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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圣亚旅游控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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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13日披露了《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

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19-011），公司股东辽宁迈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计划自本减持计划公

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 拟减持数量及比例为：集

中竞价方式减持2%，大宗交易方式减持2%，累计减持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4%，即不超过5,152,000

股。 其中，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采取大宗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截至2019年11月5日，本次减持时间区

间届满，公司股东辽宁迈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累计通过集中竞价减持2,566,140股，通过大宗交

易减持2,250,000股,合计减持4,816,140�股，占总股本的3.74%。 目前，持有公司股份5,99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4.65%。

公司于今日收到公司股东辽宁迈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来的《关于减持股份结果的通知函》，现

将有关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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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迈克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10,806,140 8.39%

IPO前取得：7,40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3,406,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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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迈克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566,

140

1.99%

2019/5/9 ～

2019/11/5

集中竞

价交易

31.19 －

44.65

95,175,

350.81

已完成

5,990,

000

4.65%

辽宁迈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019年6月4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将其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2,2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5%，以人民币30元/股价格减持给公司董事、总经理肖峰，

减持总金额为人民币67,500,000元。 当前持股数量为5,990,000股，当前持股比例为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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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11/6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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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汽转债、广汽转股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可转债转股情况：本月累计共有0元“广汽转债” 已转换成公司股票，转股数为0股，占可转债转

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截至2019年10月31日,�累计共有1,553,304,000元“广汽转债” 已转

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71,853,823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1.116606%。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19年10月31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2,552,276,000元，占可转

债发行总量的62.166028%。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5年12月30日签发的证监许可[2015]3131号文《关于核准广

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或本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410,558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100元，按面值发

行，期限6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 [2016]26号文同意， 公司410,558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将于

2016年2月4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广汽转债” ，债券代码113009。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广汽转债” 自2016�年7月22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 初始转股价格为

21.99元/股， 由于2016年6月21日、2016年10月20日、2017年6月13日及2017年9月14日实施了2015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2016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2016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2017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及

公司于2017年11月16日完成非公开发行753,390,254股A股股份，且后续依次实施了2017年末期利润

分配方案、2018年中期、 末期利润分配方案、2019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及由于公司实施股票期权自主

行权导致股本发生变动，目前转股价格调整为14.41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广汽转债”转股期为2016年7月22日起至2022年1月21日。

2019年10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期间，累计共有0元“广汽转债” 已转换成公司股票，转股数为0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

截至2019年10月31日，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2,552,276,000元， 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62.166028%。

三、可转债转股导致的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截至2019年

9月30日）

本月

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截至2019年

10月31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054,746,356 0 1,054,746,356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 6,084,340,880 0 6,084,340,88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H股） 3,098,620,305 0 3,098,620,305

总股本 10,237,707,541 0 10,237,707,541

四、其他

咨询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020-83151139转8104

传真：020-83150319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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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房产处置公开挂牌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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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3月28日披露了《关于处置部分房产的

公告》，为盘活闲置资产，提高资产运营效率，公司将以评估值为依据通过产权交易机构公开挂牌出售

位于北京、上海、杭州、椒江四处的闲置房产。

公司于8月19日向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上海联交所” ）提交了上海市松江区小昆山镇

广富林路4855弄16号、17号厂房和北京市宣武区南滨河路23号3号楼1901室、1902室房产挂牌申请，

相关房产委托上海联交所通过挂牌方式转让。 截至2019年9月18日,公司公开挂牌转让的上述房产挂

牌期满，公司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 根据该项目挂牌方案，若挂牌期满后，未征集到满足摘

牌条件的意向受让方，则不变更挂牌条件，按照5个工作日为一个周期延长，最多延长6个周期。 截至

2019年11月4日,上述房产延长挂牌期期满，公司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

具体内容详见《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处置部分房产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19-39

号）、《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房产处置公开挂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19-79号）、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房产处置公开挂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93号）和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房产处置公开挂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107号），

已登载于2019年3月28日、6月10日、7月4日和8月21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网站上。

公司于11月5日再次向上海联交所提交了上海市松江区小昆山镇广富林路4855弄16号、17号厂房

和北京市宣武区南滨河路23号3号楼1901室、1902室房产的挂牌申请， 挂牌自2019年11月6日至2019

年11月12日止，若挂牌期满后，未征集到满足摘牌条件的意向受让方，则不变更挂牌条件，按照5个工作

日为一个周期延长，最多延长7个周期。

本次公开挂牌转让房产可能存在摘牌不成功或仅成交部分的风险，公司将视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包括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有关公司的信息以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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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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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1月5日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市场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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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21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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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收购山东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有限公司股权案不实施进一步审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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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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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

603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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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

收回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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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8年12月2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

用的情况下，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较低、能够提供保本承诺的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

销售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购买额度不超过人民币45,000万元，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详见公司于2018年12月21日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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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的2018-042号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一、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现金管理产品到期收回的情况

（一） 公司于2019年8月2日购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

款” ， 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1,0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8月2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收回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的

公告》（ 公告编号：2019-060）。

上述理财产品于2019年11月4日收回，公司收回本金人民币1,000万元，并收到存款收益8.98万元，

与预期收益不存在重大差异。 本金及收益已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二、本次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情况

（一）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1、投资及收益币种：人民币

2、认购金额：1,000万元

3、预期收益率：3.15%/年

4、收益起算日：2019年11月8日

5、产品期限：24天

6、产品到期日：2019年12月2日

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投资风险及其控制措施

公司本着维护股东和公司利益的原则，将风险防范放在首位，对用于现金管理的产品严格把关，谨

慎决策，公司所选择的产品均为保本型产品，期间公司持续跟踪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

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性。

四、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

情况下进行的。 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短期的现金管理，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能进一步提升公司

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现金管理产品情况

截至公告日,公司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金额为21,000万元，公司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授权使用剩余额度为24,000万元。

特此公告。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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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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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起步股份” ）于2019年4月16日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

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使用不超过28,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

资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该投资额度在上述投资期限内可滚动使用。 具

体请见公司于2019年4月17日披露的《起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2019-028）、《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2）。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于2019年11月5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永康支行（以下简称“兴业银

行” ）签订了相关协议，并办理完成相关手续。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定期存款的主要情况

1、存款形式：定期存款

2、币种：人民币

3、存款金额：10,000万元

4、存款期限：2019年11月5日至 2020年11月5日

5、利息：年利率 2.1%

6、付息方式：按到期一次性计息，即在约定存款期限届满时结息。

7、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8、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兴业银行无关联关系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管理层需事前评估投资风险，严格筛选投资对象，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

安全，经营效益好、资金运作能力强的单位所发行的现金管理。 公司管理层将跟踪本次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投向、进展和净值变动情况，如评估发现可能影响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

的保全措施，控制安全性风险。

（2）公司内审部负责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的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

（3）公司财务部必须建立台账对理财产品或定期存款等进行管理，建立健全会计账目，做好资金

使用的账务核算工作。

（4）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有权对本次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进

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5）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财务管理中心将及时分析和跟踪定期存款的投向，在上述定期存款的存期内，公司将与兴业

银行保持密切联系，及时跟踪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安全。 公司审计部

负责对资金的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有权对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公司证券事务部负责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程序。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坚持选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的理财产品或定期存款等产品。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

使用计划及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资金收益，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建设正常周转需要，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符合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

四、投资理财产品的总金额

截至公告日，公司总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0,000万元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或进行定期存款。

特此公告。

起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6日

股票代码：

603218

证券简称：日月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78

日月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孙公司完成工商注册并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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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月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19年10月24日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设立孙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0月9日、10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及同日于指定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

经象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该公司现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并于2019年11月5日取得了象山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具体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25MA2GUN3945

名称：宁波日月核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傅明康

注册资本：贰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9年11月05日

营业期限：2019年11月05日至2039年11月04日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贤庠镇大中庄工业区（自主申报）

经营范围：核电装备及其零部件的研发、制造、加工、批发、零售及相关生产技术咨询服务；自营和

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以及其他按法

律、 法规、 国务院决定等规定未禁止或无需经营许可的项目和未列入地方产业发展负面清单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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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日月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6日

证券代码：

600781

证券简称：

ST

辅仁 公告编号：

2019-073

辅仁药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冻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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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份被冻结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冻结股份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冻结股份

是否为限

售股

冻

结

起

始

日

冻

结

到

期

日

冻结

申请人

冻结原

因

辅仁药业

集团有限

公司

是 282,403,538 100% 45.03% 注1 注2 注3

中原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债权债

务纠纷

辅仁药业

集团有限

公司

是 282,403,538 100% 45.03% 注1 注2 注3

郑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农业

路支行

债权债

务纠纷

辅仁药业

集团有限

公司

是 282,403,538 100% 45.03% 注1 注2 注3

郑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农业

路支行

债权债

务纠纷

注1、其中无限售流通股54,014,999股，限售流通股228,388,539股；2、本次冻结为轮候冻结，自全

部或部分冻结起生效；３、本次冻结期限三年。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被冻结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量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辅仁药业集团有限公

司

282,403,538 45.03% 282,403,538 100% 45.03%

合计 282,403,538 45.03% 282,403,538 100% 45.03%

三、控股股东其他情况

1.辅仁集团最近一年内逾期债务28.2亿元。

2.截止目前，公司偿还所欠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款项后，向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提供借款余额163,

562.50万元； 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14,000.00万元， 尚有担保余额6,202.00万

元。 上述事项构成关联方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预计一个月之内无法解决。

3.控股股东股份被冻结事项对公司控制权、股权结构、公司治理暂不会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辅仁药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6日

证券代码：

000895

证券简称：双汇发展 公告编号：

2019-85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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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2019年11月2日向公司全

体董事发出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的通知。

2.�董事会会议于2019年11月5日在双汇大厦会议室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3.�董事会会议应到董事8人，实到董事8人。

4.�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万隆先生主持。

5.�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受让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持有的四家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全资子公司漯河双汇商业投资有限公司将受让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以下简称“双汇集团工会委员会” ) 持有的漯河双汇商业连锁有限公司

48%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漯河双汇肉业有限公司将受让双汇集团工会委员会持有的漯河汇特食品有

限公司12.77%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漯河连邦化学有限公司将受让双汇集团工会委员会持有的漯河双

汇保鲜包装有限公司50%股权和漯河华丰包装有限公司25%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本次交易

各方协商确定以评估值确定本次交易的股权转让价格分别为人民币4,380万元、人民币7,130万元、人

民币12,327万元和人民币4,255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

司受让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持有的四家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网址：http://www.cninfo.com.cn）。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且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同日披露的《河南双汇投资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全资子公司受让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

会持有的四家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和《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全

资子公司受让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持有的四家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

提交董事会审议事前认可的书面意见》。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万隆、万宏伟、焦树阁和马相杰对该项议案回避表决。

（二）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双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了提升企业数字化渠道运营能力，对企业线上销售业务进行统一规范、管理，公司决定设立双汇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设立双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新公司名称及经营范围暂定，最终名称及经营范围以当地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为准，以下简称“新公司” ）。

2．新公司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注册地址：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黄

河路66号---中国（漯河）电子商务产业园。经营期限：50年。股东及出资比例：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出资100%。

3．新公司经营范围暂定为：互联网批发、零售；食品、预包装食品销售。

三、备查文件

（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董事意见；

（三）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四）公司全资子公司与双汇集团工会委员会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五）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材料。

特此公告。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6日

证券代码：

000338

证券简称：潍柴动力 公告编号：

2019-035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五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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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19年第五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下称“本次

会议” ）通知于2019年11月1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本次会议于2019年11月5日以传真表

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5人，实际出席董事15人，共收回有效票数15票，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

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合法有效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董事会秘书辞职的议案

同意郝庆贵先生辞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本议案实际投票人数15人，其中1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决议通过本议案。

二、审议及批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王丽女士（简历见附件）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决议生效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之日止。

本议案实际投票人数15人，其中1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决议通过本议案。

上述议案一、 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时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特此公告。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一月五日

附件：个人简历

王丽女士， 中国籍，1984年1月出生；2011年7月加入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6月调入公司

证券部，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本运营部部长兼证券事务业务经理；经济师，管理学硕士，经济学学

士。

王丽女士与本公司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A股股票；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非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王丽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0536-2297068� �传真：0536-8197073

电子邮箱：wangli01@weichai.com

通讯地址：山东省潍坊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福寿东街 197�号甲

邮政编码：261061

证券代码：

000338

证券简称：潍柴动力 公告编号：

2019-036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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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或“本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郝庆贵先生提交的书面辞

职申请。郝庆贵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公司2019年第五次临时董事会会

议已批准郝庆贵先生辞职申请。 郝庆贵先生辞去上述职务后，将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郝庆贵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公司董事会对郝庆贵先生担任董事会秘书期间

在公司治理、信息披露和资本运作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公司2019年第五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已审议批准由王丽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王丽女士将

不再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尽

快聘任新的证券事务代表。

特此公告。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0998

证券简称：隆平高科 公告编号：

2019-093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水稻、玉米及棉花新品种通过国家审定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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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第224号》，第四届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第四次主任

委员会会议审定通过了372个稻品种、547个玉米品种、23个棉花品种及31个大豆品种，其中含袁隆平农

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公司自主培育或与他方共同培育的106个水稻新品种、33个玉米新品种

和1个棉花新品种，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作物类别 品种名称 申请者 审定编号

1 水稻 隆两优6878 湖南百分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0006

2 水稻 两优9028 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0007

3 水稻 隆两优8612 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0010

4 水稻 隆两优8401 湖南百分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0019

5 水稻 晶两优5438 文山州农业科学院 国审稻20190020

6 水稻 隆晶优4013 湖南亚华种业科学研究院 国审稻20190026

7 水稻 晶两优534 湖南亚华种业科学研究院 国审稻20190033

8 水稻 晶两优1206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0034

9 水稻 旌优4945 四川泰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0041

10 水稻 隆晶优1273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农业科学院 国审稻20190042

11 水稻 锦两优7810 四川泰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0043

12 水稻 梦两优丝苗 广汉泰利隆农作物研究所 国审稻20190046

13 水稻 晶两优金九占 四川比特利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国审稻20190047

14 水稻 旌优637

四川天宇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四川省农业科

学院水稻高粱研究所

国审稻20190057

15 水稻 福农优华珍 四川天宇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国审稻20190060

16 水稻 广8优199 广西兆和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0069

17 水稻 隆两优298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 国审稻20190082

18 水稻 深两优1377 广汉泰利隆农作物研究所 国审稻20190089

19 水稻 隆两优1177 广汉泰利隆农作物研究所 国审稻20190090

20 水稻 隆晶优4171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001

21 水稻 梦两优华占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002

22 水稻 锦两优22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003

23 水稻 D两优722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007

24 水稻 韵两优332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民生

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008

25 水稻 晶两优5348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009

26 水稻 宇两优633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010

27 水稻 晶两优4945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011

28 水稻 隆两优1319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012

29 水稻 隆两优1212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013

30 水稻 锦两优华占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014

31 水稻 隆晶优1212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015

32 水稻 隆晶优4456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016

33 水稻 隆两优绿丝苗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017

34 水稻 隆两优黄占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018

35 水稻 晶两优641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019

36 水稻 隆8优华占

湖南民生种业科技有限公司，袁隆平农业高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020

37 水稻 韵两优丝苗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021

38 水稻 深两优841 湖南桃花源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031

39 水稻 隆两优5438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050

40 水稻 晶两优8612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051

41 水稻 晶两优绿丝苗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052

42 水稻 隆两优3301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053

43 水稻 晶两优7818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054

44 水稻 和两优1177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055

45 水稻 隆两优765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056

46 水稻 隆两优鹏10号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057

47 水稻 悦两优3189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058

48 水稻 旌7优华珍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059

49 水稻 隆两优1019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060

50 水稻 玮两优1273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061

51 水稻 隆两优7817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062

52 水稻 晶两优1252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063

53 水稻 晶两优1074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064

54 水稻 D两优8612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065

55 水稻 隆两优1111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066

56 水稻 晶两优77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067

57 水稻 隆8优534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068

58 水稻 晶两优1686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069

59 水稻 简两优5208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070

60 水稻 梦两优70122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071

61 水稻 隆两优4952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072

62 水稻 隆两优802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073

63 水稻 晶两优70122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074

64 水稻 晶两优3134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075

65 水稻 隆8优丝苗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076

66 水稻 晶两优2533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077

67 水稻 亚两优70122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078

68 水稻 梦两优1221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079

69 水稻 梦两优10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080

70 水稻 昌两优8号 广西恒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135

71 水稻 隆优1212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139

72 水稻 玖两优1212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140

73 水稻 玖两优5208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141

74 水稻 隆优5187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142

75 水稻 隆优1206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143

76 水稻 隆晶优570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167

77 水稻 亮两优534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168

78 水稻 隆晶优413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169

79 水稻 琻两优华占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170

80 水稻 隆晶优1187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171

81 水稻 亮两优1206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172

82 水稻 宁香粳11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173

83 水稻 隆两优1227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174

84 水稻 晶两优991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175

85 水稻 晶两优1988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176

86 水稻 玉两优534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177

87 水稻 隆8优1212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178

88 水稻 菲两优212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179

89 水稻 光两优1206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180

90 水稻 晶两优黄莉占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181

91 水稻 隆两优1308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182

92 水稻 隆两优1236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183

93 水稻 韵两优3134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184

94 水稻 梦两优827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185

95 水稻 禧两优华占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186

96 水稻 韵两优121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187

97 水稻 宇两优102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188

98 水稻 宇两优3134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189

99 水稻 华两优6134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190

100 水稻 梦两优1206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191

101 水稻 华两优1642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192

102 水稻 晶两优1468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193

103 水稻 华两优102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194

104 水稻 梦两优黄莉占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195

105 水稻 简两优黄莉占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196

106 水稻 韵两优128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审稻20196197

107 玉米 隆平392 山东隆平华研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190107

108 玉米 泰隆19 广汉泰利隆农作物研究所 国审玉20190369

109 玉米 隆平781 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196075

110 玉米 隆平783 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196076

111 玉米 隆平931 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196087

112 玉米 隆平937 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196088

113 玉米 隆平938 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196089

114 玉米 中科玉501 北京联创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196096

115 玉米 联创866 北京联创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196105

116 玉米 隆平275 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196121

117 玉米 巡天608 河北巡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国审玉20196135

118 玉米 泰棒111 北京联创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196136

119 玉米 隆平205 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196141

120 玉米 华皖279 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196142

121 玉米 隆创310 北京联创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196162

122 玉米 联创832 北京联创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196165

123 玉米 隆平638 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196182

124 玉米 智研288 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196183

125 玉米 迈新276 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196185

126 玉米 隆平1003 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196186

127 玉米 巡天969 河北巡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国审玉20196217

128 玉米 裕丰309 北京联创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196224

129 玉米 联创825 北京联创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196225

130 玉米 隆玉1608 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196226

131 玉米 隆玉1609 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196227

132 玉米 隆特161 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196228

133 玉米 隆平510 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196229

134 玉米 隆单1701 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196247

135 玉米 隆单1615 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196248

136 玉米 隆玉1708 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 国审玉20196249

137 玉米 惠民6101 湖北惠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国审玉20190227

138 玉米 惠民6202 湖北惠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国审玉20190301

139 玉米 惠民401 湖北惠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国审玉20190325

140 棉花 华惠15 湖北惠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国审棉20190001

根据此次审定品种统计，其中晶两优534等18个自主选育的水稻品种实现跨多区域国审，具体情况

如下：

序号 品种名称 审定编号 当年审定区域（组别） 历次国审情况

1 晶两优534

国审稻

20190033

武陵山区中籼组

国审稻20180044：华南感光晚籼组

国审稻20176004：华南早籼组

国审稻2016605： 长江上游中籼迟熟

组

2 晶两优1206

国审稻

20190034

武陵山区中籼组 国审稻20180008：长江上游中籼迟熟组

3 梦两优华占

国审稻

20196002

华南早籼组 华南感

光晚籼组

国审稻20176069：长江中下游中籼迟熟组

4 隆两优1319

国审稻

20196012

长江上游中籼迟熟组 国审稻2016612：长江中下游中籼迟熟组

5 隆两优1212

国审稻

20196013

长江上游中籼迟熟组 华

南感光晚籼组

国审稻20170022：长江中下游中籼迟熟组

6 锦两优华占

国审稻

20196014

长江上游中籼迟熟组 国审稻20170061：长江中下游晚籼早熟组

7 隆晶优1212

国审稻

20196015

长江上游中籼迟熟组

国审稻20176093：长江中下游双季晚籼中

迟熟组

8 隆两优绿丝苗

国审稻

20196017

长江上游中籼迟熟组 国审稻20186064：长江中下游中籼迟熟组

9 隆8优华占

国审稻

20196020

华南早籼组 长江上

游中籼迟熟组

国审稻20176008：华南晚籼组

10 深两优841

国审稻

20196031

长江上游中籼迟熟组 华

南感光晚籼组

国审稻20176056：长江中下游中籼迟熟组

11 晶两优8612

国审稻

20196051

长江中下游中籼迟熟组 国审稻20186141：华南感光晚籼组

12 晶两优1686

国审稻

20196069

长江中下游中籼迟熟组 国审稻20186139：华南感光晚籼组

13 晶两优1988

国审稻

20196176

华南感光晚籼组 国审稻20186061：长江中下游中籼迟熟组

14 晶两优黄莉占

国审稻

20196181

华南感光晚籼组 国审稻20186062：长江中下游中籼迟熟组

15 隆两优1308

国审稻

20196182

华南感光晚籼组 国审稻20176065：长江中下游中籼迟熟组

16 晶两优1468

国审稻

20196193

华南感光晚籼组 国审稻20170041：长江中下游中籼迟熟组

17 梦两优黄莉占

国审稻

20196195

华南感光晚籼组 武陵

山区中籼组

国审稻20176026：长江上游中籼迟熟组

国审稻20176070：长江中下游中籼迟

熟组

18 简两优黄莉占

国审稻

20196196

华南感光晚籼组 国审稻20176075：长江中下游中籼迟熟组

特此公告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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