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19年10月10日 星期四

信息披露

isclosure

B009

D

证券代码：

601636

证券简称：旗滨集团 公告编号：

2019-102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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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具体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龙珠四路2号方大城T1

栋36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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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09,669,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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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7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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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是公司董事会，公司董事长姚培武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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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出席7人，公司董事俞其兵先生、郑立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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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公司监事王立勇先生、陈锋平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9-2024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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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9,669,399 99.9999 10 0.0001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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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4,461,699 99.9598 470,110 0.0371 37,800 0.0031

3、议案名称：关于《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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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4,931,799 99.9970 10 0.0000 37,800 0.0030

4、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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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4,461,699 99.9598 470,110 0.0371 37,800 0.0031

5、议案名称：关于《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长期发展计划之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及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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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5,250,699 99.9343 800,110 0.0627 37,800 0.0030

6、议案名称：关于《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长期发展计划之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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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5,720,799 99.9711 330,010 0.0258 37,800 0.0031

7、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中长期发展计划之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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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5,250,699 99.9343 800,110 0.0627 37,800 0.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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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

纲要（2019-2024年）》的议案；

98,214,149 100.0000 10 0.0000 - -

2

关于《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

（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71,756,449 99.2972 470,110 0.6505 37,800 0.0523

3

关于《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

管理办法》的议案；

72,226,549 73.5399 10 0.0000 37,800 0.0523

4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事业合伙人持

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71,756,449 73.0612 470,110 0.6505 37,800 0.0523

5

关于《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长期发展计划之第

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63,933,449 65.0960 800,110 1.2353 37,800 0.0584

6

关于《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长期发展计划之第

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64,403,549 65.5746 330,010 0.5095 37,800 0.0584

7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中长期发展计

划之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63,933,449 65.0960 800,110 1.2353 37,800 0.058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无特别决议议案。

2、 关联交易议案回避表决情况：2、3、4、5、6、7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议案2、3、4，关联股东姚培武先生、张柏忠先生、张国明先生、凌根略

先生、候英兰女士及参与本次事业合伙人计划的其他股东在股东大会上须回避；议案5、6、7，参与本次中

长期发展计划之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股东在股东大会上须回避。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裴娜、吴桂玲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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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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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GDR

兑回限制期即将届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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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次发行的全球存托凭证（以下简称“GDR” ）兑回限制期为自2019年6月20日（伦敦时

间）至2019年10月17日（伦敦时间）（以下简称“兑回限制期” ），公司本次发行的GDR兑回限制期即将

届满。

●兑回限制期届满后，GDR可以转换为A股股票，将导致存托人Citibank,� N.A.作为名义持有人持

有的A股股票数量根据GDR注销指令相应减少并进入境内市场流通交易。本次兑回限制期届满的GDR�

数量为82,515,000份，对应A股股票825,1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09%。

●本次兑回限制期届满的GDR自2019年10月18日 （北京时间） 起可以转换为A股股票， 存托人

Citibank,� N.A.将于2019年10月17日（伦敦时间）起接受GDR注销指令。

●根据GDR跨境转换安排，GDR跨境转换不会导致公司新发行A股股份或流通A股股票数量发生

变化，对公司股本亦无影响。

一、本次发行的GDR基本情况

（一）核准情况

公司已就本次发行GDR取得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的批准，具体

参见公司于2018年12月1日（注：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所列日期均指北京时间）刊登的《关于发行

GDR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复的公告》（临2018-076）， 并就本次发行的GDR招

股说明书取得了英国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具体参见公司于2019年6月12日刊登的《关于发行GDR并在

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招股说明书获得英国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批准并刊发的公告》（临2019-033）。

（二）股份登记时间

公司初始发行的75,013,636份GDR对应的境内新增基础A股股票已于2019年6月17日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 ） 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存管， 持有人为公司GDR存托人

Citibank,� N.A.。

公司超额配售的7,501,364份GDR对应的境内新增基础A股股票已于2019年6月24日在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存管，持有人为公司GDR存托人Citibank,� N.A.。

（三）GDR上市情况

公司于2019年6月20日（伦敦时间）发行75,013,636份GDR（行使超额配售权之前）并在伦敦证券

交易所上市，证券全称：Huatai� Securities� Co.,� Ltd.，证券代码为：HTSC。 稳定价格操作人通过行使

超额配售权要求公司额外发行的7,501,364份GDR于2019年6月27日（伦敦时间）交付给相关投资者并

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主板市场上市交易。

二、本次GDR跨境转换安排及兑回限制情况

（一）GDR跨境转换安排

国际合格投资者除通过国际订单市场买卖GDR外， 也可通过英国跨境转换机构将GDR与A股股票

进行跨境转换。 截至本公告日，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信息，已经完成跨境转换机构备案的英国跨境

转换机构共10家。

跨境转换包括将A股股票转换为GDR（以下简称“生成” ），以及将GDR转换为A股股票（以下简称

“兑回” ）。 英国跨境转换机构通过在中国结算开立的跨境转换专用证券账户办理因生成、兑回GDR引

起的境内基础股票非交易过户。 境外市场投资者生成或兑回GDR的，中国结算对GDR的存托人和英国

跨境转换机构发送的指令进行匹配，匹配一致并确定相关基础股票足额后，于该交易日日终办理相应境

内基础股票的非交易过户。

英国跨境转换机构通过委托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在境内市场进行A股交易，并要求存托人生成或兑

回GDR。 具体而言：

（1）生成：英国跨境转换机构可以根据投资者的指令通过委托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买入A股股票

并交付存托人，进而指示存托人签发相应的GDR并交付给投资人。 由此生成的GDR可以在伦敦证券交

易所主板市场交易。

（2）兑回：英国跨境转换机构可以根据投资者的指令指示存托人注销GDR，存托人将该等GDR代

表的A股股票交付英国跨境转换机构。英国跨境转换机构可以委托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出售该等A股股

票，将所得款项交付投资人。

（二）兑回限制情况

根据境内的相关监管规定， 公司本次发行的GDR兑回限制期为自2019年6月20日 （伦敦时间）至

2019年10月17日（伦敦时间）。 在此期间，公司本次发行的GDR不得转换为A股股票。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全球存托凭证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8］1993�号），公司GDR存续期内的数量上限将不超过82,515,000份，对应的A

股股票数量上限为825,150,000股。 因公司送股、股份分拆或者合并、转换比例调整等原因导致GDR增

加或者减少的，数量上限相应调整。

本次兑回限制期届满的GDR�数量为82,515,000份，对应A股股票825,1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9.09%。

三、本次发行的GDR兑回安排及对公司股本的影响

公司本次发行的GDR兑回限制期为自2019年6月20日 （伦敦时间） 至2019年10月17日 （伦敦时

间），公司本次发行的GDR兑回限制期即将届满。

本次兑回限制期届满的GDR自2019年10月18日 （北京时间） 起可以转换为A股股票。 存托人

Citibank,� N.A.将于2019年10月17日（伦敦时间）起接受GDR注销指令，将导致存托人Citibank,� N.A.

作为名义持有人持有的A股股票数量根据GDR注销指令相应减少并进入境内市场流通交易。

在GDR存续期内的数量上限范围内， 英国跨境转换机构亦可以根据投资者指令通过委托上海证券

交易所会员从境内市场买入A股股票并指示存托人生成代表其所购入A股股票的GDR， 生成GDR将导

致存托人Citibank,� N.A.作为名义持有人持有的A股股票数量相应增加。

在公司GDR进行跨境转换的情况下，公司GDR数量不得超过公司GDR存续期内的数量上限。 根据

GDR跨境转换安排，GDR跨境转换不会导致公司新发行A股股份或流通A股股票数量发生变化，对公司

股本亦无影响。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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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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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销售及近期购得土地使用权

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9年9月，公司实现签约销售面积103.57万平方米，同比增加42.99%；实现签约销售金额234.57亿

元，同比增加81.95%。 2019年1-9月，公司累计实现签约销售面积833.03万平方米，同比增加49.71%；累

计实现签约销售金额1,620.40亿元，同比增加39.38%。上述签约销售面积和金额统计口径包含公司参与

投资的全部房地产项目。鉴于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销售数据可能与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

相关数据存在差异，以上统计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

自2019年8月销售及购地情况简报披露以来，公司近期新增7个项目，情况如下：

1、温州市滨江商务区桃花岛项目，该项目位于温州市龙湾区蒲州街道下埠村，东至规划道路、南至

规划道路、西至在建幼儿园、北至规划道路；土地面积29,523.00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94,768.00平方

米；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零售商业用地和餐饮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城镇住宅用地70年、零售商业

用地和餐饮用地40年；成交总价为137,800.00万元，公司拥有该项目50%的权益。

2、温岭市神童门项目，该项目位于温岭市城西街道神童门村，东至城西大道、南至五洋路、西至现状

空地、北至现状空地；土地面积114,369.00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285,922.50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住宅用

地、商服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用地70年、商服用地40年；成交总价为264,900.00万元，公司拥有该

项目36%的权益。

3、天津市宝坻区京津中关村科技城项目，该项目位于天津市宝坻区西环北路与宝中道交口、中关村

大道与纵一路交口，包括一块城镇住宅地块和一块商服地块，其中城镇住宅地块四至为：东至望都北路、

南至横三路、西至纵一路、北至中关村大道，商服地块四至为：东至纵三路、南至横一路、西至西环北路、

北至宝中道；土地面积103,264.60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212,612.81平方米，其中城镇住宅地块土地面

积65,065.40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117,115.56平方米，商服地块土地面积38,199.20平方米、计容建筑

面积95,497.25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商服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城镇住宅用地70年、商服

用地40年；成交总价为48,380.00万元，公司拥有该项目16.8%的权益。

4、扬州市邗江区GZ092项目，该项目位于扬州市邗江区，东至吴东路、南至北城路、西至邗沟中学、

北至秋实路；土地面积83,239.00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120,879.00平方米（其中住宅部分112,559.15平

方米,商业部分1,474.59平方米,配建幼儿园4,140.00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住宅、幼托用地；土地使用年

限为70年；公司拥有该项目60%的权益，收购价款为40,697.98万元。

5、西安市港务区GW2-3-7项目，该项目位于西安市港务区奥体中心，东至规划路、南至秦汉大道、

西至港务西路、北至货运线；土地面积79,201.49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198,003.00平方米；土地用途为

住宅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70年；成交总价为59,520.00万元，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招商局置地有限公司拥

有该项目51%的权益。

6、西安市港务区GW2-3-8项目，该项目位于西安市港务区奥体中心，东至规划路、南至秦汉大道、

西至港务西路、北至货运线；土地面积160,984.06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402,460.00平方米；土地用途为

住宅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70年；成交总价为121,080.00万元，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招商局置地有限公司

拥有该项目51%的权益。

7、西安市港务区GW1-20-2项目，该项目位于西安市港务区奥体中心，东至港务西路、南至规划

路、西至规划路、北至柳新路；土地面积20,287.59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111,579.00平方米；土地用途为

商服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40年；成交总价为14,160.00万元，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招商局置地有限公司拥

有该项目51%的权益。

上述新增项目情况统计口径包含公司参与投资的全部房地产项目。 鉴于未来公司可能就部分项目

引入合作者，影响招商蛇口在项目中所占权益比例。 上述比例供投资者作阶段性参考。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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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招商蛇口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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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经营

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

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进展概况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已完成支付现金购买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持有的中航善达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航善达” ）22.35%股份，正在推进以公司、深圳招商房地产

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招商局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招商物业” ）100%股权认购中航善达非公开发行

股份事宜。

前期进展情况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购买中航善达22.35%股份及以招商物业100%股权认购中航

善达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进展公告》（【CMSK】2019-058）、《关于购买中航善达22.35%股份协议转让

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CMSK】2019-070）、《关于以招商物业100%股权认购中航善达非公开发

行股份发行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CMSK】2019-071）、《关于购买中航善达22.35%股份获得国

务院国资委批复的公告》（【CMSK】2019-097）、《关于购买中航善达22.35%股份及以招商物业100%

股权认购中航善达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进展公告》（【CMSK】2019-104）、《关于购买中航善达22.35%

股份过户完成的公告》（【CMSK】2019-117）、《关于以招商物业100%股权认购中航善达非公开发行

股份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复的公告》（【CMSK】2019-119）。

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具的 《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

书》（反垄断审查决定[2019]377号），具体内容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经初步审查，现决定，对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中航善达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案不实施进一步审查。你公司从即日起可以实施集中。

该案涉及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之外的其他事项，依据相关法律办理。 ”

二、其他事项

公司以招商物业100%股权认购中航善达非公开发行股份事项尚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

准后方可实施，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公司正在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并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

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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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中远海特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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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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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前海开源定增11号资产管理计划（以下

简称“前海开源” ）持有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228,102,

18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63%，上述股份全部来源于公司非公开发行，已于2019年2月11日上市流通。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前海开源本次减持计划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公司股

份不超过64,399,521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其中，在任意连续90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

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若减

持期间公司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股份数将进行相应调整（详

见公司于2019年8月5日披露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2019-036））。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截至2019年10月9日，前海开源减持计划时间过半，未通过任何方式减持其

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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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海开源定增11号资产管理计划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228,102,189 10.63% 非公开发行取得：228,102,189股

前海开源无一致行动人。

前海开源自持有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以来未减持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截至2019年10月9日，前海开源减持计划时间过半，未通过任何方式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本次

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本次减持事项与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前海开源以现金方式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持有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

内不得转让。

√是 □否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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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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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产生影响。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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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在上述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公司将遵守股东减持股份的有关规定，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 前海开源将根据市场情况、 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

划，减持方式、数量及价格具有不确定性；减持期间如遇买卖公司股票的窗口期限制，出现不得交易公司

股票的情形时，前海开源将不进行相关减持操作。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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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海开源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更。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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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中天金融 公告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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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12月1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87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议案》。 2018年12月29日，公司披露了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公告编号：临2018-148）。2019年4

月3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89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社

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 2019年4月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

份的回购报告书（修订版）》（ 公告编号：临2019-34，以下简称“本方案”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

金融机构借款及其他筹资方式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 用于后续员工持股计

划或者股权激励计划、转换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回购股份不超过560,420,373股，不

低于350,262,735股, 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7.54元/股， 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22,

556.9612万元。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一、回购方案实施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股份回购实施情况统计如下:

实施日期 回购股份数（股）

成交最高价

（元/股）

成交最低价

（元/股）

成交金额

（元）

2019年1月2日 2,397,000 4.38 4.38 10,500,777.63

2019年4月9日 1,518,566 5.21 5.09 7,805,795.22

2019年5月17日 4,844,581 4.16 4.07 19,996,766.48

2019年5月20日 5,011,425 4.03 3.93 19,993,556.32

2019年6月28日 1,320,917 3.85 3.83 5,073,373.03

2019年7月31日 2,650,918 3.79 3.77 10,018,563.61

2019年8月6日 3,031,511 3.40 3.32 10,176,873.39

合计 20,774,918 / / 83,565,705.68

截至2019年9月30日， 公司实施本方案已累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

份数量20,774,91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966%，共支付金额83,565,705.68元（含交易费用）。

二、其他说明

（一）公司实施回购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公司回购股份的实施符合既定方案。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业绩快报公告前10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后2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 （2019年1月2日）前五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之和407,732,314股的25%。

（二）公司将密切关注市场环境、公司股票价格变化，充分利用既有回购计划的回购数量额度，根据

市场行情和公司财务状况，合理推进股份回购，并依据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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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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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

任职资格获中国银保监会江苏监管局核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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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以下简称“江苏银保监局” ）《中国银保监会江苏

监管局关于沈永明任职资格的批复》（苏银保监复〔2019〕519号），核准沈永

明先生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

沈永明先生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任期自江苏银保监局核准其任职资格之

日起生效，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任期届满可以连选连任。 沈

永明先生的简历请见公司于 2018� 年 11月 30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的《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资料》。

公司原独立董事朱增进先生任职已满六年， 根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朱增进先生提交了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

及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委员职务的报告，公司董事会接受其辞呈，该辞任自辞

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朱增进先生任职期间对公司做出的

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

000089

证券简称：深圳机场 公告编号：

2019-058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回银行理财产品本金及收益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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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理财产品到期收回情况

2018�年 9月30日， 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福永支行签

订理财产品协议及相关文件， 公司以闲置自有资金人民币 50,000万元认购

该行发行的“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期开放” 理财产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披露的《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银行保本理财

产品的进展公告》(� � � �公告编号： 2018-048)。 2019年9月30日，上述理财产

品本金和收益已按协议约定到期赎回，赎回本金50,000万元，收回相应收益

2,000万元。 该项理财收益与预期收益不存在差异。

二、公告日前十二个月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具体如下表：

受托人名称 产品名称 资金来源 产品类型

金额

（万元）

起始日期 到期日期

实际收回本金（万

元）

实际投资收益（万

元）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

蕴通财富·日增利

185�天

自有

资金

保证收益型 20,000

2018年10月8

日

2019年4月11

日

20,000 400.41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

福永支行

中银保本理财-人

民币按期开放理

财产品

自有

资金

保证收益型 50,000

2018年9月30

日

2019年9月30

日

50,000 2,000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九日

证券代码：

600055

证券简称：万东医疗 编号：临

2019-039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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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0月2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

六次会议和2018年11月7日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预案的议案》，公司于2018年11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公司于2019年2月1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

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预案〉的议案》，并于2019

年2月21日披露了《万东医疗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的公告》。 具体内容及相关回购进

展公告详见公司刊登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告。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回购股份的

价格为不超过12.50元/股；回购期限自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回购

的股份将作为公司后期股权激励计划之标的股份,若公司未能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则公司回购的股份将

依法予以注销。

根据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19年9月30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327.60万股，占公司目前

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61%。购买股份最低成交价为9.28元/股，最高成交价为12.48元/股，成交总金额为3,

458.40万元（不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补充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实

施股份回购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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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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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票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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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近日接

到公司控股股东杭州信雅达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子公司” ）的通知，

获悉：

电子公司已于2019年10月9日将其原质押给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的5,926,000股无限售流通股解除质押。

截至本公告日，杭州信雅达电子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郭华强先生（郭

华强先生持有电子公司75.32%股份），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质押情况如下：

1、杭州信雅达电子有限公司持有78,106,006股无限售流通股公司股份，

占目前公司总股本439,679,218股的17.76%；本次解除质押后，电子公司累计

质押股份30,000,000股，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的38.41%，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6.82%。

2、郭华强先生持有22,750,152股无限售流通股公司股份，占目前公司总

股本439,679,218股的5.17%；郭华强先生无任何股份质押。

综上， 杭州信雅达电子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郭华强先生合计持有本公

司股份100,856,158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2.93%，其中已累计质押本公司股

份30,000,000股， 占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的29.75%，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6.82%。

备查文件

1.�《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当日委托流水》

特此公告！

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