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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被部分解除司法轮候冻结的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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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5月，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因与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国

投” ）产生借款纠纷，庄敏作为借款担保方未履行保证责任而被陕国投起诉，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以

下简称“雁塔法院” ）轮候冻结了庄敏持有的限售流通股854,866,093股合计4轮。

现由于部分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与陕国投达成和解，陕国投向雁塔法院申请对庄敏股份解除了1轮

司法轮候冻结，剩余3轮未解除司法轮候冻结。

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股权司法冻结及司法划

转通知》和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2019）陕0113财保435号，显示公司股东庄敏股份

被部分解除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解除司法轮候冻结股份的原冻结情况

公司实施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时，部分激励对象为筹措股票认购款向陕国投借款，并由公司

股东庄敏进行担保。 此后，上述激励对象与陕国投产生借款纠纷，庄敏因未履行保证责任而被陕国投起

诉。 公司于2018年5月28日收到雁塔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2018）陕0113民初1637号之二、（2018）陕

0113民初1641号之三、（2018）陕0113民初1639号之二、（2018）陕0113民初1647号之四，因雁塔法院

（2018）陕0113民初1637号、（2018）陕0113民初1641号、（2018）陕0113民初1639号、（2018）陕0113

民初1647号民事裁定书已发生法律效力，雁塔法院对庄敏持有的限售流通股854,866,093股进行4轮司

法轮候冻结，冻结期限为三年，自转为正式冻结之日起计算。详见公司于2018年5月30日披露的《关于股

东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55）。

二、本次股东股份被解除司法轮候冻结情况

根据雁塔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2019）陕0113财保435号显示，雁塔法院原以（2018）陕0113民初

1647号民事裁定书司法轮候冻结了公司股东庄敏持有的限售流通股， 现因部分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与

陕国投达成和解，解除了对上述股份的司法轮候冻结。

雁塔法院以（2018）陕0113民初1637号、（2018）陕0113民初1641号、（2018）陕0113民初1639号

民事裁定书冻结的庄敏股份尚未解除司法轮候冻结。

同时，由于在庄敏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期间，其因股票质押纠纷被强制划转累计167,866,093股，

庄敏持有的公司股份剩余687,000,000股。 详见公司于2019年3月19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被司

法划转暨权益变动的提示公告》（ 公告编号：2019-018号）。

综上，庄敏剩余被雁塔法院司法轮候冻结的股份为687,000,000股，合计3轮。

三、股东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庄敏持有公司限售流通股687,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8.18%。 庄敏持有的股

份已全部被司法冻结及多轮司法轮候冻结。 具体情况如下：

1、司法冻结情况

股东名称 冻结股份数（股） 冻结日期 冻结期限 冻结机关

本次司法冻结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庄敏 687,000,000

2017年10月

16日

三年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28.18%

2、司法轮候冻结

股东名称

轮候冻结股份数

（股）

轮候冻结日期 轮候冻结期限 轮候冻结机关

本次司法轮候冻结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庄敏

765,000,000 2017年11月14日 三年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31.38%

687,000,000 2017年12月25日 三年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8.18%

687,000,000 2018年2月9日 三年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28.18%

562,000,000 2018年2月27日 三年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

民法院

23.05%

687,000,000 2018年3月8日 三年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28.18%

687,000,000 2018年3月29日 三年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28.18%

687,000,000 2018年3月29日 三年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28.18%

687,000,000 2018年4月18日 三年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

院

28.18%

687,000,000（12

轮）

2018年4月25日 三年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

法院

28.18%（12轮）

687,000,000（3轮） 2018年5月28日 三年 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 28.18%（3轮）

特此公告。

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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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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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久其软件” ）于2019年7月11日召

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临时）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以及

2019年7月30日召开的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北京久其政务软件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其政务” ）、全资子公司北京华夏电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夏电通” ）和久其数字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其数字” ）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

和募集资金正常使用的前提下， 继续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0,000万元暂时闲置的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较低、能够提供保本承诺的具有合法经

营资格的金融机构销售的理财类产品或存款类产品，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 在上述额度

和期限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以上审批情况详见公司于2019年7月13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一、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如下：

认购方 签约银行 产品名称 收益类型

认购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

收益率

久其软件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90天封闭式结构性

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

型

3,000 2019-08-09 2019-11-07 3.35%

久其政务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90天封闭式结构性

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

型

8,100 2019-08-09 2019-11-07 3.45%

久其政务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开放式结构性存款

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

型

1,500 2019-08-14 不适用 2.40%

久其政务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封闭式结构性存款

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

型

6,000 2019-08-20 2019-11-26 3.40%

久其数字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封闭式结构性存款

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

型

5,000 2019-08-06 2019-11-04 3.40%

久其数字

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金山” 收益凭

证4278期

本金保障型固

定收益类

5,000 2019-08-15 2019-11-13 3.05%

华夏电通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封闭式结构性存款

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

型

1,800 2019-08-08 2019-09-17 3.55%

注：以上开放式结构性存款产品的认购金额为单日最高余额，认购方可随募集资金使

用需求在此额度之内进行认购或赎回。

其中，久其数字在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立了资金账户仅用于购买保本型固定

收益类理财产品，该账户主要信息如下：

开户机构：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阜成路证券营业部

账户名称： 久其数字传播有限公司

资金账号： 011000160661

久其软件、久其政务、久其数字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久其政务与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久其数字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夏电通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子公司尚未赎回的募集资金现金管

理本金为37,639.96万元，未超过40,000万元的审批总额。

二、 审批程序及对公司的影响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已分别经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第四十一次（临时）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以及2019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均对此事项发表

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公司及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较低、能够提供保

本承诺的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销售的理财类产品或存款类产品，是根据公司实际

情况，在确保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对募集资金使用的规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并获得一定的收益，进一步提升公

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好的投资回报。

三、 投资风险及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

（1）虽然本次公司及子公司购买的理财类或存款类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

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除此之外，还有信用风

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信息传递风险、政策风险等；

（2）由于部分理财类产品或存款类产品的收益为预期收益，并且公司将根据募投项目投

入进展、经济形势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地实施，因此，现金管理的实际收益不可预期；

（3）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风险，以及监督管控风险。

2、风险控制措施

针对以上投资风险，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

（1）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现金管理的操作；

（2）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资金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

响公司募集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现金管理风险；

（3） 公司内审部门负责定期对进行现金管理的募集资金的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

与监督，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预计各项现金管理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

构进行审计；

（5）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四、 前十二个月内公司及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的前十二个月内，除本次购买的上述产品以外，公司及子公司使

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认购方 签约银行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认购

金额

起息日 到期日

赎回

情况

实际

收益

久其软件

华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企业客户慧盈

结构性存款理

财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型

10,000 2018-06-07 2018-09-07 已赎回 96.79

久其软件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开放式结构性

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型

6,000 2018-08-13 不适用 已赎回 13.43

久其软件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开放式结构性

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型

10,000 2018-08-16 不适用 已赎回 43.87

久其软件

华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90天封闭式结

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型

5,000 2019-01-15 2019-04-15 已赎回 36.62

久其软件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开放式结构性

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型

4,000 2019-02-19 不适用 尚未全部赎回

久其软件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开放式结构性

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型

5,900 2019-04-09 不适用 尚未全部赎回

久其政务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开放式结构性

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型

3,400 2018-05-14 不适用 已赎回 16.89

久其政务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开放式结构性

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型

16,200 2018-08-13 不适用 已赎回 104.88

久其政务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90天封闭式结

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型

12,000 2018-09-27 2018-12-26 已赎回 106.52

久其政务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90天封闭式结

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型

14,000 2018-12-27 2019-03-27 已赎回 122.55

久其政务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90天封闭式结

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型

3,000 2019-01-08 2019-04-08 已赎回 25.15

久其政务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开放式结构性

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型

13,800 2019-03-29 不适用 尚未全部赎回

久其政务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90天封闭式结

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型

8,000 2019-04-12 2019-07-11 已赎回 65.10

久其数字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90天封闭式结

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型

10,000 2018-10-10 2019-01-08 已赎回 92.47

久其数字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开放式结构性

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型

1,500 2018-10-11 不适用 已赎回 11.20

久其数字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90天封闭式结

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型

12,000 2019-01-10 2019-04-10 已赎回 100.60

久其数字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90天封闭式结

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型

10,000 2019-04-10 2019-07-09 已赎回 81.37

久其数字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开放式结构性

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000 2019-04-10 不适用 尚未全部赎回

久其数字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开放式结构性

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型

10,000 2019-07-11 不适用 已赎回 19.73

华夏电通

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90天封闭式结

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000 2018-10-12 2019-01-11 已赎回 19.95

华夏电通

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流动利C” 开

放式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000 2018-10-16 不适用 尚未全部赎回

华夏电通

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90天封闭式结

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000 2019-01-15 2019-04-15 已赎回 18.25

华夏电通

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90天封闭式结

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000 2019-04-16 2019-07-16 已赎回 18.45

注：以上开放式结构性存款产品的认购金额为单日最高余额，公司及子公司可随募集

资金使用需求在此额度之内进行认购或赎回。

特此公告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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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52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19-105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为二级子公司

大连泰达环保提供

5,000

万元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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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二级子公司大连泰达环保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大连泰达环保” ）向紫光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融资” ）申请融资5,000万

元，期限3年，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二、相关担保额度审议情况

经公司于2019年4月16日召开的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2019年度为大连泰达环保提供担保

的额度为42,500万元。 本次担保前公司为大连泰达环保提供担保的余额为36,762.50万元，本次担保后

的余额为41,762.50万元，大连泰达环保可用担保额度为737.50万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单位名称：大连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9年08月20日

3.�注册地点：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拉树房村西

4.�法定代表人：殷凤超

5.�注册资本：25,000万元整

6.�主营业务：对环保类项目的建设及运营管理；对生活垃圾焚烧后的综合利用及电力生产；环保项

目投资；环保项目的设计、咨询服务；环保设备的技术开发、销售、租赁。（以上均不含专项审批）；经济信

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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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股权结构图

（二）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7月31日

资产总额 64,015.42 70,731.20

负债总额 26,942.64 34,671.46

流动负债总额 14,615.05 21,678.37

银行贷款总额 9,000.00 25,816.67

净资产 37,072.79 36,059.74

- 2018年 2019年1月~7月

营业收入 10,990.26 6,984.62

利润总额 6,660.23 2,125.81

净利润 5,008.27 1,616.82

注： 2018年度数据经审计，其他数据未经审计。

（三）截至目前，大连泰达环保不存在抵押、担保、诉讼和仲裁等或有事项。

（四）大连泰达环保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紫光融资签署《保证合同》。

（二）担保范围：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受益人支付的租金（包含租赁本金、租赁利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及其他应付款项和受益人为实现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仲裁费用、律师费

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

（三）担保金额：5,000万元。

（四）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五）担保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始至主合同项下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满两年的期间。

该笔担保使用的担保额度有效期限将在泰达股份2019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届满， 担保额度的审

批需重新履行相关决策程序。

五、董事会意见

该笔担保在公司股东大会已审批的2019年度担保额度内，董事会意见请参见《天津泰达股份有限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24）。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一）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担保总额为111.62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总额的278.18%。

（二）截至目前，公司无逾期、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0日

证券代码：

000652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19-106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

子公司泰达环保提供

15,000

万元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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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天津泰达环保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泰达环保” ）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分行（以下简称“北京银行” ）申请融资

15,000万元，期限三年，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二、相关担保额度审议情况

经公司于2019年4月16日召开的2018年度股东大会和2019年8月9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

（临时）会议审议，公司2019年度为泰达环保提供担保的额度为115,300万元。 本次担保前公司为泰达

环保提供担保的余额为94,222.20万元，本次担保后的余额为109,222.20万元，泰达环保可用担保额度

为6,077.80万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单位名称：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1年11月09日

3.�注册地点：天津市开发区第三大街16号

4.法定代表人：马剑

5.注册资本：80,000万元

6. 主营业务： 以自有资金对环保类项目的投资及运营管理； 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及其电力生产

（不含供电）；环保项目的设计、咨询服务（不含中介）；环保技术设备的开发、销售、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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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股权结构图

（二）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7月31日

资产总额 459,953.70 506,988.51

负债总额 328,002.02 364,617.12

流动负债总额 192,598.66 203,298.95

银行贷款总额 166,896.36 241,562.87

净资产 131,951.68 142,371.39

- 2018年度 2019年1月~7月

营业收入 53,766.69 42,229.70

利润总额 16,027.55 11,507.63

净利润 12,810.95 9,257.55

注：2018年度数据经审计，其他数据未经审计。

（三）截至目前，泰达环保提供担保的总额为2,000万元，不存在抵押、诉讼与仲裁等其他或有事项。

（四）泰达环保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北京银行签署《保证合同》。

（二）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权，包括主债权本金以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实现债权的担保权益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评估/鉴定/拍卖等处置费用、律师费用、调

查取证费用、差旅费及其他合理费用）等其他款项。

（三）担保金额：15,000万元。

（四）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五）担保期间：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该笔担保使用的担保额度有效期限将在泰达股份2019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届满， 担保额度的审

批需重新履行相关决策程序。

五、董事会意见

该笔担保在公司股东大会已审批的2019年度担保额度内，董事会意见请参见《天津泰达股份有限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24）和《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94）。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一）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担保总额为111.62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总额的278.18%。

（二）截至目前，公司无逾期债务、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担保责任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0日

证券代码：

000652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19-107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披露

2019

年半年度报告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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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原定于2019年8月21日披露2019年半年度报告。 因报

告编制工作尚未完成， 为保证披露内容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公司将延期至

2019年8月24日披露2019年半年度报告。

公司董事会为因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0日

证券代码：

002426

证券简称：胜利精密 公告编号：

2019-071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出售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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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胜禹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禹股份” ）是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胜利精密” 或“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胜利精密于2019年8月16日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拟出售控

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0），现将有关本次股权交易事项做出以下补充说明：

一、股权交易的作价依据

根据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出具的《收购报告书》判断，本次协议收购价格公允且具有合理性，其

相关内容如下：

（一）本次收购为协议收购，收购人王韩希与转让方胜利精密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王韩希按照每

股1.06元受让胜利精密所持胜禹股份的20,000,000股流通股。 根据交易记录，胜禹股份自2019年起至

本次股份转让协议签署之日， 历史交易价格在0.82元/股至1.31元/股范围内波动。 本次交易价格每股

1.06元为交易双方在公司历史成交价格的基础上协商确定。

（二）本次协议收购价格为人民币1.06元/股，发行价格对应的静态市盈率为15.27。 根据《挂牌公司

管理型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处行业属于“G582运输代理业” ，该行业自2018年起发生过股票发行的

公司最近一次发行价格对应的静态市盈率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证券代码 公司名称 主营业务 静态市盈率

1 832412.OC 同益物流

公司主营业务是提供以货代服务为中心的一站式综合物流服务, 服务模

块主要包括前端服务、货运代理、仓储服务以及运输服务。

5.69

2 832879.OC 开瑞物流

第三方运输管理、海运网络合作项目、全球物流供应链管理、航空公司代

理销售业务。

74.23

3 836602.OC 中海通 第三方物流服务 16.89

4 870397.OC 佳利达 提供国际货运代理、保税物流、国内运输和仓储分拨等服务。 25.48

5 871170.OC 东源物流

为客户提供国内大件物品运输、城市配送、仓储及分拨中心管理等物流服

务。客户涵盖的行业包括风电行业、光伏行业、家电行业、日用化学产品行

业等。

21.56

本次协议收购市盈率处于2018年股转系统同行业公司市盈率的中间水平。

综上，本次协议收购价格公允且具有合理性。

二、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未来，公司将继续聚焦主营业务，专注发展与自身所属“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制造业” ，深耕紧

密相关、协同度高的核心业务，并努力实践“胜利智造未来” 的战略目标，提升为客户提供全方位制造支

持的科技服务综合实力。 因此，本次股权转让符合公司当下经营发展及未来战略布局的需要。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持有胜禹股份5,947万股，占胜禹股份总股本的45.04%，长期股权投资

期末余额为2878.16万元，本次交易拟出售2000万股，占胜禹股份总股本的15.15%，处置该部分股权对

应的长期股权投资成本为968.12万元。 本次股权处置完成后， 预计将在母公司层面形成投资收益

1151.88万元，最终对母公司和合并层面的影响以公司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为准。

三、备查文件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出具的《收购报告书》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

601009

证券简称：南京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19-033

优先股代码：

360019 360024

优先股简称：南银优

1

南银优

2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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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南京市中山路288号公司总部四楼大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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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206,659,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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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5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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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对所需审议议案进行投票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

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胡升荣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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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人，出席6人，胡升荣、周文凯、朱钢、朱增进、肖斌卿、刘爱莲董事出席了会议，其他4名董事因公

务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8人，出席7人，吕冬阳、张丁、王华、朱秋娅、骆芝惠、戚梦然、郭俊监事出席了会议，其他1名监事因公

务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公司董事长胡升荣、副行长朱钢、副行长周文凯、副行长童建、副行长周洪生、副行长刘恩奇、副行长米乐、业务总监宋

清松、营销总监朱峰、业务总监陈晓江、业务总监徐腊梅列席了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江志纯出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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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2,175,357 99.8933 4,483,674 0.1065 904 0.0002

2、议案名称：2.0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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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3,628,223 99.4960 4,810,574 0.5019 19,604 0.0020

议案名称：2.02发行方式及认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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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3,662,323 99.4996 4,776,474 0.4983 19,604 0.0020

议案名称：2.03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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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3,347,923 99.4668 5,090,874 0.5312 19,604 0.0020

议案名称：2.04发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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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3,617,423 99.4949 4,821,374 0.5030 19,604 0.0020

议案名称：2.05发行对象及其认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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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3,617,423 99.4949 4,821,374 0.5030 19,604 0.0020

议案名称：2.06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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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4,714,423 99.6094 3,654,374 0.3813 89,604 0.0093

议案名称：2.07限售期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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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3,667,423 99.5001 4,771,374 0.4978 19,604 0.0020

议案名称：2.08本次发行完成前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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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3,574,023 99.4904 4,829,614 0.5039 54,764 0.0057

议案名称：2.09上市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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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3,668,223 99.5002 4,665,414 0.4868 124,764 0.0130

议案名称：2.10决议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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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3,667,423 99.5001 4,666,214 0.4868 124,764 0.0130

3、议案名称：关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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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4,977,623 99.6368 3,461,174 0.3611 19,604 0.0020

4、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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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5,027,623 99.6421 3,411,174 0.3559 19,604 0.0020

5、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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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3,229,157 99.9184 3,385,330 0.0804 45,448 0.0012

6、议案名称：关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修订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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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2,147,257 99.8927 4,423,074 0.1051 89,604 0.0022

7、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处理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事宜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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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4,014,983 99.5364 4,353,814 0.4543 89,604 0.0093

8、议案名称：关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二级资本债券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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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8,990,534 99.8176 7,604,457 0.1807 64,944 0.0017

9、议案名称：关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双创金融债券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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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0,700,834 99.6206 7,534,457 0.1791 8,424,644 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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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关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

件的议案

1,071,

577,195

99.5832 4,483,674 0.4166 904 0.0002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951,917,

853

99.4951 4,810,574 0.5028 19,604 0.0021

2.02 发行方式及认购方式

951,951,

953

99.4987 4,776,474 0.4992 19,604 0.0021

2.03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951,637,

553

99.4658 5,090,874 0.5321 19,604 0.0021

2.04 发行数量

951,907,

053

99.4940 4,821,374 0.5039 19,604 0.0021

2.05 发行对象及其认购情况

951,907,

053

99.4940 4,821,374 0.5039 19,604 0.0021

2.06 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953,004,

053

99.6086 3,654,374 0.3819 89,604 0.0095

2.07 限售期安排

951,957,

053

99.4992 4,771,374 0.4987 19,604 0.0021

2.08

本次发行完成前滚存未分

配利润安排

951,863,

653

99.4894 4,829,614 0.5047 54,764 0.0059

2.09 上市地点

951,957,

853

99.4993 4,665,414 0.4876 124,764 0.0131

2.10 决议有效期

951,957,

053

99.4992 4,666,214 0.4877 124,764 0.0131

3

关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

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953,267,

253

99.6361 3,461,174 0.3617 19,604 0.0022

4

关于审议 《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

告》的议案

953,317,

253

99.6414 3,411,174 0.3565 19,604 0.0021

5

关于审议 《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1,072,

630,995

99.6811 3,385,330 0.3146 45,448 0.0043

6

关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

期回报及填补措施 （修订

稿）的议案

1,071,

549,095

99.5806 4,423,074 0.4110 89,604 0.0084

7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处

理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事

宜的议案

952,304,

613

99.5355 4,353,814 0.4550 89,604 0.0095

8

关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二级资本债券的议

案

1,068,

392,372

99.2872 7,604,457 0.7066 64,944 0.0062

9

关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双创金融债券的议

案

1,060,

102,672

98.5168 7,534,457 0.7001 8,424,644 0.783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1、2、3、4、5、7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表决通过。

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七项议案涉及的关联方股东回避表决，分别为：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

司1,052,605,793�股；南京市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 107,438,552�股；法国巴黎银行，

持有公司1,261,487,472股；法国巴黎银行（QFII），持有公司 11,875,190�股；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814,

794,527�股。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金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夏维剑、顾晓春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和表决程

序等事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开和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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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

603077

证券简称：和邦生物 公告编号：

2019-54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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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未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未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邦集团” ）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乐山市五通桥区牛华镇沙板滩村

法定代表人 贺正刚

注册资本 人民币135,000,000元整

成立日期 1993年8月5日

经营范围

对外投资、控股、参股；煤炭开采、销售（限分公司经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国家限定或禁止公司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股权结构 贺正刚99%，杨素华1%。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贺正刚的基本信息如下：

姓名 贺正刚

住所 乐山市五通桥区牛华镇沔坝村

身份证号 511102195403******

2、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减少的时间、方式、数量及比例

股东名称 减持日期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

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2017/3/28-2017/3/29 118,006,687 2.9397% 大宗交易

2019/7/12 -255,000 -0.0029% 集中竞价

2019/7/12-2019/8/19 182,202,800 2.0632%

集中竞价及大宗交

易

合计 2017/3/28-2019/8/19 299,954,487 5.0000%

集中竞价及大宗交

易

注：公司于2017年7月5日实施了2016年年度权益分派，每10股转增10股送2股。 公司总股本由4,014,204,649股增至8,831,250,

228股。 和邦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1,334,912,092股增加至2,936,806,60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3.25%；

本次权益变动前，和邦集团持有公司股份1,452,918,77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6.19%；和邦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贺正刚先生合计持

有公司股份1,640,478,77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87%，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 本次权益变动后，和邦集团持有公司股份2,

754,858,80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1.19%；和邦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贺正刚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167,490,80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5.87%，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

3、上述减持后，不会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第一大股东仍为和邦集团，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贺正刚先生。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根据《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公司权益变动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和邦集团编制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见同日公告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0日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和邦生物

股票代码：603077

信息披露义务人：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乐山市五通桥区牛华镇沙板滩村

通讯地址：乐山市五通桥区牛华镇沙板滩村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持股比例下降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贺正刚

住所： 乐山市五通桥区牛华镇沔坝村

通讯地址：乐山市五通桥区牛华镇沔坝村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不变，持股比例不变

签署日期：2019年8月19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

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四川和邦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持有的四川和邦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

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用语具有如下含义：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交易所、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和邦生物/上市公司 指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振静股份/上市公司 指 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3477）

信息披露义务人、和邦集团 指 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 指 贺正刚

本报告书 指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一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概述

公司名称：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乐山市五通桥区牛华镇沙板滩村

法定代表人：贺正刚

注册资本：人民币13,500万元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100714470039L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对外投资、控股、参股；煤炭开采、销售（限分公司经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或禁止公司经

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经营期限：1993年8月5日至长期

股东及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贺正刚 99%

杨素华 1%

通讯地址：乐山市五通桥区牛华镇沙板滩村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姓名：贺正刚

性别：男

国籍：中国，未取得其他国家居留权

身份证号码：511102195403******

通讯地址：乐山市五通桥区牛华镇沔坝村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和邦集团目前的董事、主要负责人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在公司任职情况

贺正刚 男 中国 中国 否 董事长、总经理

宋克利 男 中国 中国 否 董事

吴晓峰 男 中国 中国 否 董事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公告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除和邦生物外）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

份百分之五的情况如下：

除上述情形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权益的情况。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和邦集团与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贺正刚先生为一致行动人的情况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公告日，贺正刚持有和邦集团99%股权，系和邦集团的控股股东，与和邦集团存在关联关系。 和邦集团持有和邦生物

31.19%的股份，贺正刚持有和邦生物4.67%的股份，和邦集团和贺正刚为一致行动人。和邦生物与和邦集团、贺正刚先生的股权关系方框

图如下：

第二节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是信息披露义务人和邦集团出于自身财务规划，归还银行贷款，降低财务风险。

二、未来十二个月的持股计划

根据之前的减持计划，信息披露义务人和邦集团拟在未来的5个月（2019年8月22日至2020年1月6日）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通过大

宗交易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347,672,200股。

若今后因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和邦生物权益发生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证券法》、《收购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及审批程序。

第三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股

数（股）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

股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股

数（股）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

股比例

和邦集团 1,452,918,779 36.19% 2,754,858,803 31.19%

贺正刚 187,560,000 4.67% 412,632,000 4.67%

合计 1,640,478,779 40.87% 3,167,490,803 35.87%

注 1：表中本次权益变动前持股数量为和邦集团及贺正刚先生当时持股数，持股比例根据公司当时总股本（4,014,204,649股）计

算。 2017年7月6日，公司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实施权益分派，每10股送10股转增2股；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总股本为8,831,

250,228股。 表中本次权益变动后持股比例根据公司当前总股本（8,831,250,228股）计算。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数量及比例

减持时间 减持方式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2017年3月28日-

2017年3月29日

大宗交易 118,006,687 2.9397%

2019年7月12日-

2019年8月16日

集中竞价 169,255,000 1.9166%

2019年7月12日

集中竞价

(误操作买入）

-255,000 -0.0029%

2019年8月19日 大宗交易 12,947,800 0.1466%

合计： 299,954,487 5.0000%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质押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

本次权益变动后和邦集团股份质押2,439,806,603股，占其持股总数88.56%，占公司总股本的27.63%；贺正刚先生股份质押166,

000,000股，占其持股总数的40.23%，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88%。

第四节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在本报告书签署之前签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竞价交易买卖和邦生物股票的情况如下：

买入时间 股票种类 买入数量（股） 买入价格区间（元）

2019年7月 流通股 255,000 2.00

注：此为减持过程中误操作买入股份。

卖出时间 股票种类 卖出数量（股） 卖出价格区间（元）

2019年7月 流通股 122,808,200 1.96-2.03

2019年8月 流通股 46,446,800 1.57-1.74

合计： 169,255,000 1.57-2.03

第五节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包含一致行动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

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六节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

（二）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二、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上交所和上市公司办公地点。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贺正刚

签署日期：2019年8月19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贺正刚

签署日期：2019年8月19日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信息披露义务人：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贺正刚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贺正刚

签署日期：2019年8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