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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959

证券简称：小熊电器 公告编号：

2019-002

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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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 证券简称：小熊电器，证券代码：

002959）的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内（2019年8月26日、2019年8月27日、2019年8月28日）收盘

价格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的情况。

二、对重要问题的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

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未发现前期披露的信息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是否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

重大信息；

3、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

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6、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

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本公司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

明书》（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 ）中披露的风险因素，注意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19年7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招股说明书之“第四节 风

险因素” 。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

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本公司董事会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

工作。

特此公告！

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8�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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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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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年 8�月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的议案。 由于

赵龙先生、龚靖先生、温斌斌先生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具备作为激励对象的资格和条件，公司将分别以

首次授予为16.93元/股的价格对上述三人合计327,936股、预留授予为6.90元/股的价格对上述三人合计

11,520股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实施回购注销上述限制性股票339,456股后， 公司总股本将由

225,404,160.00�股减少至 225,064,704.00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8月6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及文件。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由于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公司注册资本减少，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

通知起 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2019�年 8�月 28�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

债权，并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

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

行。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

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

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

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

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方式如下：

1、 申报时间：2019�年 8� 月 28日至 2019� 年 10� 月 11� 日。 每日 8:30-11:30；13:00-17:00

（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2、债权申报登记地点：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益围路10号

3、联系人：聂润涛

4、联系电话：电话：0760-86130901

5、传真：0760-86138111

6、电子邮箱：service@union-optech.com

特此公告。

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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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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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宁波市鄞州区甬江大道188号宁波财富中心4单元8楼 百隆东方股份有

限公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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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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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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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杨卫新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以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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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董事韩共进先生、独立董事包新民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

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华敬东、副总经理杨勇、财务总监董奇涵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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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7,906,289 99.9827 194,400 0.0173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 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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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杨卫新 1,127,769,795 99.9706 是

2.02 杨卫国 1,127,768,789 99.9705 是

2.03 曹燕春 1,127,768,789 99.9705 是

2.04 潘虹 1,127,768,789 99.9705 是

2.05 卫国 1,127,768,789 99.9705 是

2.06 韩共进 1,127,796,489 99.9730 是

3、 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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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赵如冰 1,127,787,892 99.9722 是

3.02 钱亚斌 1,127,786,889 99.9721 是

3.03 黄惠琴 1,127,814,589 99.9746 是

4、 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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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 朱小朋 1,127,787,891 99.9722 是

4.02 王维 1,127,814,589 99.9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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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

的议案

3,994,241 95.3588 194,400 4.6412 0 0.0000

2.01 杨卫新 3,857,747 92.1002

2.02 杨卫国 3,856,741 92.0761

2.03 曹燕春 3,856,741 92.0761

2.04 潘虹 3,856,741 92.0761

2.05 卫国 3,856,741 92.0761

2.06 韩共进 3,884,441 92.7375

3.01 赵如冰 3,875,844 92.5322

3.02 钱亚斌 3,874,841 92.5083

3.03 黄惠琴 3,902,541 93.1696

4.01 朱小朋 3,875,843 92.5322

4.02 王维 3,902,541 93.169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1《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了出席本次会议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 议案2、议案3、议案4以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获得通过，

形成本次股东大会的普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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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事务所

律师：何晶晶、阮曼曼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为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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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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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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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9年8月28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际到会并参加表决9人。 会议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等的有关规定，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如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议项一：选举杨卫新担任公司董事长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议项二：选举杨卫国担任公司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后附高管人员简历）

议项一：聘任杨卫新担任公司总经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议项二：聘任潘虹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议项三：聘任卫国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议项四：聘任杨勇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议项五：聘任董奇涵担任公司财务总监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议项六：聘任华敬东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战略决策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议项一：选举杨卫新为战略决策委员会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议项二：选举杨卫国为战略决策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议项三：选举潘虹为战略决策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议项四：选举韩共进为战略决策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议项五：选举钱亚斌为战略决策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议项一：选举钱亚斌为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议项二：选举黄惠琴为提名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议项三：选举杨卫国为提名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议项一：选举赵如冰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议项二：选举黄惠琴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议项三：选举杨卫新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议项一：选举黄惠琴为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议项二：选举赵如冰为审计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议项三：选举曹燕春为审计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备查文件

1.百隆东方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8日

附：高管简历

杨卫新 先生，1961年11月出生，中国香港籍，香港永久性居民，拥有澳大利亚临时居留权，本科学

历。 1983年毕业于华东纺织工学院（现更名为“东华大学” ）。 2004年4月至今，担任百隆东方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2015年7月至今，担任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卫新先生同时担任中国棉纺织行业

协会副会长，2003年荣获“宁波市荣誉市民” 称号。

潘 虹 女士， 1962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专学历，清华大学EMBA，会计

师、高级经济师。 2004年至今，担任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卫 国 先生，1963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教授级高级工

程师。 2004年至今，担任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5年5月至今，担任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 学术兼职：东华大学纺织学院硕士研究生校外指导导师、全国纺织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棉纺织品

分技术委员会第一届委员、全国纺织核心期刊《棉纺织技术》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纺

纱新技术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纺织工程学会棉纺织专业委员会委员等。 近年获得的主要荣誉：2008

年中国纺织行业年度创新人物称号，2010年全国纺织工业劳动模范称号，2015年宁波市有突出贡献专

家奖，2018年中国棉纺织行业优秀总工程师称号。 卫国先生主持的科技项目荣获“纺织之光” 2018年度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

杨 勇 先生，副总经理，1973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工业经济助理

经济师。 先后担任宁波市镇海棉纺织厂技术人员，宁波中汇营销部副经理、百隆东方有限公司上海办事

处主任。 2010年9月起，担任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华敬东 先生，董事会秘书，1961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工程师。 1983

年毕业于华东纺织工学院（现更名为“东华大学” ）。 先后担任杭州第二毛纺厂车间主任、浙江中汇股份

有限公司化纤部经理、尉犁县九九棉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自2013年4月起担任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助理、董事会秘书。

董奇涵 1976年6月生，毕业于浙江大学会计专业，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曾担任天健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业务部经理，执业十多年，工作经验丰富，于2015年4月起担任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

监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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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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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9年8月28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以现场表决

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际到会并参加表决3人。 会议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如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后附简历）

选举朱小朋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二、备查文件

1.百隆东方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8日

朱小朋 先生，1964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专学历，助理工程师。 先后担任宁

波毛条厂分厂厂长、宁波第二毛纺织厂总经理助理，现担任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监事会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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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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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19年8月27日以现场

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培桓先生主持召开，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集、召

开及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并通过《关于拟参与竞买山东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参

与竞买本次股权事项， 授权公司管理层参与竞买标的公司股权的具体实施事项以及签署本次竞买事项

相关的法律文件或合同。 具体见2019年8月29日公司公告（2019-069）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2、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的议案》，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3、 审议并通过 《关于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见2019年8月29日公司公告

（2019-070）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特此公告。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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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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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9年8月27日以现场

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张爱国先生主持，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 本次会议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并通过《关于拟参与竞买山东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2、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特此公告。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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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参与竞买山东华润万家生活超

市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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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参与竞买天津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天津华润万家” 、“转让方” ）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的其持有的山东华润万家生

活超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100%股权，转让底价为3,120.00万元。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

管理层参与竞买标的公司股权的具体实施事项以及签署本次竞买事项相关的法律文件或合同。

●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股权受让，需经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组织竞标，竞标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本次

竞买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一、 本次交易的概述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目前受托管理标的公司下属正在经营的七家门店， 并拥有标的公司为支持该七家门店的日常

经营业务相关必要的管理权。 天津华润万家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100%股权，转让底价为3,120.00万元。 公司拟参与竞买事项，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参与竞买标的

公司股权的具体实施事项以及签署本次竞买事项相关的法律文件或合同。 如公司竞买成功，公司将持有

标的公司100%股权。

（二）审议程序

2019年8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参与竞买山东华润万家生

活超市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参与竞买标的公司股权的具体实施事

项以及签署本次竞买事项相关的法律文件或合同。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交易事项，有利于与公司现有业务协同发展，增强公

司的市场竞争能力， 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规划； 本次参与竞买事宜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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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天津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91120116754813198A

3、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4、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5、注册资本：12,000万元人民币

6、法定代表人：黄欣

7、成立日期：2003年10月22日

8、住所：天津市开发区洞庭路2号11层B室

9、经营范围：食品销售(凭许可证开展经营活动);初级农产品销售及收购(不含粮食、棉花的收购);日

用百货、厨房用品、卫生间用品、日用杂品、卫生用品(个人用品)、文教体育用品、化妆品、五金交电、家电、

纺织品、服装鞋帽、床上用品、宠物食品及用品、玩具、通讯器材、图书、报纸、期刊、电子出版物(凭许可证

开展经营活动)、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钟表、眼镜、体育器材、电子产品、家具及室内装饰材料、灯具

的批发兼零售;保健食品(凭许可证开展经营活动)、医疗器械(凭许可证开展经营活动)、无线电产品零售、

佣金代理(拍卖除外);珠宝、金、银制品的加工、零售;鲜花、汽车、摩托车、自行车销售;汽车用品、零配件

零售等。

10、公司与天津华润万家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山东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91370103562509853G

3、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4、注册资本：103,000万元人民币

5、法定代表人：肖彬

6、成立日期：2010年8月26日

7、住所：济南市市中区刘长山路与济微路交叉口大众广场

8、经营范围：许可证批准范围内的小包装食盐、畜牧盐零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

儿配方乳粉)、现场制售;国内版图书、期刊、音像制品零售;在本店内零售卷烟、雪茄烟(以上项目有效期

限以许可证为准);初级农产品、避孕套、避孕帽、日用百货、服装鞋帽、纺织品、五金交电、家具、工艺美术

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花卉、办公用品及设备、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文具体育用品及器材、化妆品批

发、零售及相关产品售后维修服务等。

9、权属情况说明：转让方承诺，本次产权转让是转让方真实意愿表示，转让的产权权属清晰，转让方

对该产权拥有完全的处置权且实施不存在任何限制条件。

10、股东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天津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有限公司 103,000 100%

11、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信息：标的公司截止2019年6月30日未经审计的数据，总资产7,679.85万

元，净资产-61,242.63万元，2019年1至6月实现营业收入24,012.17万元，净利润-911.16万元。

因本次交易范围不包括特易购商业（山东）有限公司，依据深圳诚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的《山东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深诚信财审字【2019】第139

号），审计范围不包括特易购商业（山东）有限公司，仅包括标的公司及子公司青岛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有

限公司（下称“青岛华润万家” ）的审计结果：截止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23,333.16万元，净资产-2,

080.14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67,888.19万元，净利润为-6,665.28万元； 2019年4月末的总资产20,

807.50万元，净资产1,049.03万元，2019年1至4月营业收入18,298.46万元，净利润129.17万元。

注：特易购商业（山东）有限公司原为标的公司子公司，已于2019年8月15日完成股权内部转让。

四、交易标的挂牌信息

1、项目名称：山东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有限公司100%股权

2、项目编号：G32019SH1000114

3、转让底价：3,120.00万元

4、挂牌起始日期：2019年8月1日

5、挂牌期满日期：2019年8月28日

6、交易保证金：624.00万元

7、交易价款支付方式：一次性付款

8、其他重要信息：

（1）转让方与标的公司及公司于2019年3月6日签署《资产管理协议》，将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青岛

华润万家的7家门店日常经营业务委托给公司管理，托管期十年。 根据《资产管理协议》约定，托管期内，

如标的公司股权发生转让的， 除非各方协商一致并签署书面解除协议， 否则资产管理协议继续有效履

行。

（2）本次交易范围不包含特易购商业（山东）有限公司，在标的公司股权工商变更登记之前，转让

方会完成特易购商业（山东）有限公司股权内部转让。

（3）标的公司（含青岛华润万家）已将截至2019年4月30日尚未消费完毕的华润万家预付卡款转

让给转让方，自标的股权工商变更完成之日起一个月内由标的公司为消费者提供换卡服务，标的公司因

此支出的预付卡金额由转让方在十个工作日内支付给标的公司；逾期未换卡的，由转让方直接向消费者

承兑。

（4）标的公司（含青岛华润万家）原会员积分属于转让方，在交割日后仅可在转让方的华润通业务

平台中使用，由转让方负责向消费者承兑。

（5）青岛华润万家于2016年6月、9月、11月分别与刘庆华、刘永华、杨超签署租赁协议租赁中海国

际广场6层604、605、606室供转让方办公使用。 标的股权工商变更完成后，由转让方负责解除与刘庆华、

刘永华、杨超的租赁协议，由此产生的相关费用及补偿或赔偿金由转让方承担。

（6）标的公司济南大众广场门店由转让方与济南市人防开发服务中心、济南王冠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于2010年7月23日签订租赁合同。 现因济南大众广场门店关闭拟解除租赁合同，由此产生的相关费用

及补偿或赔偿金由转让方承担。

（7）长期股权投资情况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止2019年4月30日，标的公司持有100%特易购商业（山东）

有限公司股权。 依据本次经济行为文件《华润万家党委会会议纪要》（20190121）：对于标的公司及青

岛华润万家进行挂牌转让，对于特易购商业（山东）有限公司拟进行内部转让。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认为标的公司现有的连锁网络布局，未来具有一定的增长潜力。 如公司竞买成功，本次交易有

利于与公司现有业务协同发展，整合区域内资源优势，增强公司的市场竞争能力，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规划。 标的公司2018年度亏损较大，主要为供应链支撑能力受限、区域总部管理成本和物流运营成本较

高，以及不在交易范围内门店闭店损失影响等。 如公司受让股权，将通过供应链整合、优化区域总部管理

架构等措施，扩大现有门店销售收入，控制管理和物流成本，提高运营效率。 此次竞买对公司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六、风险提示

本次股权转让事宜的竞标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本次竞买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3708

证券简称：家家悦 公告编号：

2019-070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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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9年9月16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9年9月16日14点30分

召开地点：九龙城国际大厦6楼公司会议室（山东省威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庆路53号）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9年9月16日至2019年9月1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已经分别在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请参见2019年 8月29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

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

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

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六)�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2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708 家家悦 2019/9/10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2019年9月11日上午9:00-11:00；下午14:00-16:00

(二)�登记地点：九龙城国际大厦8楼（山东省威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庆路53号）

(三)�登记方式

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以下文件在上述时间、地点现场办理或通过传真方式（联

系方式见后）办理登记：

1、自然人股东：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并准备复印件一份、股票账户卡、持股凭证；

2、自然人股东授权代理人：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并准备复印件一份、自然人股东身份证件复印

件、授权委托书、股票账户卡、持股凭证；

3、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明书、股票账户卡、持股凭证；

4、法人股东授权代理人：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授权委托

书（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股票账户卡、持股凭证。

注：如通过传真方式办理登记，请提供必要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并与公司电话确认后（联系方式见

后）方视为登记成功。 并在参会时请携带上述规定的登记文件交与会务人员。

六、其他事项

(一)�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请于会议召开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凭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登记

文件原件入场。

(二)�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为期半日，出席会议代表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周承生

联系地址：九龙城国际大厦8楼（山东省威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庆路53号）

邮箱：jiajiayue@jiajiayue.com.cn

联系电话：0631-5220641

传真： 0631-5288939

邮编：264200

特此公告。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9年9月16日召开的贵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

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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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资扩股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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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控股股东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淮南矿业” ）发来《关于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扩股有关事项的函》

（淮矿政函〔2019〕185号），淮南矿业在原有三家股东即淮河能源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淮河能源集团”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达” ）、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华投资” ）的基础上，通过增资扩股，新引入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

信投资” ）、中银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投资” ）、冀凯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冀凯集团”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电力” ）、中电国瑞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电国瑞” ）、淮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淮北矿业” ）等六家股东。该新引入的六家股东均以

货币资金对淮南矿业出资， 出资完成后， 淮南矿业的注册资本将由1,681,388.9315万元增加至1,810,

254.9111万元。 此次增资扩股相关事项已经淮南矿业于2019年8月26日召开的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本次增资扩股前后，淮南矿业股东及其出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增资扩股前 增资扩股后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淮河能源集团 1,500,666.0400 89.25 1,500,666.0400 82.90

中国信达 150,602.4096 8.96 150,602.4096 8.32

国华投资 30,120.4819 1.79 30,120.4819 1.66

建信投资 - - 51,546.3918 2.85

中银资产 - - 25,773.1959 1.42

冀凯集团 - - 20,618.5567 1.14

上海电力 - - 10,309.2784 0.57

中电国瑞 - - 10,309.2784 0.57

淮北矿业 - - 10,309.2784 0.57

合计 1,681,388.9315 100.00 1,810,254.9111 100.00

建信投资、中银投资、冀凯集团、上海电力、中电国瑞、淮北矿业等六家股东对淮南矿业增资前后，淮

南矿业股权结构图如下：

增资前，图示如下：

100%

1.79%

89.25%

增资后，图示如下：

淮南矿业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仍为本公司直接控股股东，淮河能源集团仍为本公司的间接控股股

东，淮南矿业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仍为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特此公告。

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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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皖江物流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安徽省港口运营集团有限公

司增资扩股协议书之补充协议》

暨进展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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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情况概述

2019年5月31日，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安徽省港口运营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港口运营集团” ）全体股东签署了《增资扩股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 按

照协议约定，公司以部分港口资产，按协议约定的交易对价方式，向省港口运营集团进行增资，最终各方

投资金额及股权比例，以审计机构审计确认的过渡期损益为依据调整投资各方投资额及股权比例，并且

依此签订补充协议，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同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拟以部分港口资产投资入股暨增资安徽省港口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的议案》，并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授权公司经理层办理签署补充协议等有关事宜（详见公司于2019年6月1日在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临2019-022号公告）。

二、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9年8月28日，公司与省港口运营集团全体股东签署了《安徽省港口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增资扩股

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补充协议内容如下：

（一）协议主体

甲方：安徽省港航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马鞍山郑蒲港新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丙方：安庆市交通投资有限公司

丁方：铜陵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戊方：池州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己方：芜湖市交通投资有限公司

庚方：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辛方：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二）经审计，安徽省港口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过渡期合并归属母公司净损

益为2,010.40万元。

经审计，庚方过渡期合并净损益为-5,066.71万元，其他影响净资产增加额19,621.03万元，合计净

资产增加额14,554.32万元。

辛方以其持有的芜湖海螺物流有限公司100%股权所对应的资产和权益，按评估价值出资入股标的

公司。 经审计，芜湖海螺物流公司过渡期损益为零。

增资前原股东对标的公司过渡期净损益2,010.40万元本次不进行分配，留存标的公司。 为维护标的

公司增资前原股东利益， 庚方按持股比32.109%同比例弥补标的公司， 即弥补2010.40/66.893%*32.

109%=965.00万元，资金来源从庚方本次净资产增加额中扣减；扣减后，庚方净资产增加额为13,589.32

万元，除以折股系数1.131413，应增加注册资本12,010.93万元。

（三）依据各方于2019年5月31日签订的《安徽省港口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书》和上述

调整，标的公司注册资本相应由635,657.91万元增至647,668.84万元。 各股东占标的公司最终股比分别

是：甲方由51.474%下降到50.519%、乙方由5.794%下降到5.686%、丙方由5.043%下降到4.949%、丁方

由3.049%下降到2.993%，戊方由1.219%下降到1.196%、已方由0.315%下降到0.309%；庚方由32.109%

上升到33.368%、辛方由0.998%下降到0.980%。

（四）本补充协议签订生效后5个工作日内，标的公司按照上述第（三）条确定的各股东最终股比，

办理完毕变更手续。

（五）其他事项均执行各方于2019年5月31日签订的《安徽省港口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

书》。

（六）本补充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公司公章，并符合法律和有关管

理规定的要求和程序后生效。

三、备查文件

（一）《安徽省港口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书之补充协议》；

（二）《关于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港口资产模拟合并过渡期损益的专项审计报告》（天

健审〔2019〕5-76�号）。

特此公告。

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570

证券简称： 恒生电子 编号：

2019-041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三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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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七届三次监事会于2019年8月27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

决方式举行。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3名，实际参与表决监事3名。 监事长黄辰立先生主持了本次会

议。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该报告详见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监事会关于《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审核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赋予的职权，监事会通过查阅公司

有关资料，认真履行了检查、监督职责。

监事会认为本报告期内，公司财务运作规范、状况良好，公司出具的《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及摘要》能够如实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现状。

特此公告。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

603089

证券简称：正裕工业 公告编号：

2019-053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债发审委会议准备

工作回复的公告

回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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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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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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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请做好正裕工业公开发行可转债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

函》（以下简称“《告知函》” ）。

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告知函》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和落实,�现根据相关要求对《告知

函》回复内容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的《〈关于请做好正裕工业公开发行可转债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复》。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批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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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

603922

证券简称：金鸿顺 公告编号：

2019-043

苏州金鸿顺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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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苏州金鸿顺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福建华

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及2019年度内控审计机构。

公司于近日收到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来函，主要内容为：经主管部门批准，

“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名称已变更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更

名后的会计师事务所各项执业资格、服务团队、单位地址、联系电话等均无变化，主体资格和法律关系

不变。 原“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各项业务、权利和义务均由“华兴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承继，原有的业务关系及已签订的合同继续履行，服务承诺保持不变。

因此，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名称变更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本次会计师事

务所名称变更，不涉及主体资格变更，不属于更换或重新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形。

特此公告。

苏州金鸿顺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证券简称：海南橡胶 证券代码：

601118

公告编号：

2019-063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保险赔款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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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海南省分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签订的《海胶集团2018年橡胶收入保

险项目保险协议书》约定（详情请见公司于2018年8月16日发布的2018-059号公告），2019年3月1日

至2019年5月30日期间因价格波动和病虫害触发保险赔付条件，经公司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查勘定损，确定3月、4月、5月因价

格波动触发赔付条件的赔款金额分别为205,003.68元、10,241,835.76元和35,441,571.83元，4月因

病虫害触发保险赔付条件的赔款金额为7,850,498.26元。 目前上述赔付款项合计53,738,909.53元已

全部到账，公司将上述款项计入其他收益。

特此公告。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8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