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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316

证券简称：诚邦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43

诚邦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PPP

项目中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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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8月22日，宿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szggzyjy.cn/）发布了《宿州市埇桥区北

部片区乡镇污水治理提标改造PPP项目中标公示》（以下简称“成交公示” ），诚邦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诚邦股份” 或“公司” ）、湖北建科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组成联合

体，成为该项目中标供应商名称。 现将内容公示如下：

一、项目相关情况

1、项目名称：宿州市埇桥区北部片区乡镇污水治理提标改造PPP项目

2、采购人：宿州市埇桥区生态环境分局

3、中标供应商名称：诚邦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湖北建科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中持水

务股份有限公司)

4、中标金额：

（1）项目污水处理单价：2.88元/吨

（2）项目工程建安费用下浮率：3.50%

（3）项目工程设计费用下浮率：22.00%

（4）项目主管网运维单价：19,800.00元/年*千米

（5）项目支管网运维单价：10,000.00元/年*千米

（6）合理利润率：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5年以上贷款基准利率的基础上浮40.50%。

5、项目投资规模

本项目总投资为38,780.92万元， 其中建筑安装工程费用为33,084.68万元， 工程建设其他费为3,

017.03万元，预备费为1,805.09万元，建设期利息为874.12万元(建设期年利率按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

布的金融机构5年以上贷款基准利率上浮15%，即5.635%计)。

6、合作期限

本项目合作期21年，其中建设期为1年，运营期为20年

7、项目内容：本项目为宿州市埇桥区北部片区乡镇污水治理提标改造PPP项目，项目改造的地点包

括大店镇、时村镇、褚兰镇、解集乡、曹村镇、夹沟镇、杨庄乡、支河乡、栏杆镇。 对因收水管网铺设不到位、

设施不完善、未按规范运行、出水水质不达标、无专业管理人员、无长效运营机制等问题进行整治整改，

达标运行。 以乡镇为单位因地制宜，分类施治，适度超前，统筹考虑就近处理的污水治理方式。 完善乡镇

排水管网，对可纳入乡镇政府驻地污水收集管网的村庄，有限考虑将村庄生活污水纳入乡镇污水收集管

网，统一处理。

二、项目成交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的中标有利于公司在PPP领域进一步积累项目经验，提升PPP业务市场竞争力，有利于进一

步开拓PPP项目，对公司经营业务起到积极作用。

三、风险提示

（一）变更风险。本项目公示日期为2019年8月22日至2019年8月29日(5个工作日)，公示期内如果其

他投标人对中标结果有异议，可在成交期限届满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在工作时间向采购人或

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 可能影响公司最终中标。

（二）实施风险。 项目成交公告后，公司还需与招标人签订书面合同，合同金额、条款等还需协商确

定，项目总金额、具体实施内容等均以正式合同内容为准。 公司将根据后续签订合同的具体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诚邦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4日

证券代码：

600781

证券简称：辅仁药业 公告编号：

2019-050

辅仁药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实施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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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辅仁药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5%以上非控股股东深

圳市平嘉鑫元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平嘉鑫元” ）持有公司股票50,755,947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8.09%。 5%以上非控股股东天津市津诚豫药医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津诚豫药” ）持有公司股票49,469,73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7.89%；津诚豫药一致行动人深

圳市东土大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东土大唐” ）持有公司股票7,817,279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25%；津诚豫药一致行动人南京东土泰耀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东土泰耀” ）持有公司股票3,584,10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57%。 上述股东通过公司于2019

年1月29日披露了《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2019-002）。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平嘉鑫元、津诚豫药及其一致行动人东土大唐、东土泰耀的《减持实施进展情况告知

函》。 平嘉鑫元在减持时间区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公司股票9,607,000股，

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1.53%；津诚豫药及其一致行动人东土大唐、东土泰耀在减持时间区间内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合计减持公司股票12,126,515股， 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

的1.93%。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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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

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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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平嘉鑫元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5%以上非第

一大股东

50,755,947 8.09%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50,

755,947股

天津市津诚豫药医药科技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5%以上非第

一大股东

49,469,734 7.89%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49,

469,734股

深圳市东土大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5%以下股东 7,817,279 1.25%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7,817,

279股

南京东土泰耀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

5%以下股东 3,584,101 0.57%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3,584,

101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

因

第一组

天津市津诚豫药医药科技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49,469,734 7.89%

普通合伙人受同一控

制人控制

深圳市东土大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7,817,279 1.25%

普通合伙人受同一控

制人控制

南京东土泰耀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

3,584,101 0.57%

普通合伙人受同一控

制人控制

合计 60,871,114 9.71%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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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平嘉鑫元股权

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9,607,

000

1.53

%

2019/3/13～

2019/7/18

集中竞价

交易

10.03

－

15.19

127,569,

080.85

已完

成

41,148,

947

6.56%

天津市津诚豫药医药

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7,346,

002

1.17

%

2019/2/27～

2019/7/3

集中竞价

交易

10.90

－

16.35

100,044,

594.39

已完

成

42,123,

732

6.72%

深圳市东土大唐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3,647,

300

0.58

%

2019/2/27～

2019/7/30

集中竞价

交易

6.78－

14.22

33,737,

789.59

已完

成

4,169,979 0.66%

南京东土泰耀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

1,133,

213

0.18

%

2019/2/27～

2019/7/2

集中竞价

交易、大

宗交易

11.30

－

14.05

14,703,

880.00

已完

成

2,450,888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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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仁药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8/24

证券代码：

600898

证券简称：国美通讯 公告编号：

2019-39

国美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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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26号鹏润大厦19A层1号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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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9,425,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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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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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林林先生主持，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方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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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出席6人，韩辉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浙江德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向关联人申请保理融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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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60,724 99.1611 219,608 0.8389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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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浙江德景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向关联人申请保理融资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3,999,036 98.4554 219,608 1.5446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涉及特别决议事项的议案：无。

2、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1，关联股东山东龙脊岛建设有限公司、北京战圣投资有

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郑婷婷、范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

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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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美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4日

证券代码：

600898

证券简称：国美通讯 编号：临

2019-40

国美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股权

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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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战圣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北京战圣” ）为国美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国美通讯” ）控

股股东山东龙脊岛建设有限公司（下称“山东龙脊岛” ）的一致行动人。 截止本公告日，北京战圣持有国美通讯

22,765,602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9.02%；山东龙脊岛持有国美通讯50,479,465股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与一致行动人北京战圣共计持有国美通讯73,245,067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01%。

2019年8月23日，公司收到北京战圣通知，北京战圣于2019年8月22日将原质押给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定

阳光大街支行的22,765,6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9.02%）无限售流通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解除手续。

截至8月22日，北京战圣所持国美通讯股份不存在质押情况；山东龙脊岛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国美通讯股

份10,3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8%；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国美通讯股份40,179,465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15.91%。

特此公告。

国美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0828

证券简称：茂业商业 公告编号：临

2019-070

号

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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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成都市东御街19号本公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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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07,950,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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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2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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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由董事长高宏彪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公

司部分董事、监事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召开及表决

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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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董事钟鹏翼先生、王斌先生、卢小娟女士、廖南钢先生、任世驰先生、

曾志刚先生、赵宇光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吕晓清女士、胡蓉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 董事会秘书叶静女士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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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7,740,976 99.9851 207,448 0.0147 2,419 0.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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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

6,605,788 96.9208 207,448 3.0437 2,419 0.035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一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 以

上赞成通过。

2、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律师：邹毅、施青红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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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4日

证券代码：

603326

证券简称：我乐家居 公告编号：

2019-041

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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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清水亭西路218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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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9,63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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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2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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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召集，副董事长汪春俊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作出的决议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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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人，出席4人，董事长NINA� YANTI� MIAO（缪妍缇）女士因公出差未能出席；

独立董事姚欣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徐涛先生（代）出席；副总经理王务超先生、财务总监黄宁泉女士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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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633,6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补充提名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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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633,600 100.0000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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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议案》

15,12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关于补充提名第二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5,12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浚哲、王沛沛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未讨论没有列入会议议

程的事项，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见证法律意

见；

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4日

证券代码：

600421

证券简称：

*ST

仰帆 公告编号：

2019-038

湖北仰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重大资产出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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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仰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23日与东阳市天辰股权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辰投资” ）签署了《解除上海奥柏内燃机配件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意向书》，双方

一致同意解除上海奥柏内燃机配件有限公司75%股权转让的意向， 因此公司终止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事

项，现将终止重大资产出售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19年5月28日披露公司与天辰投资签署了《上海奥柏内燃机配件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意向

书》，公司拟向天辰投资转让公司持有的上海奥柏内燃机配件有限公司75%的股权。（详见《公司关于签

订股权转让意向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1；以及《公司关于签订股权转让意向书的补充公

告》， 公告编号：2019-032）。 上述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上述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出售。

二、公司在推进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期间所做的主要工作

为推进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公司及各中介机构积极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的相关要求对上海奥柏内燃机配件有限公司进行现场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实质性核查工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9年6月26日、2019年7月25日披露的 《重大资产出售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5、2019-036）。

自筹划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事项以来，公司积极推进相关事宜，就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涉及的相关事项

与交易各方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和讨论； 公司采取了必要的内幕信息保密措施， 严格控制内幕知情人范

围，并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终止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原因

经过多次沟通，上海奥柏内燃机配件有限公司的少数股东至今未明确表态，也未出具《关于放弃优

先受让权的声明》等书面文件。 公司及相关方就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情况进行了充分的论证，继续推进本

次重大资产出售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为避免后续可能产生的争议与纠纷，经公司审慎研究，决定终止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事项。

四、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终止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出售的方案未最终确定， 相关交易方未签署关于重大资产出售事项的正

式协议，公司尚未公布重大资产出售预案或草案。 但鉴于上海奥柏内燃机配件有限公司处于持续亏损状

态，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终止将不利于上市公司减亏。 公司将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积极采取措施，稳步发展

现有经营业务，积极探索新业务，逐步实现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

五、其他

公司就终止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事项对各位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 同时对长期以来关心和支

持公司发展的广大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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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仰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4日

证券代码：

600183

证券简称：生益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61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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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减持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截止本公告日，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本公司” )总会计师何自强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527,16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6709%。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何自强先生拟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至2019年12月31日

（即减持期间自2019年9月17日至2019年12月31日），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按市场价格减持不超过381,

791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的0.01677%。 若此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事项，

减持股份数、股权比例将相应调整，减持期间如遇买卖股票的窗口期限制，期间将停止减持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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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自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1,527,165 0.06709% 其他方式取得：1,527,165股

备注：股份来源中“其他方式取得” 包括股权激励股票期权行权898,045股和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629,12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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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自强 500,000 0.02361%

2018/9/8 ～

2018/12/31

10.17-10.19 2018年8月18日

备注：上述“减持比例”以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2,117,490,910股为计算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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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自强

不 超 过 ：381,

791股

不 超 过 ：

0.01677%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

过：381,791股

2019/9/17 ～

2019/12/31

按 市 场

价格

股权激励股

票期权行权

个人资金安

排需要

备注：

1、 上述“计划减持数量”不超过何自强先生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1,527,165股的25.00%。

2、若此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事项，减持股份数、股权比例将相应调整，减

持期间如遇买卖股票的窗口期限制，期间将停止减持股份。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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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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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减持计划是何自强先生根据自身资金安排需要自主决定进行的减持。 在减持期间内，何自强先生

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股份减持计划，减持时间、减持价格、

减持数量等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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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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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规定的情况，何自强先生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要求实施减持并

及时履行信息告知义务，本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4日

证券代码：

603619

股票简称：中曼石油 公告编号：

2019-054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疆温宿区块重大合同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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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背景

2018年1月23日，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

资源交易中心签署了《探矿权成交确认书》，确认公司为新疆塔里木盆地温宿区块（以下简称“新疆温

宿区块” ）石油天然气勘查探矿权的竞得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月24日披露的《关于签订探

矿权成交确认书的公告》 （ 公告编号：2018-002）。 2018年2月9日，公司与国土资源部正式签订了

《2017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油天然气勘查区块探矿权出让合同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2月

10日披露的《关于签订探矿权出让合同的公告》 （ 公告编号：2018-010）。

二、合同进展情况

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1.73亿元， 并取得了自然资源部颁发的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

（0200001810145），勘查面积1086.264平方千米，有效期2018年6月6日至2023年6月6日。 2018年4月，

公司与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吐哈物探处分公司签订了新疆温宿区块377平方

千米的三维地震勘探合同，开始进行新疆温宿区块三维地震采集工作。 截至目前，已完成新疆温宿区块

377平方千米的三维地震野外采集工作，完成三维地震处理解释工作，解释成果显示，区块内主要目的层

新近系吉迪克组和潜山震旦系构造发育，初步发现三个有利勘探区带，其中F1断裂带圈闭面积35平方千

米，F2断裂带圈闭面积20平方千米，隆起带构造主体有利构造面积50平方千米。 这三个构造带是三维区

内目前勘探的主攻方向。

公司优选F1断裂带温7断背斜进行勘探工作，截至目前，已完钻探井2口，温7井吉迪克组砂岩油层厚

度33.2m，油层埋藏深度1160到1540m，温7井未钻到潜山地层完钻；温7-1井在新近系吉迪克组和潜山

震旦系钻遇油层厚度57.1m。 温7井、温7-1井钻探在温7断背斜构造较高部位，初步判断该圈闭含油面积

内平均油层厚度在50m左右。 目前在该圈闭内正在钻探温6、温8和温8-1井。

温7井已经完成全井探井试油任务。 共试油5层，均获得商业油流，累计试油103天（包括起下管柱等

非放喷求产时间），累计产出原油311.6方。温7井5个试油层位单井合计日产28方/日，属浅层单井高产油

气发现，单层日产最高13.39方/日，单层平均日产5.6方/日。

温7-1井已经完成探井试油任务。 共在潜山试气二层，发现气层厚度20m，累计试气38天（包括起下

管柱等非放喷求产时间）。4mm油嘴求产，气产量19,557方/日，6mm油嘴求产，气产量34,381方/日。累

计产气247,423方。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随着F1断裂带温7断背斜圈闭温7井、温7-1井的成功钻探并发现浅层高产工业油流及工业气流，公

司下一步将在三个构造带陆续部署20口左右探井和评价井，进一步扩大油气勘探成果。

通过后续探井、评价井的实施，开展F1断裂带温7区块油藏的储量计算和经济评价研究工作，并向国

家储量委员会上报审批。

四、对公司的影响

温宿项目温7浅层油气高产富集区块（油气藏埋藏深度在900-1500m左右）的重大发现展示了温

宿项目良好的勘探前景，是塔里木盆地最浅的常规油气发现之一，推动了公司向上游产业链延伸，为实

施勘探开发和工程服务一体化战略奠定了基础，对公司油气勘探业务长远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五、风险提示

1、温7、温7-1井油气发现带动了温宿项目加快后续勘探开发的进程，温7区块油气藏含油面积和储

量需在探井评价井实施完成后上报国家储量委员会予以确定。

2、公司持有的温宿区块探矿权随着温7区块的发现将转为采矿权，采矿权的办理和开发方案的编制

需一定的时间，公司将加快这一进程，具体时间暂时不能确定。

特此公告。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4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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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香溢融通 公告编号：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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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贸易业务诉讼进展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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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诉讼案件：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香溢金联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溢金联）与深圳市富泰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泰通物流）仓储合同诉

讼事项，收到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二审判决）。

●香溢金联为案件原告，富泰通物流为案件被告。

●涉案金额：仓库货物灭失损失价值61,209,860元。

●民事诉讼案件二审判决，维持原判，即将进入执行程序。

●刑事案件：香溢金联被诈骗一案，目前尚处审查起诉阶段。

一、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1、2017年7月27日，香溢金联与富泰通物流签订《服务合约》，由富泰通物流位于河南省郑州市航空

港区四港联动大道郑港二路1号贰仟物流园二楼（东1库）（以下简称：郑州准时达仓）为香溢金联提供

仓储服务；同时约定因富泰通物流的主观故意、人为过失、疏忽等因素造成的货物损失，富泰通物流需要

承担赔偿责任，提供的赔偿依货物入仓时香溢金联所提供之声明价值为准。 香溢金联采购的货物由供应

商运送并经郑州准时达仓验收入库储存。 香溢金联在货物储存前向富泰通物流提交了记载声明仓储货

物价值等数据文件。

2018年8月20日，香溢金联对储存于富泰通物流郑州准时达仓的货物进行实地盘点，发现仓储货物

价值61,209,860元的苹果手机均已灭失。

2018年8月27日，香溢金联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富泰通物流赔偿货物

灭失的损失共计61,209,860元；诉讼费由富泰通物流承担。 同日，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

财产保全申请书，请求法院查封、冻结富泰通物流名下价值61,209,860元的财产。

2018年8月28日，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该诉讼案件出具受理案件通知书。 2018年9月11日，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富泰通物流账户银行存款61,209,860元， 账户冻结期限至2019年9月

10日。

2、香溢金联与河南创亚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亚通信）于2017年7月签订代采购货物

《合作框架协议》，创亚通信委托香溢金联代为采购货物苹果手机。 同时，创亚通信大股东兼法定代表人

王博、自然人张猛对前述委托采购业务产生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上述采购的货物由富泰通物

流提供仓储服务。2018年6月份以来，创亚通信出现违反框架协议约定延迟提货的现象。香溢金联多次催

告无果，决定对仓储货物另行处置。 2018年8月20日，香溢金联在盘点货物时发现储存手机灭失。 鉴于创

亚通信相关人员涉嫌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诈骗行为，2018年8月24日， 香溢金联向宁波市公安局海曙

分局报案；香溢金联被诈骗一案，符合刑事立案标准，公安机关对该案进行立案侦查。

2019年4月1日，公司收到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18）浙02民初1704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主要如下：1、被告富泰通物流赔偿原告香溢金联经济损失61,209,860元；2、本案案件受理费、

财产保全费由被告富泰通物流负担。

（详见公司临时公告2018-049、2019-023）

二、 民事诉讼案件判决情况

一审判决后，富泰通物流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9年8月22日，公司收到浙江省高级人

民法院出具的（2019）浙民终41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深圳

市富泰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三、民事诉讼案件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本次民事诉讼案件，法院已作出终审判决，即将进入执行程序。

上述事项涉及的刑事案件尚处审查起诉阶段。 公司将依法采取有效措施，努力维护公司权益，并根

据相关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3日

证券代码：

600858

证券简称：银座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40

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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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济南市泺源大街66号银座大厦C座19层公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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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5,828,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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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631

(四)�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侯功海先生主持，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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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出席5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总经理胡鑫先生（兼董事）、财务负责人庄敏女士列席会议；董事会秘书张美清女士出席会

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孙公司山东银座置业有限公司、子公司泰安银座商城有限公司租赁事项签订

补充协议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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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69,846 95.0156 1,420,039 4.9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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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关于公司孙公司山东银

座置业有限公司、 子公

司泰安银座商城有限公

司租赁事项签订补充协

议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27,069,846 95.0156 1,420,039 4.9844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一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为关联交易，有关联关系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山

东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已经申明关联关系，并回避了议案一的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

律师：林泽若明、郭彬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没有提出新议案；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关于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

书。

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4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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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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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天津开发区西区新业九街19号天药股份办公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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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59,940,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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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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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总经理张杰先生主持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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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人，逐一说明未出席董事及其理由；

董事李 静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董事袁跃华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董事俞 雄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逐一说明未出席监事及其理由；

3、 董事会秘书王春丽女士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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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监事候选人：田力杰 559,940,499 100 是

1.02 监事候选人：李娟 559,940,499 10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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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监事候选人：田力杰 5,410,350 100 0 0 0 0

1.02 监事候选人：李娟 5,410,350 100 0 0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天津长实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筱畅、侯玺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

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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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3日

股票代码：

600488

股票简称：天药股份 编号：

2019-037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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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9年8月23日在

天药股份办公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9年8月12日以书面和传真的方式送达公司各位监

事。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5人，实际表决监事5人,�会议由监事会代理主席陆强先生主持。会议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会议选举田力杰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田力杰先生简历：

田力杰，男，1983年生人，大学学历，助理工程师。曾任天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信息化办公室职员。现

任天津金耀集团有限公司信息化办公室部长助理、天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信息化办公室部长助理。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8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