。 2019年4月15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同意公司与瑞士信贷签署本

次增资的相关协议。 上述相关事项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2019年4月25日，公司收到北大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转发的北京大学《关于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下

属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批复》（校发[2019]126号），北京大学同意本次增资事项，最终的

增资价格以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值为准。

本次增资尚需履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程序及相关监管部门的审批程序， 审批时间及结果

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本次增资的交割需满足一定的先决条件，先决条件能否满足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本次增资事项最终能否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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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911

证券简称：佛燃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41

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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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近日，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佛山市天然气高压管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压管网公司” ）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

的《营业执照》。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于2019年3月2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

增资的议案》、《关于签署〈佛山市天然气高压管网有限公司增资协议的补充协议（三）〉的议案》，同意

公司向高压管网公司进行增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3月22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

向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2）、《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9-015）。 同时根据经营发展需要，高压管网公司变更了法定代表人。

高压管网公司本次工商变更登记情况如下：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法定代表人 殷红梅 郑权明

注册资本 60,000万元人民币 80,000万元人民币

除上述变更事项外，高压管网公司营业执照其他信息不变。 高压管网公司取得最新换发的《营业执

照》的具体内容如下：

1、公司名称：佛山市天然气高压管网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07684212246

3、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住所：佛山市禅城区季华五路25号3楼301-303室（住所申报）

5、法定代表人：郑权明

6、注册资本：人民币捌亿元

7、成立日期：2004年10月28日

8、营业期限：长期

9、经营范围：统一接收所有进入佛山市地域范围内的管道天然气，向城市燃气企业及大型直供用户

销售天然气；天然气输配管网、场站和压缩天然气（CNG）加气母站的投资、建设、经营；天然气购销[含

管道天然气、液化天然气（LNG）、压缩天然气（CNG）]；液化天然气（LNG）储存、加工（气化）、销售；

压缩天然气（CNG）生产（加工）、销售；场地租赁、设备租赁、管材销售、设备使用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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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特此公告。

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股票简称：山东钢铁 证券代码：

600022

编号：

2019-021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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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及公司指定媒体披露了《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经查，现对该报告部

分内容更正如下：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更正前：

本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变动比例（℅）

应收账款 462,491,306.89 107,519,534.67 330.15

更正后：

本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变动比例（℅）

应收账款 462,375,975.78 107,519,534.67 330.04

四、附录

1.1�财务报表

更正前：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19年3月31日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7,482,892,773.78 6,717,454,567.82

其中：应收票据 7,020,516,798.00 6,609,935,033.15

应收账款 462,491,306.89 107,519,534.67

更正后：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19年3月31日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7,482,892,773.78 6,717,454,567.82

其中：应收票据 7,020,516,798.00 6,609,935,033.15

应收账款 462,375,975.78 107,519,534.67

更正前：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19年3月31日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6,191,306,729.56 6,286,942,168.92

其中：应收票据 6,164,967,144.97 6,267,195,446.39

应收账款 95,583,196.38 19,746,722.53

更正后：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19年3月31日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6,191,306,729.56 6,286,942,168.92

其中：应收票据 6,159,967,144.97 6,267,195,446.39

应收账款 31,339,584.59 19,746,722.53

更正前：

合并利润表

2019年1—3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19年第一季度 2018年第一季度

财务费用 193,121,498.64 108,317,017.76

其中：利息费用 278,517,510.88 123,276,338.74

利息收入 13,647,036.78 16,705,310.18

更正后：

合并利润表

2019年1—3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19年第一季度 2018年第一季度

财务费用 193,121,498.64 108,317,017.76

其中：利息费用 201,789,039.75 123,276,338.74

利息收入 13,647,036.78 16,705,310.18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其它内容不变。 修订后的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正

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敬请关注。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

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

603387

证券简称：基蛋生物 公告编号：

2019-071

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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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重庆麒厚西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重庆麒厚” ）的减持股份计划公告日至本公告日期间，公司因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32,200

股，股份总额由186,044,845股变更为186,012,645股。 以下持股比例、减持比例均按照公司当前总股

本186,012,645股计算。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减持计划公告日（2018年10月24日），重庆麒厚持有公司股份4,557,

822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2.4503%。 上述股份来源于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及上市后以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份。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收到重庆麒厚的《股份减持结果的告知函》。

截至本公告日， 重庆麒厚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3,588,855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9294%。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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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麒厚西海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5%以下股东 4,557,822 2.4503%

IPO前取得：1,913,176股

其他方式取得：2,644,646股

注：其他方式取得是指2018年6月1日实施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45元（含

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

量（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

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

成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

（股）

当前持股

比例

重庆麒厚西海

股权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3,588,

855

1.9294

%

2018/10/2

9～

2019/4/26

集中竞

价交易

27.638

－

42.363

115,276,

035.88

未完成 ：

968,966

股

968,967 0.5209%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4/26

证券代码：

600687

股票简称：

ST

刚泰 公告编号：

2019-036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业绩预亏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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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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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

（二）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公司于2019年1月31日披露了《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公告编号2019-006），预计2018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出现亏

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0,000.00万元到-110,000.00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82,000.00万元到-108,000.00万元。

（三）更正后的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再次测算，预计2018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出

现亏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5,000.00万元到-117,000.00万元。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121,000.00万元到-123,000.00万元。

（四）本次预计的业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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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15.31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7,485.00万元。

（二）每股收益：0.366元。

三、本期业绩预亏更正的主要原因

公司本次业绩预亏更正主要原因如下：

（一）2018年，受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不利影响，一些企业在经营上遇到困难，公司客户的回款速

度变慢，增加了坏账准备计提额。

（二）报告期内，部分子公司资产出现减值迹象，根据资产减值测试结果，比原预计的资产减值有所

增加。

（三）2018年影视行业整顿力度加强，监管态势趋严，受到行业政策的影响，以及公司整体流动性的

收紧，相关业务的开展比较困难，计提的减值准备比预计的较大。

四、风险提示

由于公司 2018�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工作尚未完成，经审计财务数据与业绩预告可能存在差异，以上

更正后的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经审计后的 2018�年年报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董事会致歉说明

公司及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影响深表歉意， 董事会将督促管理层及财务部

门加强与年审注册会计师的沟通，坚持谨慎性原则，保障业绩预测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同时加强公司治

理及内部控制，避免此类事项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603501 证券简称：韦尔股份 公告编号：2019-035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

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反馈回复修订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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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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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82158

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要求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

公司收到反馈意见后，会同中介机构对相关问题进一步论证、核查，同时根据公司2018年度审计报

告、标的公司2018年度审计报告更新了财务数据及相关内容，并于2019年4月3日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

了公开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韦尔半导体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82158号） 的反馈意见回

复》等相关文件。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审核意见，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针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分析，并

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了补充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

反馈意见通知书〉（182158号）的反馈意见回复（修订稿）》等相关文件。

现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意见，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针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了进一步补充和修订，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82158号） 的反馈意见回复 （修订

稿）》等相关文件。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

核准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审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

601872

证券简称：招商轮船 公告编号：

2019-043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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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蛇口工业二路明华国际会议中心C座二楼明荣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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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288,271,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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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6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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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董事长谢春

林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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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董事长解正林先生、宋德星先生，董事苏新刚先生、田晓燕女士，

独立董事张良先生、曲毅民先生、吴树雄先生、权忠光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2人，出席2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孔康先生出席会议；公司副总经理刘威武先生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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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7,085,333 99.9723 1,186,423 0.0277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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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8,913,726 99.8826 1,185,223 0.1174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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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8,912,526 99.8825 1,185,223 0.1173 1,200 0.0002

4、 议案名称：关于批准与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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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8,913,726 99.8826 1,185,223 0.1174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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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8,913,726 99.8826 1,185,223 0.1174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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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7,086,533 99.9723 1,185,223 0.0277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截止2018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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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7,086,533 99.9723 1,185,223 0.0277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及招商局轮船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

方式增持股份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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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8,902,426 99.8815 1,196,523 0.1185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转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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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7,085,333 99.9723 1,186,423 0.0277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当期每股收益的影响及填补回报安排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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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7,116,733 99.9730 1,155,023 0.0270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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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7,249,733 99.9761 1,022,023 0.0239 0 0.0000

12、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蒋红梅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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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7,151,033 99.9738 1,104,523 0.0257 16,200 0.0005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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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1

关于选举王永新先生

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董事的议案

4,284,650,340 99.9155 是

13.02

关于选举赵耀铭先生

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董事的议案

4,284,652,339 99.9155 是

13.03

关于选举邓伟栋先生

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董事的议案

4,284,650,339 99.9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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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

的议案

96,026,

100

98.7795 1,186,423 1.2205 0 0.0000

2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

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

案

96,027,

300

98.7807 1,185,223 1.2193 0 0.0000

3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

股票预案的议案

96,026,

100

98.7795 1,185,223 1.2192 1,200 0.0013

4

关于批准与本次发行认购

对象签订 《附条件生效的

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

议》的议案

96,027,

300

98.7807 1,185,223 1.2193 0 0.0000

5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

项的议案

96,027,

300

98.7807 1,185,223 1.2193 0 0.0000

6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

析报告的议案

96,027,

300

98.7807 1,185,223 1.2193 0 0.0000

7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截止

2018年12月31日）

96,027,

300

98.7807 1,185,223 1.2193 0 0.0000

8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

准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及

招商局轮船有限公司免于

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的议

案

96,016,

000

98.7691 1,196,523 1.2309 0 0.0000

9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及董事会转授权

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

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

议案

96,026,

100

98.7795 1,186,423 1.2205 0 0.0000

10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

股票摊薄当期每股收益的

影响及填补回报安排的议

案

96,057,

500

98.8118 1,155,023 1.1882 0 0.0000

11

关于审议公司未来三年股

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96,190,

500

98.9486 1,022,023 1.0514 0 0.0000

12

关于选举蒋红梅女士为公

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

案

96,091,

800

98.8471 1,104,523 1.1361 16,200 0.0168

13.01

关于选举王永新先生为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

案

93,591,

107

96.2747

13.02

关于选举赵耀铭先生为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

案

93,593,

106

96.2767

13.03

关于选举邓伟栋先生为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

案

93,591,

106

96.274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议案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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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及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为招商局轮船有限公司、中国经贸船务有限公司、中国外运长航集团

有限公司，上述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为议案2、3、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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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魏伟、杨楚寒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九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现场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九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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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

601872

证券简称：招商轮船 公告编号：

2019[044]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

控制人下属全资子公司之间协议转让所持

本公司部分股权过户进展情况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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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8年11月13日，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告《关于实际控制人下属

全资子公司之间拟协议转让所持本公司部分股权的提示性公告》，公司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招商局集团” ）下属全资子公司招商局轮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局轮船” ）已于2018

年11月12日分别与中国经贸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贸船务” ）、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外运长航” ）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招商局轮船拟受让经贸船务持有的公司767,154,545股A

股股份及中外运长航持有的公司14,700,000股A股股份，合计781,854,545股A股股份，约占公司已发

行总股本的12.89%（以下合称“本次转让” ）。

2018年12月27日，公司公告《关于招商局轮船有限公司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义务获得中国证监会核

准的公告》及《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本次转让已完成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管理信

息系统备案程序以及中国证监会核准豁免要约收购义务。

2019年1月26日，公司发布《关于实际控制人下属全资子公司之间协议转让所持本公司部分股权过

户进展情况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9[011]）。

2019年2月27日，公司发布《关于实际控制人下属全资子公司之间协议转让所持本公司部分股权过

户进展情况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2]）。

2019年3月27日，公司发布《关于实际控制人下属全资子公司之间协议转让所持本公司部分股权过

户进展情况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5]）。

截至本公告日，根据交易双方的协商，本次转让涉及的股份交割过户时间将有所延后，交易双方就

此安排无异议，公司将根据本次转让股份登记过户的进展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