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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本次公告(2019-157)仅反映投资账

户截止 2019 年 08 月 22 日的投资单

位价格, 下一公告日为 2019 年 08 月

27日。 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及税

延养老产品的各投资账户价格每日在

《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告，如遇节

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

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或登

陆公司网站：www.citic-prudential.

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单位价格

账户类别 账户名称 账户设立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09日

2018年6月25日

优选全债

稳健配置

成长先锋

现金增利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打新立稳

优势领航

季季长红利

盛世优选

税延养老C

20.5998

20.7090

32.9093

15.0122

11.4781

14.4609

12.0499

13.3406

10.4931

5.6120

10.4013

10.3935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cquae.com/

（重庆）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栋

（北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路1号金泰大厦705室

序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产权项目简介 转让底价(万元)

1

重庆市南川区丰绿农产品批发物流市

场有限公司51％股权及6047.932219万

元债权

67047.28 49638.73

标的企业于2012年4月在重庆市南川区取得两宗商服用地共358.48亩，

分别用于建设农产品批发物流市场项目和朝天门分市场项目。 其中，农

产品批发物流市场项目占地约262.6亩，容积率1.5；朝天门分市场项目占

地约95.88亩，容积率3.0。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31363.684519

2

左中右(重庆)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50%股权

2772.56 1798.3

标的企业主要经营电动汽车租赁，包含电动汽车长租、短租、以租代购，

现有康迪K10、 康迪K11、 康迪K17等电动汽车623辆， 目前出租率为

65.3%。 2018年标的企业营业收入270.67万元。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630

3

重庆渝经电力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及479.851781万元债权

-- 765.41

标的企业具有电力行业（变电工程、火力发电、送电工程）专业乙级；市

政行业（热力工程）专业丙级；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乙级等资质，从事

烟尘、烟气二氧化硫污染治理、GB类、GC类、GD类压力管道设计等业务。

咨询电话：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1245.261781

4 重庆市交通设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0.8%股权

280728.93 121086.06

标的企业主营业务为交通运输、工程机械、车辆船舶、环保能源、物流仓

储、医院学校、工业园区、企业技术改造以及其他潜在领域设备设施融资

租赁。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968.69

序号 项目名称 增资项目简介 公开拟募集资金总额

公开拟募集资金对

应持股比例

1 重庆交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增资企业注册资金为13800万元，是一家以网约车、公务用车、分时租赁三大主

营业务为主体，集车辆租赁、车辆销售等多样经营发展于一体的汽车租赁龙头企

业。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不低于18750万元 55%

序号 项目名称 招租项目简介 评估值 租赁底价

1

重庆市江北区东环路68号附1至附8号

（现代广场D区）66处商业房产（约

28757.99㎡）整体招租

标的系位于具有“西部第一商圈” 美誉的重庆观音桥商圈核心地段商服用房，建

筑面积28757.99㎡，楼层为负1层-7层，租赁年限12年，租金每年递增3%。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6843.84万元/年 6159.46万元/年

证券简称：九洲电气 证券代码：

300040

公告编号：

2019-088

哈尔滨九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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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九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可转债”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317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可转债

简称为“九洲转债” ，债券代码为“123030”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规模为30,800万元，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19年8月19日，T-1日）

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

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一、本次可转债原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本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的缴款工作已于2019年8月20日（T日）结束。

本次发行向原股东优先配售1,356,920张，即135,692,0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4.06%。

二、本次可转债网上认购结果

本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

已于2019年8月22日 （T+2日） 结束。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保荐人 （主承销

商）” ）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可转债网上发行的最终认购情况

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张）：1,695,155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69,515,5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张）：27,925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792,500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可转债，以及因结算参与人资金不足而无效认购的可转债由保荐人

（主承销商）包销。 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数量为27,925张，包销金额为2,792,500元，包销比

例为0.91%。

2019年8月26日（T+4日），保荐人（主承销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可转债认购资金划转

至发行人，由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债券登记申请，将包销的可转债登记至保荐人

（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

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1号华贸中心1号写字楼22层

联系人： 股本资本市场部

电话： 010-5902�6619

特此公告。

发行人：哈尔滨九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123

证券简称：梦网集团 公告编号：

2019-083

梦网荣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设立公益基金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梦网荣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扶贫攻坚战的重要指示，积极践行作为公众公司的社会责任，让科技传承至民族

家园的各个角落，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秉承拼搏、创新、诚信、共赢理念，弘扬中华民族

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同时为提高公司公益慈善事业的规范程度和效率，公司子公司

深圳市梦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梦网科技” ）于近日设立公益基金会，具体

情况如下：

一、公益基金会基本情况

名称：深圳市梦网慈善基金会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中四道30号龙泰利科技大厦六楼621-1

类型：非公募基金会

原始基金数额：人民币300万元，由梦网科技出资

基金会宗旨：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遵守社会道德风尚，让科技传承至

民族家园的各个角落，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秉承拼搏、创新、诚信、共赢理念，弘扬中华

民族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帮助中华民族大家园中需要帮助的人。

基金会业务范围：1、资助贫困地区、资助改善贫困户生活水平等扶贫济困事业；2、

资助贫困学生就学、资助贫困学校基础设施改善、优化教学资源等助学公益事业。

基金登记管理机关：深圳市社会组织管理局

根据《公司章程》，本次对外捐赠事项属于公司总经理审批权限，已经公司总经理

审批通过，无需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设立公益基金会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

1.十九大报告指出，到2020年，中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为做好全国在现行标

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公司作为上市公司也将勇于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助力

国家扶贫攻坚。 本次公司出资设立公益基金会，不仅能为社会做一份贡献，履行企业社

会责任，也能通过点滴实践获得社会和公众的认可帮助公司提升企业形象。

2.本次设立公益基金会的出资全部来源于公司的自有资金，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0.07%。 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亦不会损害公司及

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特此公告。

梦网荣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

603356

证券简称：华菱精工 公告编号：

2019-060

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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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田三红先生持有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12,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00%。 苏州工业园区昆吾民安九鼎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九鼎投资” ）持有公司股份8,000,0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6.00%。 上述股份来源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且已于2019年1月25

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19年8月25日分别收到股东田三红先生、 九鼎投资出具的关于减持公

司股份结果的告知函，截至 2019�年 8�月 25日，田三红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累计

减持公司股份1,888,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2%；九鼎投资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累计

减持公司股份2,666,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0%。 减持计划内容具体见公司于2019

年1月26日披露的《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

编号：2019-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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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三红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12,000,000 9.00% IPO前取得：12,000,000股

九鼎投资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8,000,000 6.00% IPO前取得：8,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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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三红

1,888,

400

1.42%

2019/2/26

～

2019/8/25

集 中

竞 价

交易

13.81－

14.80

26,862,

557.36

未完成：

778400

股

10,111,

600

7.58%

九鼎投资

2,666,

000

2.00%

2019/2/26

～

2019/8/25

集 中

竞 价

交易

12.02－

14.29

34,901,

693.00

未完成：

5,334,

000股

5,334,

00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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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8/26

证券代码：

688005

证券简称：容百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03

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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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按照财政部发布的相关企业会计准则而进行的合理

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一）新财务报表格式

2019年4月30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的通知》（财会[2019]6号），在原财会[2018]15号文件的基础上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

部分调整， 自编制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时，

适用新财务报表格式。

（二）金融工具政策

2017年4月，财政部颁布了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保

值》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

并要求境内上市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三）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2019年5月9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

产交换〉的通知》（财会[2019]8号），要求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实

施，自2019年6月10日起施行。 企业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

货币性资产交换，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企业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

性资产交换，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

（四）债务重组

2019年5月16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

组〉的通知》（财会[2019]9号），要求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实施，自

2019年6月17日起施行。 企业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

组，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企业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按照

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

二、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一）新财务报表格式

公司根据通知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了2019年中期财务报表，并采用追溯调

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

2018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单位：元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746,301,417.96

应收票据 661,201,056.68

应收账款 1,085,100,361.28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841,547,147.26

应付票据 214,035,757.46

应付账款 627,511,389.80

（二）金融工具政策

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

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追溯调

整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三）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公司自2019年6月10日起执行经修订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 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无需追溯调整。

（四）债务重组

公司自2019年6月17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该

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无需追溯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按照财政部发布的相关企业会计准则而进行的合理变

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三、独立董事和监事会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新会计准

则进行的合理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变更后

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

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及新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能够

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会计政

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四、上网公告附件

（一）容百科技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

688005

证券简称：容百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04

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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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

议于2019年8月25日上午11时在余姚市谭家岭东路39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相结

合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朱岩先生主持，应到监事4名，实到监事4名，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监事审议并全票通过以下议案：

1、《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及新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能够客观、

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会计政策变

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本议案所述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宁

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2019-003）。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8月26日

A

股代码：

601390 A

股简称： 中国中铁 公告编号：临

2019-054

H

股代码：

00390 H

股简称：中国中铁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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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于 2019年 8月 2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选举张

宗言先生为公司董事长，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故公司法定 代表人亦变

更为张宗言先生。

张宗言先生的简历如下：

张宗言先生，无曾用名/别名，56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正高级工程师，现任

本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同时任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工” ）

董事长、党委书记。 张先生1981年加入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系统，2005年10�月至2008

年7月任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2008年7月至2009�年4月任中铁

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副书记；2009年4月至2013年3月任中国铁建股份有

限公司党委常委、副总裁，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党委常委；2013�年3�月至2013年6月任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党委副书记，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2013

年6月至2015�年7�月任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执行董事、党委副书记，中国铁道

建筑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张先生2015年加入本公司，2015年7�月至2016年1月任本

公司总裁、党委副书记，中铁工党委书记、董事；2016年1月至2016年11月任本公司总

裁、执行董事、党委副书记，中铁工党委书记、董事；2016年11月至2019年8月任本公司

总裁、执行董事、党委副书记，中铁工总经理、董事、党委副书记；2019年8月起任本公司

董事长、党委书记，同时任中铁工董事长、党委书记。 张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

学院，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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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代码：

601390 A

股简称： 中国中铁 公告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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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0 H

股简称：中国中铁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总裁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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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于 2019年 8月 2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同意聘任

陈云先生为公司总裁， 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张宗言先生不再担任公司总裁职务。

陈云先生承诺，保证担任公司总裁一职并兼任控股股东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总经理职务期间勤勉尽责，处理好公司与其控股股东的关系，不因上述兼职而损害

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审查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陈云先生的提

名、聘任程序和公司总裁变更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经审

阅陈云先生履历资料，陈云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 亦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任

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陈云先生的简历如下：

陈云先生，无曾用名/别名，56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正高级经济师，现任本

公司总裁、党委副书记，同时担任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工” ）

总经理、党委副书记、董事。 陈先生于2007年4至2017年3月任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党委

常委，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2017年3月至2017年9月任中国

交通建设集团党委副书记，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裁；2017年9

月至2017年11月任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党委副书记，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

书记、执行董事；2017年11月至2019年6月任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工会主席。 陈先生于2019年加入本

公司，2019年6月至2019年8月任本公司党委副书记，中铁工党委副书记；2019年8月起

任本公司总裁、党委副书记，中铁工总经理、党委副书记、董事。 陈先生毕业于华东水利

学院，获得港口与航道工程专业学士学位，后获得清华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位。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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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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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属2019年第5次临时会议（2019年度总第7

次）〕 通知和议案等书面材料于2019年8月23日以专人及发送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

董事，会议于2019年8月25日以通讯表决的形式召开。应出席会议的董事7名，实际出席

会议的董事7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有效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选举张宗言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关于公司董事

长、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公告》（临2019-054号）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同意聘任陈云先生为公司总裁，任

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张宗言先生不再担任公

司总裁职务。

陈云先生承诺，保证担任公司总裁一职并兼任控股股东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总经理职务期间勤勉尽责，处理好公司与其控股股东的关系，不因上述兼职而损害

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审查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陈云先生的提

名、聘任程序，公司总裁的变更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经

审阅陈云先生履历资料，陈云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 亦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

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 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关于公司总裁

变更的公告》（临2019-055号）。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名陈云先生为公司执行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提名陈

云先生为公司执行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审查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陈云先生的提

名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经审阅陈云先生的履历资料，陈

云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亦没有被中国证监

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

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同意公

司董事会向股东大会提名陈云先生为执行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

案》，同意调整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组成人员，即：战略委员会由

张宗言、郭培章、马宗林3名董事组成，张宗言任委员会主任；提名委员会由张宗言、郭

培章、闻宝满、郑清智4名董事组成，张宗言任委员会主任。 董事会其他专门委员会人员

组成及委员会主任任职不变。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6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合法拥有对债务

人浙江省机械设备成套局等 26户不良债权。 截至公告日，债权总额为

人民币 187,660,632.16�元，其中本金人民币 76,558,930.90 元，利息

人民币 111,101,701.26 元（计算至 2011 年 04 月 27 日），债权担保

方式包括抵押担保、质押担保及保证担保。（具体信息请投资者登录华

融网站查询或与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我分公司拟对上述债权进行公开处置， 处置方式为公开转让，现

予以公告。

交易条件为：交易对象信誉好，有付款能力，能够接受债权资产存

在的瑕疵及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交易资金来源合法。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

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

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止，如有购买意向请

以书面形式在上述公告有效期内提出。 公告期内同时受理该资产处置

有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23-67719877。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迟女士，023-67719891。

联系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海尔路 178 号美全二十二世纪 A1栋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北京安博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安博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

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１５１３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

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

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１

，

２７９．５０

万股，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

本的比例为

２５％

。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６３．９７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

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８

，

５０８

，

７５０

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３

，

６４６

，

５００

万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

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７

日（

Ｔ－１

日，周二）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

２

、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网：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

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北京安博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北京安博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６

日

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 4,24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9]�

1424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

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规模为 4,240万股，回

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968.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272.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 30.00%。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

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

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19年 8月 27日（周二）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站：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相关人员

《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

要》已于 2019 年 8 月 20 日（T-6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8

月

26

日

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