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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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三祥新材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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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祥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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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三祥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董事、常务

副总经理杨辉先生，董事、技术总监叶旦旺先生，副总经理肖传周先生，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郑雄

先生及财务总监范顺琴女士合计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27,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1658%（以截

至2019年4月17日收市后总股本135,708,360为基数计算）。 2019年5月，公司实施了资本公积转

增， 每10股转增4股， 故持股数量由资本公积转增前合计持有227,000股变更为转增后合计持有

317,800股。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2019年7月12日公司收到杨辉先生《股份减持进展告知函》，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肖传周先

生、范顺琴女士、叶旦旺先生及杨辉先生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郑雄先生减持未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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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辉

董事

、

监 事

、

高 级 管

理人员

63,000 0.03316%

其他方式取得

：

63,000

股

叶旦旺

董事

、

监 事

、

高 级 管

理人员

63,000 0.03316%

其他方式取得

：

63,000

股

郑雄

董事

、

监 事

、

高 级 管

理人员

65,800 0.03463%

其他方式取得

：

63,000

股

集中竞价交 易取得

：

2,800

股

肖传周

董事

、

监 事

、

高 级 管

理人员

63,000 0.03316%

其他方式取得

：

63,000

股

范顺琴

董事

、

监 事

、

高 级 管

理人员

63,000 0.03316%

其他方式取得

：

63,000

股

备注：上述股份来源中“其他方式取得”均为2018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取得。

2019年5月公司实施了资本公积转增，每10股转增4股，故持股数量由资本公积转增前合计持

有227,000股变更为转增后合计持有317,8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

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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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前持

股数量

（

股

）

当前持

股比例

杨辉

15,600 0.0082%

2019/5/14 ～

2019/7/12

集中竞价交易

16-16 249,600 47,400

0.02495

%

叶旦旺

15,600 0.0082%

2019/5/14 ～

2019/6/3

集中竞价交易

17.7-18.16 279,800 47,400

0.02495

%

郑雄

5,700 0.0030%

2019/5/14 ～

2019/11/8

集中竞价交易

17.22 -

18.30

103,554 60,100

0.03163

%

肖传周

15,600 0.0082%

2019/5/14 ～

2019/5/30

集中竞价交易

15.78 -

16.82

257,811 47,400

0.02495

%

范顺琴

15,600 0.0082%

2019/5/14 ～

2019/5/30

集中竞价交易

15.71 -

15.96

246,217 47,400

0.02495

%

注：肖传周先生、范顺琴女士已于2019年5月30日减持完毕，详见公司于2019年6月1日在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披露的《三祥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9-055）。 叶旦旺先生已于2019年6月3日减

持完毕， 详见公司于2019年6月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披露的《三祥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57），杨辉先生已于2019年7月12日减持完毕，具体内容详见上表。

（二）

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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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雄先生减持未过半，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计划及

如何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减持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

特此公告。

三祥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16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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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中国国航 公告编号：

2019-023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主要运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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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2019年6月，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及所属子公司（以下简称“本集

团” ）合并旅客周转量（按收入客公里计）同比上升、环比下降。客运运力投入（按可用座位公里计）

同比上升4.2%，旅客周转量同比上升4.8%。 其中，国内客运运力投入同比上升1.2%，旅客周转量同比

上升1.3%； 国际客运运力投入同比上升7.5%， 旅客周转量同比上升9.2%； 地区运力投入同比上升

18.3%，旅客周转量同比上升17.0%。 平均客座率为80.6%，同比上升0.4个百分点，其中，国内航线上

升0.1个百分点，国际航线上升1.2个百分点，地区航线下降0.9个百分点。

货运方面，2019年6月货运运力投入（以可用货运吨公里计）同比下降2.1%，货邮周转量（按收

入货运吨公里计）同比下降5.8%，运输量同比下降5.3%；货邮载运率为48.2%，同比下降1.9个百分

点。

2019年6月1日起，新增大理-合肥航线（每周七班）；6月10日起，新增北京-喀什航线（每周四

班）；6月12日起，新增杭州-罗马航线（每周三班）。

2019年6月，本集团共引进4架A320系列飞机，退出A320、B737-800和A319飞机各1架。 截至

2019年6月底，本集团合计运营676架飞机，其中自有飞机283架，融资租赁194架，经营租赁199架。

2019年6月主要运营数据如下表：

本月实际完成数

比上年同期增

长

(%)

环比增长

(%)

当年累计

完成

比上年同期累计

增长

(%)

一

、

运输能力

1

、

可用吨公里

(

百万

)1 2,939.2 2.3 -5.2 18,319.4 5.0

其中

:

国内航线

1,457.2 -1.1 -6.0 9,423.2 1.9

国际航线

1,366.7 4.9 -4.6 8,212.6 7.9

地区航线

115.3 20.2 -3.1 683.6 16.5

2

、

可用座位公里

(

百万

)2 23,449.5 4.2 -3.2 141,728.2 5.7

其中

:

国内航线

13,206.1 1.2 -3.8 81,574.2 3.2

国际航线

9,284.6 7.5 -2.3 54,504.1 8.8

地区航线

958.8 18.3 -2.7 5,649.9 15.8

3

、

可用货运吨公里

(

百万

)3 824.0 -2.1 -10.1 5,530.7 3.4

其中

:

国内航线

269.6 -9.7 -14.5 2,080.6 -2.6

国际航线

529.7 1.3 -8.0 3,300.4 6.9

地区航线

24.7 25.7 -4.6 149.8 17.4

二

、

运输

1

、

收入吨公里

(

百万

)4 2,071.3 2.2 -3.7 12,476.0 4.4

其中

:

国内航线

1,085.2 0.3 -3.1 6,658.4 2.2

国际航线

907.2 3.6 -4.6 5,349.5 6.3

地区航线

78.9 16.1 -2.5 468.1 16.1

2

、

收入客公里

(

百万

)5 18,889.5 4.8 -2.6 114,783.4 6.4

其中

:

国内航线

10,842.5 1.3 -3.0 67,083.2 3.0

国际航线

7,287.1 9.2 -2.1 43,131.9 10.9

地区航线

759.9 17.0 -2.6 4,568.3 17.7

3

、

收入货运吨公里

(

百万

)6 397.3 -5.8 -6.1 2,333.5 -2.2

其中

:

国内航线

122.2 -6.2 -2.5 734.7 -2.9

国际航线

267.2 -5.9 -7.9 1,555.2 -1.9

地区航线

7.9 5.2 -0.9 43.6 0.2

4

、

乘客人数

(

千

) 9,192.4 2.7 -3.2 56,482.8 5.1

其中

:

国内航线

7,320.4 0.7 -3.3 45,003.0 2.7

国际航线

1,383.0 9.5 -3.0 8,577.2 15.0

地区航线

489.0 18.5 -1.3 2,902.6 17.9

5

、

货物及邮件

(

吨

) 115,310.7 -5.3 -3.9 688,714.9 -1.6

其中

:

国内航线

75,518.4 -6.1 -1.7 451,272.1 -3.0

国际航线

35,148.4 -4.3 -8.5 211,346.1 1.6

地区航线

4,643.9 1.6 -1.1 26,096.7 -2.5

三

、

载运率

1

、

客座利用率

(%)7 80.6 0.4 0.4 81.0 0.5

其中

:

国内航线

82.1 0.1 0.6 82.2 -0.1

国际航线

78.5 1.2 0.2 79.1 1.5

地区航线

79.3 -0.9 0.1 80.9 1.3

2

、

货物及邮件载运率

(%)8 48.2 -1.9 2.0 42.2 -2.4

其中

:

国内航线

45.3 1.7 5.6 35.3 -0.1

国际航线

50.4 -3.8 0.1 47.1 -4.2

地区航线

32.0 -6.3 1.2 29.1 -5.0

3

、

综合载运率

(%)9 70.5 -0.1 1.1 68.1 -0.4

其中

:

国内航线

74.5 1.0 2.2 70.7 0.2

国际航线

66.4 -0.9 0.0 65.1 -1.0

地区航线

68.4 -2.4 0.4 68.5 -0.2

注：1、可用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可用运载吨位数量

2、可用座位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可出售座位数量

3、可用货运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可载货物及邮件吨位数量

4、收入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运载（乘客及货物）吨位量

5、收入客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旅客人数

6、收入货运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运载货物及邮件吨位

7、客座利用率指以收入客公里除以可用座位公里所得的百分比

8、货物及邮件载运率指以收入货运吨公里除以可用货运吨公里所得的百分比

9、综合载运率指以收入吨公里除以可用吨公里所得的百分比

以上主要运营数据来自本集团内部统计，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 投资者

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中国北京，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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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83� � � � � � � � � � � �证券简称：博信股份 公告编号：2019-060

江苏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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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监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监事周舒天女士、监事

黎书文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 因个人原因，周舒天女士、黎书文女士申请辞去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职

务。 辞职后，周舒天女士、黎书文女士不再担任公司其他任何职务。

周舒天女士、黎书文女士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监事会人数低于《公司法》规定的法定最低人数，根据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周舒天女士、黎书文女士的辞职将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

监事后生效。 在此之前，周舒天女士、黎书文女士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

监事职责。公司将按照规定程序尽快完成监事增补工作。公司和公司监事会对周舒天女士、黎书文女士

在任职期间对公司所做出的工作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江苏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7月16日

证券代码：

600083

证券简称：博信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61

江苏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被轮候冻结

及实际控制人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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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信股份” 、“公司”或“本公司” ）经了解获悉，近日

公司控股股东苏州晟隽营销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晟隽” ）所持有本公司的股份被轮候冻结，

实际控制人罗静女士所持有本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 具体情况如下：

一、控股股东股份被轮候冻结及实际控制人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具体情况

经了解， 因上海歌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公司实际控制人罗静女士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诉讼，公

司实际控制人罗静女士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1,250,500股被上海金融法院予以司法冻结， 冻结期限自

2019年7月12日起至2022年7月11日止，罗静女士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全部司法冻结，占公司总股本

的0.5437%； 同时公司控股股东苏州晟隽持有的公司股份65,300,094股被上海金融法院予以轮候冻

结，冻结起始日自2019年7月12日起，冻结期限为三年，苏州晟隽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全部被轮候冻结，占

公司总股本的28.3913%。

二、控股股东股份被轮候冻结及实际控制人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原因

因公司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罗静女士被刑事拘留，公司目前尚未收到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就前

述股份冻结的书面通知等相关文件，具体冻结原因及情况尚待核实,核实后公司将及时履行相应信息

披露义务。

三、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实际控制人股份被司法冻结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苏州晟隽持有公司股份65,300,09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8.3913%。 苏州晟隽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被质押65,300,094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100%，占公司总股本的28.3913%。

苏州晟隽持有的公司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65,300,094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100%，占公司总股

本的28.3913%。 苏州晟隽持有的公司股份累计被轮候冻结65,300,094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100%，

占公司总股本的28.3913%。 苏州晟隽持有的公司全部股份于2019年7月1日被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司法冻结、2019年7月3日被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轮候冻结的相关情况详见《博信股份关于控股

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的公告》（2019-056）。

公司实际控制人罗静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250,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437%。 公司实际控制人

罗静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1,250,500股， 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100%， 占公司总股本的

0.5437%。

四、控股股东股份被轮候冻结及实际控制人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实际控制人罗静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250,500股，持股比例为0.5437%，通过公司控股股

东苏州晟隽营销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65,300,094股，持股比例为28.3913%。 罗静女士及其

一致行动人共计持有公司股份66,550,59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8.9350%。 目前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

变化。

公司与苏州晟隽在资产、业务、财务等方面均保持独立，上述情况不影响公司的生产经营，公司将

密切关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持公司股份的变动情况及其影响，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16日

证券代码：

000046

证券简称：泛海控股 公告编号：

2019-092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参加北京辖区深市上市公司投资者

集体接待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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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加强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交流，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北

京上市公司协会、深圳全景网络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2019年北京辖区深市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

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在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活动时间为

2019年7月18日（星期四）15:00至17:00。 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天下” 参与本次互动交流（http:

//rs.p5w.net/html/103630.shtml），或扫描二维码登录参与。

届时公司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陈怀东及财务总监刘国升将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与投资者

就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等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沟通，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046

证券简称：泛海控股 公告编号：

2019-093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

2018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调整非公开发行

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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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1.�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由不低于9.06元/股调整为不低于8.91元/股。

2.�本次非公开发行数量由不超过1,313,465,783股调整为不超过1,335,578,002股。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概述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3月14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

临时会议、于2016年3月31日召开了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度非

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

2016年4月26日，公司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经分红除息后，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9.36元/股（金额币种为人民币，下

同），发行数量不超过1,602,564,102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公司本次发行已于2016年7月13日

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

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对本次发行方案中的发行数量、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等进行调整，调整后的发行

股票数量为“按照发行底价9.36元/股计算，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合计不超过1,271,367,521股” 。

2017年5月16日、2018年5月18日，公司分别召开2016年度股东大会、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公司当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经过两次分红除息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低于9.06元/股，发行数

量不超过1,313,465,783股。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2016年3月15日、2016年4月1日、2016年4月27日、2016年6月25日、2017年1月

18日、2017年5月17日、2017年7月14日、2018年5月19日、2018年7月31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二、公司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及实施情况

2019年5月8日，公司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2019年6

月28日，公司披露了《公司2018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7月4日，

除权除息日、红利发放日为2019年7月5日（上述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5月9日、2019年6月28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目前，公司2018年度权益分

派方案已实施完毕。

三、本次发行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调整情况

鉴于公司已实施完毕上述权益分派方案，现对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一）发行价格调整

公司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完成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由“不低于9.06元/股” 调整为“不

低于8.91元/股” 。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调整后的发行价=调整前的发行价-每股现金红利=9.06元/股-0.15元/股=8.91元/股。

（二）发行数量调整

根据调整后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发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调整后的发行数量为不超过1,335,

578,002股。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调整后的发行数量=募集资金总额÷调整后的发行价=11,900,000,000元÷8.91元/股=1,335,

578,002股。

（三）除以上调整外，本次发行方案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特此公告。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482

证券简称：广田集团 公告编号：

2019-045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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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07月15日(星期一)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07月14日至2019年07月15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07月15日上午9:30—11:

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07月

14日15:00至2019年07月15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会议室（深圳市罗湖区深南

东路2098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范志全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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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人， 代表股份856,396,646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5.7086％。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 代表股份855,685,146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5.662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711,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463％。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9人， 代表股份36,259,751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3587％。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 代表股份35,548,251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312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711,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46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律师代表列席会议。

三、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认真审议，以记名方式进行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具体表决结果

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 同意856,391,4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4％；反对5,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6,254,5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7％；

反对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注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856,396,6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表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

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3002

证券简称：宏昌电子 公告编号：

2019-021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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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标的名称:� 宏昌电子材料有限公司（EPOXY� BASE(H.K.)� ELCTRONIC� MATERIAL�

LIMITED）

●投资金额：1,030万美元

●本次对外投资尚需有关部门的审批或备案，是否顺利实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19年7月15日，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宏昌电子材料有限公司（香港）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向全资子

公司宏昌电子材料有限公司（EPOXY� BASE(H.K.)� ELCTRONIC� MATERIAL� LIMITED）（以下

简称“香港宏昌” ）增加注册资本1,030万美元，用于补充香港宏昌营运资金，开展贸易与投资业务。

本次增资完成后，香港宏昌注册资本由10万元港币（折合1.28万美元）增加至1,031.28万美元（或

等值港币）。

公司本次增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落实具体投资事项。

（一） 投资标的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宏昌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EPOXY� BASE (H.K.) � ELCTRONIC� MATERIAL�

LIMITED）

注册地址：25/F,OTB� BUILDING� 160� GLOUCESTER� ROAD�WANCHAI� HONG� KONG

董 事：林仁宗、叶文钦

注册资本：10万元港币（折合1.28万美元）

经营范围：贸易与投资

2、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增资前，公司持有香港宏昌100%股权；增资后，公司仍持有香港宏昌100%股权。

3、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财务状况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334.79万美元，净资产180.22万美元，营业收入：887.95万美元，净利

润1.21万美元。 审计机构为：EDDIE� M.T.NG&CO.(吴文达会计师事务所)，不具备证券从业资格。

截至2019年3月31日，总资产202.37万美元，净资产178.72万美元，营业收入：22.25万美元，净利润

-1.11万美元。 （未经审计）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对外投资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属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之内，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

（三）关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说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宜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二、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为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增资，无须签订对外投资合同。

三、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香港宏昌增资后，香港宏昌仍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次增资不影响公司对香港宏昌

的控制权，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本次增资将补充香港宏昌营运资金，更有利于香港宏昌开展贸易与投资业务。

四、对外投资风险分析

因香港的法律、政策体系、商业环境、财务会计准则和税务制度与内地存在一定差异，公司本次增

资尚需有关部门的审批或备案，是否顺利实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报

备程序，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16日

证券代码：

603002

证券简称：宏昌电子 公告编号：

2019-022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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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董事会于2019年7月9日以电子邮

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19年7月1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会议应出席

董事九名，实际出席董事九名。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宏昌电子材料有限公司（香港）增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全资子公司宏昌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EPOXY� BASE (H.K.) � ELCTRONIC�

MATERIAL� LIMITED）（以下简称“香港宏昌” ）增加注册资本1,030万美元，用于补充香港宏昌营

运资金，开展贸易与投资业务。

本次增资完成后，香港宏昌注册资本由10万元港币（折合1.28万美元）增加至1,031.28万美元（或

等值港币）。

本次增资的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落实具体投资事项。

议案表权情况：本议案有效表权票9票，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特此公告。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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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不确定性的特别风险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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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宏图高科” 或“发行人” )2016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债券简

称：16宏图高科MTN001，债券代码：101659043.IB）应于2019年7月22日兑付，但由于公司流动资金

不足，本期债券本息兑付存在不确定性。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拟兑付付息债券基本信息

发行企业：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名称：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债券简称：16宏图高科MTN001

债券代码：101659043.IB

发行总额：人民币7亿元

本计息期债券利率：5.00%，存续期内每年支付利息一次

兑付付息日：2019年7月22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信用增进安排：无

其他基本信息：无

二、兑付风险提示

因宏图高科流动资金不足，应于2019年7月22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下一工作日）兑付的“16

宏图高科MTN001” 存在兑付风险。

三、兑付办法

本期债券托管机构为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清算所），其本息兑付资金

由发行人在规定时间之前划付至上海清算所指定的收款账户后，由上海清算所在兑付日划付至债券持

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债券本息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划付资金的时间相应顺延。

四、相关机构

发行企业：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软件大道68号

联系人：廖启耀、殷子意

联系电话：025-83267739

邮编：210000

主承销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9号

联系人：袁善超

联系电话：010-89937926

邮编：100010

联席主承销商：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庆春路288号

联系人：翁露茜

联系电话：0571-87659840

托管机构：

名称：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北京东路2号

联系人：谢晨燕、陈龚荣

联系电话：021-63325290� 、021-63323832

邮编：200002

特此公告。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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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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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不确定性的特别风险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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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图高科” 或“公司” ）2017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债

券简称：17宏图高科MTN001，债券代码：101758003.IB）应于2019年7月24日兑付本息，但由于公司

流动资金不足，本期债券本息兑付存在不确定性。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发行人：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3、债券简称：17宏图高科MTN001

4、债券代码：101758003.IB

5、发行总额：人民币6亿元

6、债券余额：人民币5,000.00万元

7、发行期限：1+1+1年

8、本计息期债券利率：8.18%

9、还本付息方式：按年付息，到期还本

10、到期兑付日：2019年7月24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11、本期应付本息金额：人民币5,409.00万元

12、主承销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3、登记托管机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二、兑付风险提示

因宏图高科流动资金不足，应于2019年7月24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下一工作日）兑付的“17

宏图高科MTN001” 存在兑付风险。

三、兑付办法

托管在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务融资工具， 其付息/兑付资金由银行间市场清算所

股份有限公司划付至债务融资工具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债务融资工具付息日或到期兑付日如遇法

定节假日，则划付资金的时间相应顺延。 债务融资工具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应在付息/兑付前将

新的资金汇划路径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因债务融资工具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

更未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而不能及时收到资金的，发行人及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

份有限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四、本次兑付相关机构

1、发行人：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廖启耀、殷子意

联系方式：025-83267739

2、主承销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董凌轩、陈妮娜

联系方式：025-86797787、0755-88026246

3、托管机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谢晨燕、陈龚荣

联系方式：021-23198708/23198682

特此公告。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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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三星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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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三星新材股份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6月24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19年7月10日召开了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分别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

效率，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资金需求的情况下，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5

亿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以不同

期限的定期方式存储，或购买结构性存款、或购买其他保本理财产品，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

和大额存单以及其他保本型理财产品和进行委托贷款业务。前述额度（公司此前审议通过的现金管理

额度有效期内已经实施的现金管理行为依然有效。）可自2019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12个月内循环使用。 在额度范围内公司股东大会同意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

署相关合同文件，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在上述授权范围内，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产品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于2019年7月15日与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俶支行签订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添

利宝”结构性存款协议。 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杭州银行“添利宝”结构性存款产品（TLB20192119）

币种类型：人民币

产品期限：185天

利率：3.75%

认购金额：7,000万元

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关联关系：公司与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俶支行无关联关系，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公司于2019年7月15日与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俶支行签订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添

利宝”结构性存款协议。 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杭州银行“添利宝”结构性存款产品（TLB20192120）

币种类型：人民币

产品期限：95天

利率：3.75%

认购金额：3,000万元

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关联关系：公司与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俶支行无关联关系，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在上述授权范围内，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产品的情况（含本次）

1、2019年4月18日， 公司以2,000�万元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德清支行的利

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固定持有期产品。 该笔理财产品尚未到期。

2、2019�年4月19日，公司以1,800�万元购买浙江德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禹越支行的德

清农商银行“德财富” 2019年第5期人民币理财产品。 该笔理财产品尚未到期。

3、2019年4月22日， 公司以4,500�万元购买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德清支行的慧盈人民币

单位结构性存款产品19231055。 该笔理财产品尚未到期。

4、2019年7月11日， 公司以1,500万元购买湖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禹越小微企业专营支行的

DD20190601-湖银公2019年6个月第四期产品。 该笔理财尚未到期。

5、2019年7月15日， 公司以7,000万元购买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俶支行的杭州银行 “添利

宝”结构性存款产品（TLB20192119）。 该笔理财尚未到期。

6、2019年7月15日， 公司以3,000万元购买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俶支行的杭州银行 “添利

宝”结构性存款产品（TLB20192120）。 该笔理财尚未到期。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尚未到期产品的余额为19,800万元 （含本

次）。

三、风险控制措施

在授权范围内，严格按照公司内部控制管理相关规定的有关要求开展现金管理，具体事项由公司

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投资产品的进展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保

障资金安全。 独立董事、监事会将持续监督。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是在确保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经

营资金需求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

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运转，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同时能够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特此公告。

浙江三星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16日

●备查文件

1、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添利宝”结构性存款协议；

2、存款开户证实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