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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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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

01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2019

年付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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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债权登记日：2019年10月23日

● 债券付息日：2019年10月24日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0月24日发行的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将于2019年10月24日开始支付自2018

年10月24日至2019年10月23日期间的利息。为保证本次付息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南京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2017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面向合格投资者）》有关条款的约定，现将有

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发行人：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3.债券简称：17南京01

4.债券代码：143341

5.发行总额：人民币10亿元

6.债券期限：5年期，附第3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7.债券利率：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为4.88%。

8.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3年末上调本期债券

后2年的票面利率。 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30个交易日，在中国证

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 若发行人

未行使利率上调权，则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9.计息期限：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自2017年10月24日起至2022年10月23日止，若投资者行使回售

权，则计息期限自2017年10月24日起至2020年10月23日止，未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自2017年10

月24日起至2022年10月23日止。

10.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2018年至2022年每年的10月24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

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自2018年至2020年每年的10月24日， 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1.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2017年10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2.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

13.担保条款：本期债券由南京市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

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4.信用等级：根据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出具的《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信用评级报告》，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A，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 2019年6月

18日，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跟踪评级，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维持为AAA，公司主体信用等级维持

为AA+。

二、本次付息方案

“17南京01” 的票面利率为4.88%，每手“17南京01”（面值人民币1,000元）实际派发利息为人

民币48.80元（含税）。

三、付息债权登记日和付息日

（一）债权登记日：2019年10月23日

（二）债券付息日：2019年10月24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至2019年10月23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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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17南京01” 持有人。

五、付息方法

（一）公司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

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 如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

兑息资金划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则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公司自

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公司的公告为准。 公司将在本期兑息日2个交易日前将本期债券的利息

足额划付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

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一）关于向个人投资者征收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

者应就其获得的债券利息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本期债券发行人已在《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面向合格投资者）》中对上述规定予以明确说明。

按照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03]

612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

地的税务部门缴付。请各兑付机构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做好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工作。如各

兑付机构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 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兑付机构自行

承担。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征缴说明如下：

1、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20%征收

4、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付息网点领取利息时由付息网点一次性扣除

5、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付息网点

6、本期债券利息税的征管部门：各付息网点所在地的税务部门

（二）关于向非居民企业征收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2018年11月7日发布的《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

自2018年11月7日起至2021年11月6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

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

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七、相关机构及联系方法

（一）发行人：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步国旬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江东中路389号

联系人：张璟

联系电话：025-58519063

邮政编码：210019

（二）主承销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天鹅湖路198号

法定代表人：章宏韬

联系人：叶倩、林玉珑、丁久芳、田硕

联系电话：010-56683569；0551-65161650-8020

邮政编码：230081

（三）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3层

联系人：徐瑛

联系电话：021-68870114

邮政编码：200120

特此公告。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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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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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北院路888号行政楼四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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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5,66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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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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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长李丽莎主持会议。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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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董事李仙玉先生、田云飞先生、李慧慧女士、潘桦先生、金立志先

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李永泉先生、高伟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 董事会秘书张茜女士出席了会议；常务副总邱高鹏先生、副总经理陈坤先生出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及外部监事津贴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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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666,8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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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666,8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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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666,8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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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666,8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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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

关于选举李丽莎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董

事

155,658,501 99.9946 是

5.02

关于选举田云飞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董

事

155,658,501 99.9946 是

5.03

关于选举邱高鹏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董

事

155,658,501 99.9946 是

5.04 关于选举陈坤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155,658,501 99.9946 是

2、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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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

选举宣国良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155,658,501 99.9946 是

6.02

选举金立志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155,658,501 99.9946 是

6.03

选举王开田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155,658,501 99.9946 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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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1 选举李永泉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155,658,501 99.9946 是

7.02 选举叶梵彬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155,658,501 99.9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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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及外部监事津贴的

议案

266,8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

266,8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关于修订 《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的议案

266,8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

关于修订 《董事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266,8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01

关于选举李丽莎女士为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258,501 96.8894

5.02

关于选举田云飞先生为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258,501 96.8894

5.03

关于选举邱高鹏先生为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258,501 96.8894

5.04

关于选举陈坤先生为第

四届董事会董事

258,501 96.8894

6.01

选举宣国良先生为第四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58,501 96.8894

6.02

选举金立志先生为第四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58,501 96.8894

6.03

选举王开田先生为第四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58,501 96.8894

7.01

选举李永泉先生为第四

届监事会监事

258,501 96.8894

7.02

选举叶梵彬先生为第四

届监事会监事

258,501 96.889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2至议案4为特别决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汤中博、戴欣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

件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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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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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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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9年10月16日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9�年10月12日通过电话，邮件及书面形式发出，

本次会议由董事李丽莎女士主持，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1、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李丽莎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为止。

2、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及主

任委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以下人员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及主任委员，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

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为止。

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 李丽莎

委员

田云飞

邱高鹏

宣国良

金立志

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 李丽莎

委员

宣国良

王开田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 李丽莎

委员

王开田

金立志

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 王开田

委员

宣国良

邱高鹏

3、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同意聘任田云飞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

之日为止。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本议案的独立意见。

4、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张茜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为止。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本议案的独立意见。

5、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下列人员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为止。

（1）聘任邱高鹏先生担任公司常务副总裁；

（2）聘任陈坤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

（3）聘任别涌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

（4）聘任张茜女士担任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本议案的独立意见。

6、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潘敏女士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为止。

特此公告。

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七日

附：简历

李丽莎，女，中国国籍，出生于1978年9月，硕士，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先后任职于济民制药质管部、

上海双鸽采购部、财务部及人力资源部。 担任的社会职务包括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人大代表、上海市

奉贤区工商联常务理事、上海市商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台州商会副会长以及奉贤区食品药品安全协会

理事等。 曾任公司董事，现任公司董事长，以及聚民生物执行董事、聚瑞塑胶执行董事、上海双鸽执行

董事、济民堂执行董事、上海铭迦执行董事、双鸽集团监事、双鸽贸易执行董事及经理。

田云飞，男，中国国籍，出生于1980年3月，硕士，有境外永久居留权。历任济民制药生产部经理、总

经理助理、双鸽集团副总经理、双鸽集团总经理、双鸽新能源执行董事兼经理；担任的社会职务包括第

十一届浙江省人大代表；2008年4月至今任公司总经理。 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博鳌国际医院董事。

邱高鹏，男，中国国籍，出生于1972年8月，浙江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10年6月

至2011年6月任华立集团华方医药科技营销部部长；2011年6月至2013年6月任浙江我芯我能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总经理；2013年6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济民堂总经理，并兼任鄂州二医院

执行董事、新友谊医院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担任的社会职务包括黄岩区第十四届政协委员，浙江省医

药协会常务理事；台州市医药学会第四届理事；黄岩区科协委员。

陈坤，男，中国国籍，出生于1982年2月，中国国籍，西安交通大学应用经济学硕士学位，注册会计

师，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9年-2011年任职于西部证券投资银行部，项目经理；2011年-2016年任职

于广发证券投资银行部，保荐代表人；2016年-2018年任职于西安雷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财务

总监兼董事会秘书，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宣国良，男，中国国籍，出生于1941年6月，本科，教授，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历任上海交通大学机械

系任助教、讲师，在此期间曾参加水下激光设备、卫星通信信号接受设备、彩色电视中心设备研制等多

个重要科研项目。 曾在联邦德国康斯坦茨大学作访问学者，进修经济管理，其间在西门子、博世公司实

习访问，任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任客座教授。 于1993年回国后，任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多次主持重大决策项目，2001至2011年受聘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曾任兰生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已从上海交通大学退休。 现任公司独立董事。

金立志，男，中国国籍，出生于1955年1月，大学学历，律师，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曾获多

次上海市人民政府表彰，上海市司法局及上海浦东新区委员会颁发的“优秀共产党员” 称号。 金立志

先生历任上海市卢湾区人民政府公职人员， 上海市恒信律师事务兼职律师， 上海市和平律师所副主

任、支部书记。 现任公司独立董事、上海金沁律师事务所主任、支部书记、宁波天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王开田，男，中国国籍，出生于1957年11月，会计学博士，国家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南京财经大学原副校长。 曾历任会计学院院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现任中国企业财务管理

协会副会长。 先后在《管理世界》《会计研究》《经济管理》《中国高等教育》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10

多篇，出版会计学专著5部。 曾荣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江苏省人文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江苏省教育教学优秀成果特等奖、一等奖；研究生教育

教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曾先后享受国家政府津贴专家、获得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江苏杰

出会计工作者、江苏省优秀学科带头人、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工作者等荣誉称号并先后兼任两届

南京市人大代表及其财经委员、国家工商管理教学指导委员、中国会计准则咨询委员会专家。

别涌，男，中国国籍，出生于1975年2月，硕士，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历任山东大学学术交流中心经

理、上海双鸽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上海聚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济民制药副总经理。

张茜，女，中国国籍，出生于1962年11月，硕士，工程师，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曾在上海沪昌特殊钢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复旦复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复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任职，历任证券部主任，

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董事会秘书。 2015年5月至今任济民制药董事会秘书。

潘敏，女，中国国籍，出生于1976年7月，本科，中级人力资源管理师，2008年5月—2010年4月任双

鸽集团办公室主任助理，2010年5月任职济民制药董事办，2015年4月至今任济民制药证券事务代表。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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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济民制药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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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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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9年10月16日在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9年10月12日通过电话、邮件及书面形式发出，本次

会议由李永泉先生主持，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出席会议的监事讨论及表决，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李永泉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四届监事会届满之日为止。 （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七日

附：简历

李永泉先生，中国国籍，出生于1962年10月，教授、博导，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 历任杭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所副所长，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曾兼任浙江佐力药业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曾任浙江大学生化研究所所长。 现任浙江大学教授、博导，浙

江大学药物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浙江省微生物生化与代谢工程实验室主任，兼任万邦德新材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证券代码：

000975

证券简称：银泰资源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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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全称及证券简称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变更后的公司名称：银泰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2、变更后的证券简称：银泰黄金

3、 证券简称启用日期：2019年10月17日

4、证券代码不变，仍为000975

一、公司名称变更的情况

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9月19日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全称及 证券简称的议案》。

目前，公司已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锡林郭勒盟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的营业执照。

公司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相关事项如下：

名 称：银泰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类 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 所：西乌珠穆沁旗巴拉嘎尔高勒镇哈拉图街

法定代表人：杨海飞

注册资本：壹拾玖亿捌仟叁佰叁拾柒万叁仟零肆拾柒（人民币元）

成立日期：1999年06月18日

营业期限：1999年06月18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企业自有资金投资；投资管理服务；工程技术咨询服

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机械设备租赁；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

类商品除外）；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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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和 证券简称变更前后说明如下：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中文名称 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银泰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Yintai�Resources�Co.,Ltd. Yintai�Gold�Co.,Ltd.

证券简称 银泰资源 银泰黄金

英文简称 YTR YTG

二、公司名称变更的原因及与主营业务匹配情况

公司于2018年1月26日完成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前，公司主营业务为有色金

属矿采选业务及探矿权勘查，矿产资源为铅锌银多金属矿；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主营业务为贵金属

和有色金属矿采选及金属贸易，矿产资源主要为金矿，产品主要为合质金。 2018年度，黄金业务营业利

润占公司总营业利润的53.82%。

因此， 为了更准确地体现公司的主营业务， 公司拟将全称变更为银泰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

“Yintai� Gold� Co.,Ltd.” ）， 证券简称由银泰资源变更为银泰黄金（英文“YTG” ），证券代码不

变。

三、其他事项说明

经公司申请，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公司 证券简称自2019年10月17日起由“银泰资源”

变更为“银泰黄金” ，公司证券代码不变，仍为“000975” 。

特此公告。

银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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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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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新疆乌鲁木齐黄河路2号招商银行大厦20楼公司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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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12,12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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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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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夏令和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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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人，出席8人；

2、 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

3、 董事会秘书蒋学工出席本次会议；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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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补选孙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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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121,317 100.00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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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补选孙军先生为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27,088,24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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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赛德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作霞 姜远宏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人员资格及相关表决程序均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贵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中粮糖业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新疆赛德律师事务所关于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

书；

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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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神力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实施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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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前，朱晓静持有常州神力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1,015,

8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0%；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 朱晓静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652,

000股，减持后持有公司股份363,8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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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晓静 5%以下股东 1,015,875 0.60%

IPO前取得：725,625股

其他方式取得：290,2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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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晓静 1,015,875 0.60%

朱晓静系苏州彭博有限合伙人

之一

苏州彭博创业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

8,129,520 4.83%

朱晓静系苏州彭博有限合伙人

之一

合计 9,145,395 5.43% —

注：比例合计数与部分明细数相加之和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及董监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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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晓静

652,

000

0.39%

2019/7/19

～

2019/7/19

集中竞

价交易

13.30－

13.55

8,718,

567.44

已完成 363,875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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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股东减持公司股份事项已按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及进展披露，本次减持情况与此前预披

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二）股东的减持行为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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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应承诺的要求。

（三）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

性经营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常州神力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10/17

证券代码：

603289

证券简称：泰瑞机器 公告编号：

2019-090

泰瑞机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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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公告日，泰瑞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瑞机

器” 或“公司” ）财务总监章丽芳女士持有公司股份1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375%。

（2）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章丽芳女士拟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

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0.0150%。 若

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事项，减持股份数将相应调整，减持期间如遇买卖

股票的窗口期限制，将不得减持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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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丽芳

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

100,000 0.0375% 其他方式取得：100,000股

注：根据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章丽芳女士于2018年10月获授100,000股公司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减持主体上市以来未减持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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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丽芳

不 超 过 ：40,

000股

不 超 过 ：

0.0150%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 ：40,000

股

2019/11/8 ～

2020/5/6

按市场价

格

股权激励

个人资金需

求

注：减持主体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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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持主体将结合市场情况、股价表现以及相关法律法规所允许的董监高可交易窗口期间等因

素，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际减持数量、减持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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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持主体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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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在减持期间，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泰瑞机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17日

股票代码：

002706

股票简称：良信电器 公告编号：

2019-095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金融机构理财

产品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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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遗漏。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1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金融机构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公司正

常经营及发展的情况下， 可使用不超过50,000万元人民币的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或低风险型金融机

构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决议有效期为董事会通过之日起一年以内。 具体内容

详见2019年8月2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金融机构

理财产品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73。

根据上述决议，近日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银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兴业银行）签署了购买理财产品的协议，具体如下：

一、 公司分别于2019年10月11日、2019年10月14日与中信银行签订协议， 以自有资金人民币3,

000万元、自有资金人民币5,000万元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购买产品情况如下：

（一）产品要素

1、产品名称：共赢利率结构29472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C195U01O2）

2、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封闭式

3、本产品收益计算方式：产品本金×产品年化收益率×收益计算天数/365

4、预期收益率（年化）：3.45%

5、收益起计日：2019年10月11日

6、到期日：2019年11月14日

7、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3,000万元

8、资金来源：公司暂时自有闲置资金

9、公司与中信银行无关联关系

（二）产品要素

1、产品名称：共赢利率结构29662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C195U01UO）

2、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封闭式

3、本产品收益计算方式：产品本金×产品年化收益率×收益计算天数/365

4、固定收益率（年化）：3.65%

5、收益起计日：2019年10月14日

6、到期日：2019年12月13日

7、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5,000万元

8、资金来源：公司暂时自有闲置资金

9、公司与中信银行无关联关系

（三）本次购买的中信银行存款产品风险

1、收益风险。 本产品类型为保本浮动收益、封闭式产品，只保障存款本金，但不保证具体收益率。

2、利率风险：如果人民币市场利率上升，该产品的收益率不随人民币市场利率上升而提高，购买

者将承担该产品资产配置的机会成本。

3、流动性风险：本产品类型为保本浮动收益、封闭式产品，购买者无提前终止本产品的权利，在本

产品存续期间内，购买者不得提前支取，可能导致购买者在需要资金时无法随时变现。

4、政策风险：本产品是根据当前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设计的，如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等发生变

化，可能影响本产品的投资、偿还等环节的正常进行，从而可能对本产品造成重大影响。

5、不可抗力及其他风险：指由于自然灾害、战争、重大政治事件等不可抗力以及其他不可预见的

意外事件（包括但不限于通讯、网络、系统故障等因素）可能致使结构性存款面临损失的任何风险。

二、公司于2019年10月12日与兴业银行签订协议，以自有资金人民币5,000万元购买保本型理财

产品，该产品情况如下：

（一）产品要素

1、产品名称：企业金融结构性存款

2、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3、本产品收益计算方式：投资本金*约定年化收益率*产品期限/365

4、固定收益率（年化）：3.8%

5、收益起计日：2019年10月12日

6、到期日：2020年1月10日

7、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5,000万元

8、资金来源：公司暂时自有闲置资金

9、公司与兴业银行无关联关系

（二）本次购买的兴业银行存款产品风险

本存款产品为人民币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其收益与存款利率相比不稳定且并不保障。 本存款产

品收益分为固定收益和浮动收益两部分,其中浮动收益与挂钩标的的波动变化情况挂钩，最差的情况

下可能仅能获得固定收益及浮动收益下方收益（即产品协议浮动收益条款中所列示的较低收益）。

1、市场风险。 本存款产品的浮动收益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之上海金上午基准价的波动变化情况

确定，若在本存款产品存续期间的指定观察日上海黄金交易所之上海金上午基准价小于50�元/克，则

认购方获得的实际收益可能低于预期收益目标。

2、提前终止风险：本存款产品乙方有权根据市场状况、自身情况提前终止该产品，甲方必须考虑

本存款产品提前中止时的再投资风险。

3、法律风险：本存款产品是针对当前政策法规设计，相关政策法规变化将可能对本存款产品的运

作产生影响

三、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金融机构理财产品是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在确保公司日

常所需资金不受影响的前提下进行的，购买的理财产品为保本型理财产品，期限较短，公司已经履行

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不会影响公司营运的正常进行，也不会影响公司主营

业务的正常开展。

2、在保本的前提下，公司对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能获得一定的收益，有利于

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四、截至公告日，公司累计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截至公告日（含本次），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如下：

序号 机构名称 产品类型

投 资 金 额

（万元）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预 期 年 化

收益率

是否到

期

1 上海银行 保本浮动收益型 5000 2018-10-22 2019-1-22 4.05% 是

2 中信银行 保本浮动收益型 7000 2018-10-22 2019-1-21 4.05% 是

3 兴业银行 保本浮动收益型 10000 2018-11-16 2019-2-14 4.00% 是

4 中信银行 保本浮动收益型 9000 2018-11-19 2019-1-18 3.90% 是

5 中信银行 保本浮动收益型 10000 2018-11-18 2019-2-18 4.10% 是

6 中信银行 保本浮动收益型 13000 2019-1-28 2019-3-29 3.97% 是

7 兴业银行 保本浮动收益型 10000 2019-2-21 2019-4-22 3.72% 是

8 中信银行 保本浮动收益型 5000 2019-2-22 2019-4-23 3.77% 是

9 兴业银行 保本浮动收益型 8000 2019-4-29 2019-7-29 3.80% 是

10 中信银行 保本浮动收益型 8000 2019-4-29 2019-7-29 3.80% 是

11 招商银行 保本浮动收益型 7000 2019-6-14 2019-8-1 3.50% 是

12 招商银行 本金保障型 6000 2019-7-4 2019-7-25 3.20% 是

13 兴业银行 保本浮动收益型 5000 2019-8-9 2019-11-7 3.85% 否

14 中信银行 保本浮动收益型 5000 2019-8-9 2019-9-9 3.50% 是

15 中信银行 保本浮动收益型 10000 2019-8-9 2019-10-8 3.65% 是

16 中信银行 保本浮动收益型 5000 2019-8-9 2019-9-9 3.50% 是

17 中金公司 净值型固定收益类 2000 2019-8-30 2019-12-3 4.60% 否

18 中信银行 保本浮动收益型 3000 2019-10-11 2019-11-14 3.45% 否

19 兴业银行 保本浮动收益型 5000 2019-10-12 2020-1-10 3.80% 否

20 中信银行 保本浮动收益型 5000 2019-10-14 2019-12-13 3.65% 否

截至公告日（含本次），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的尚未到期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金额共计为20,

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9.23%，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1.37%。

五、备查文件

《中信银行对公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说明书》、《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构性存款协议》。

特此公告！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17日

证券代码：

002706

证券简称：良信电器 公告编号：

2019-096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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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4项发明证

书,23项实用新型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 有效期 证书号

ZL�2016�1�0284834.9 一种弹性储能传动机构 发明 2016.04.29 20年 第3528849号

ZL�2016�1�0283855.9

一种储能式电动操作小型

断路器

发明 2016.04.29 20年 第3528848号

ZL�2017�1�0103644.7

一种电动操作装置的脱扣

连动机构

发明 2017.02.24 20年 第3530776号

ZL�2017�1�0103233.8

电动操作装置离合机构的

改良结构

发明 2017.02.24 20年 第3530775号

ZL�2018�2�1820075.4

一种具有自诊断功能的脱

扣器附件

实用新型 2018.11.06 10年 第9373841号

ZL�2018�2�2133016.6

一种低压断路器的接触系

统

实用新型 2018.12.18 10年 第9364665号

ZL�2018�2�2183385.6 断路器温度采集装置 实用新型 2018.12.24 10年 第9362619号

ZL�2018�2�2213597.4 一种直流接触器 实用新型 2018.12.26 10年 第9362485号

ZL�2019�2�0157994.6

一种低压断路器端子绝缘

改良结构

实用新型 2019.01.28 10年 第9367014号

ZL�2019�2�0098985.4 开关的动触头系统 实用新型 2019.01.21 10年 第9374799号

ZL�2018�2�1472177.1

一种直流接触器的灭弧系

统

实用新型 2018.09.10 10年 第9376994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 有效期 证书号

ZL�2018�2�1525289.9

一种改良的旋转开关操作

机构

实用新型 2018.09.18 10年 第9378760号

ZL�2018�2�1525553.9 一种旋转式开关操作机构 实用新型 2018.09.18 10年 第9378939号

ZL�2018�2�1585671.9

一种改良的低压断路器动

触头系统

实用新型 2018.09.27 10年 第9377546号

ZL�2018�2�1585764.1

一种抽屉式断路器摇出机

构联锁机构

实用新型 2018.09.27 10年 第9382703号

ZL�2018�2�1600286.7 一种断路器用连接装置 实用新型 2018.09.27 10年 第9379418号

ZL�2018�2�1720547.9

一种储能系统状态监测模

块

实用新型 2018.10.23 10年 第9382427号

ZL�2018�2�1777497.8 一种开关中转连接装置 实用新型 2018.10.30 10年 第9379266号

ZL�2018�2�1820052.3

一种具有数据采集存储功

能的断路器附件

实用新型 2018.11.06 10年 第9387045号

ZL�2018�2�1913299.X

一种万能式断路器用电动

操作机构安装改良结构

实用新型 2018.11.20 10年 第9388457号

ZL�2018�2�1976615.8

一种带温度保护功能的配

电变压器

实用新型 2018.11.28 10年 第9387856号

ZL�2018�2�2175793.7

一种无极性直流大电流分

断装置

实用新型 2018.12.24 10年 第9381644号

ZL�2018�2�2175794.1 一种直流大电流分断装置 实用新型 2018.12.24 10年 第9381645号

ZL�2018�2�2188492.8 一种断路器操作机构 实用新型 2018.12.25 10年 第9378250号

ZL�2018�2�2188486.2

一种断路器操作机构的跳

扣臂结构

实用新型 2018.12.25 10年 第9382484号

ZL�2018�2�2213574.3

一种直流接触器的隔弧结

构

实用新型 2018.12.26 10年 第9377477号

ZL�2018�2�2245648.1

一种直流接触器的动触头

组件

实用新型 2018.12.26 10年 第9378166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为：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上述专利的取得不会对我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发挥我公司的自

主知识产权优势，促进技术创新，提升公司的竞争能力。

特此公告！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